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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对口帮扶地区脱贫乡亲的笑容是最好的安慰
用双脚丈量山的高度，用双手传递海的温度

6月24日， 刘军又一次登上了飞
往云南昭通的飞机。 根据中央统一部
署， 上海与云南东西部协作结对关系
调整为云南全省。 这是他今年第四次
飞往云南， 对新纳入对口帮扶范围的
地区进行调研。 这些年， 刘军成了名
副其实的 “空中飞人”， 往来于山海
之间 ， 感受一片山海真情 。 在他看
来， 对口帮扶地区脱贫群众的真诚笑
脸， 标注着幸福生活的刻度， 更是映

照着共产党员的初心。

从上世纪90年代起， 上海先后承担
了对口帮扶三峡、 西藏日喀则、 新疆喀
什、 云南、 青海果洛、 贵州遵义等地的
任务。 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 全市把
对口帮扶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 助
力98个贫困县全部如期摘帽， 超过900

万建档立卡贫困户脱贫出列。 一批批上
海干部人才响应党的号召， 舍小家为大
家 ， 把最美的年华无私奉献给了脱贫
事业。

作为其中的一员， 刘军倍感使命光

荣。他的脑海中时常会浮现出在全国脱贫
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听到的那句宣
言———“脱贫攻坚路上有千千万万的人，

我真的就是其中一个小小的石子。其实走
到最后，走到今天，虽然有苦，还是甜多”。

往山里走，往山的深处去

人们经常用 “山路18弯” 来形容山
间道路蜿蜒曲折， 在云贵高原这片山高
谷深之地， 从空中俯瞰， “山路36折”

“山路72拐” 也并不鲜见。

2007年， 退伍后的刘军进入市政府
合作交流办工作， 重点从事助力云南、

贵州遵义脱贫攻坚。 他接手的第一项工
作 ， 就好好体验了一把盘山路的 “威
力”： 从云南昆明到文山7个半小时的路
上， 他险些被落石砸中。

这个下马威并未让刘军打退堂鼓。

跟在周振球等上海老一辈扶贫干部的身
边耳濡目染， 更是让他这个脱贫战线的
新兵， 对脱贫攻坚精神的认识有了进一
步的升华。 “周振球是上海第一、 二、

三批援滇干部联络组的负责人， 他告诉
我， 没有人是红土地的过客， 这里是他
的第二故乡 。 三年云南行 ， 一生云南
情。” 刘军说，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担当 ， 到了他这一
代， 更应该用双脚去丈量山的高度， 用
双手去传递海的温度。

第一次云南之行， 也让他对脱贫攻
坚的意义有了更深刻的领悟。

那一天， 车辆停下， 刘军发现并未
抵达目的地， 在盘山路之上更有绵延的
羊肠土路 。 经过2个小时的艰苦跋涉 ，

他们一行人终于走进了山村。 他第一次
见到这样的场景： 土坯房、 人和猪牛鸡
鸭等牲畜在一起吃住……除了恶劣的生
活环境， 贫困户迷茫、 无助的眼神都让
他难以平静， 也让他的内心深处吹响了
向贫困发起冲锋的号角。

往山里走， 往深处去， 工作越深一
层， 责任越重， 使命感越强。 路， 越走
越远， 心， 越走越近。

经过了多年的脱贫攻坚， 昆明到文
山全程通高速， 车程缩短近半， 当年的
小山村已经有了硬化路， 脱贫产业也惠
及到贫困户家门口。 在更广的范围内，

上海对口帮扶的所有深度贫困地区的最
后堡垒被全部攻克， 行路难、 吃水难、

用电难、 通信难、 上学难、 就医难等问
题得到历史性解决 ， 处处呈现山乡巨
变、 山河锦绣的时代画卷。

“最让我感慨的变化还是贫困户的
眼神， 昔日的空洞不见了， 取而代之的
是奋发向上的精气神。” 刘军说， 物质上
的累累硕果加上精神上的累累硕果， 让
乡亲们笑容满面， 用自己的双手创造幸
福生活的精神在对口帮扶地区蔚然成风。

时刻绷紧，牢记“共产
党员”第一身份

为构建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工作 “四梁八柱” 作出贡献， 是刘军的重
点工作之一。

多年来， 他咬定目标责任在肩， 积极
参与谋划本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
重要会议、 文件、 活动， 认真抓好对口帮
扶阶段性举措措施， 助力推进形成 “全市
一盘棋” 对口帮扶大格局。 参与到这样的
行动中， 刘军对中国特色减贫道路有了更
深刻的理解， 他说： “在党的领导下， 各
部门、 各行业都会主动与合作交流系统配
合对接， 把帮助解决当地群众所思所盼利
益问题当作 ‘自家人’ 的 ‘分内事’。”

党政军民学劲往一处使， 东西南北中
拧成一股绳， 省市县各层面结对帮扶， 促
进人才、 资金、 技术向贫困地区流动， 这
正是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
政治优势。

各方的支持有了， 但对口帮扶工作制
度化 、 规范化 、 体系化毕竟不是一夕之
功。 本市连续四年在东西部扶贫协作 “国
考” 中名列第一档次， 这背后是刘军和脱
贫攻坚战的 “战友们” 不知加了多少个夜
的班， 放弃了多少个休息日付出的回报。

无论是多么复杂的方案 ， 多么艰难的工
作 ， 他们都时刻牢记自己的第一身份是
“共产党员”， 一丝不苟， 精益求精， 让党
旗飘扬在脱贫攻坚的战场。

“乡亲们的需求不止
步，我们的创新就不停步”

成绩面前， 即便是获得 “全国脱贫攻
坚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后， 刘军的心里仍
然抱着一种期待：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我只有一步一个脚印， 不断超越过往， 才
能成就事业， 问心无愧。”

如何超越， 刘军首先想到的是制度创
新 。 在市政府合作交流办相关领导和同
事们的鼓励和支持下 ， 他在产业扶贫 、

就业扶贫 、 教育扶贫 、 健康扶贫 、 贫困
村提升、 携手奔小康、 社会公益扶贫等七
大行动中， 多维推进、 突破创新。 比如，

连续三年促进云南、 贵州遵义贫困劳动力
就业10万人规模， 连续开展了“爱心大礼

包” “扶贫产品进社区” “百县百品”

行动， 推出 “双一百” 村企结对行动，

针对性开展 “五帮三带两转” 帮扶举
措等。

云南楚雄的壮鸡卖不出去了， 贵
州遵义的花椒价格提不上来了……遇
到这些和当地乡亲切身利益直接相关
的问题 ， 刘军都看在眼里 ， 急在心
上。 消费扶贫是帮助对口地区巩固脱
贫成果、 激发内生动力的有效手段。

为了实现 “一盘棋 ”， 依托 “精准 ”

“统筹” “留痕” 三个理念， 刘军协
调搭建全市消费扶贫工作平台和数据
中心， 发挥国资国企商业流通主渠道
优势， 依托光明食品集团， 形成全市
消费扶贫一张网、 一盘棋和一个评价
标尺， 实现跨部门跨层级指挥协调。

“脱贫攻坚以人民为中心， 我们
党员就是要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为根本宗旨 ， 把群众满意度作为衡
量脱贫成效的重要尺度 。” 刘军说 ，

“消费扶贫从1.0版本的输血式救济 ，

到2.0版本的按需定产 ， 已经开拓出

3.0版本的按市场造血式协作新局面。

农产品卖得出 ， 乡亲们笑着夸共产
党好， 我们的工作才算做到了实处。”

今后一段时间内， 上海将进一步
助力对口地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
果， 对口帮扶工作重心从助力脱贫攻
坚全面转向助力乡村振兴， 同时围绕
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 合作交流工作
将从单向的、 单一维度的帮扶转向双
向互动、 全面合作、 共同进步。 在此
背景下， 制度创新尤为重要。

“乡亲们的需求不止步， 我们的
创新就不停步。” 回顾14年的脱贫攻
坚奋斗路， 刘军自豪地说， “脱贫攻
坚就是深刻的党性教育， 脚下沾有多
少泥土， 心中就沉淀多少真情。 我们
作为脱贫攻坚 ‘突击队’、 持续跑好
对口帮扶 ‘接力赛’、 搭建密切党群
联系的 ‘连心桥 ’ 、 走好人生宝贵
‘历练路’， 在助力对口地区打赢脱贫
攻坚战中为上海增光、 为人生添彩，

幸甚之至。”

■本报记者 史博臻

刘美兰：在一幅幅上海地图中勾勒城市发展轨迹
在测绘行业从业31年，力求毫厘无失方能心底踏实

地图学是一门古老的学科， 地图
不仅记录城市发展轨迹， 同时也承载
着城市文化和历史印迹。

在31年的从业生涯中， 刘美兰经
历了地图从手工、 计算机到信息化绘
制的三个时代跃迁 。 “自然资源管
理、 大型工程建设、 生态红线划定、

救灾应急 、 国防建设 、 百姓生活 ，

都离不开地图服务的支持。” 作为一
名地图工作者 ， 她时刻以饱满的热
情投入到本职工作中去 ， 为上海城
市建设和社会管理提供更优质的地
理信息服务 ， 为社会公众提供更贴
心的地图与地理信息产品 。 身为党
员 ， 她和同事们用忠诚与热爱 、 勤
奋与奉献 ， 抒写着担当与作为 、 践
行着责任与使命 。 在他们心中 ， 早
已把 “国家利益高于一切 ” 的责任
感铭记于心 ， 在地图编制中保持对
细节异常敏感的坚持 ， 力求毫厘无
失 ， 方能心底踏实 ， 对得起所在的
组织和岗位。

脚步量大地，绘眼定毫厘

在历史长河中， 地图与文化相伴
相生， 地图用自己特有的符号表达着
复杂的地理世界， 成为时代的注脚。

走进上海市测绘院， 这里留存着每个
时代的上海地图， 最早一份来自遥远
的清代光绪年间。

在刘美兰入行的时代， 考虑到地
表信息十分丰富， 使用者的需求不尽
相同， 市测绘院开发了门类繁多的地
图品种， 从交通图 “一枝秀”， 逐步
发展为多元地图 “百花艳”： 专注交
通出行的， 有 《大城区详图》 《公共
交通图 》 《上海道路交通管理信息
图》； 专注日常生活的， 有 《上海早
餐地图》； 还有上海举办各大赛事的
导引图 、 结合节假日制作的专题地

图， 以及地铁站出入口导引图等。

地图制作离不开外业和内业的默契
配合。 目前， 市测绘院有一支数百人的
信息采集队伍 ， 专注各类地理信息采
集， 定期搜集地表上有地理分布特征的
数据， 包括房屋、 道路、 桥梁， 甚至细
致到建筑物的层数、 路面材质， 哪怕窨
井盖、 排水栅栏、 电杆等在常人眼中见
怪不怪的东西 ， 都得在地图上留下印
记。 可以说， 除了泥土， 城市的任何角
角落落， 他们都不放过。

在刘美兰看来， 外业人员要不怕艰
辛 ， 因工作所需 ， 登上海之巅 ， 都无
暇欣赏云端美景 ； 临上海之源 ， 要在
空空如也的处女地击风搏浪 ， 仔细寻
找能够安放对标仪器的位置 。 在他们
测过的项目中 ， 最长的是东海大桥 ，

最高的是上海中心 ， 最深的是长江隧
道 ， 最快的是磁悬浮列车 。 听测绘人
谈起过往 ， 言语中流露着藏不住的自
豪感。

当这些海量的测绘数据如接力棒般
传给内业人员后， 一场艺术性的科学演
绎开始了。 过去， 老测绘人采用的是手
工制图， 耗时长、 工作量大。 1997年，

上海出现了首张使用计算机制图的 《上
海交通地图》， 主图为内环市区图。 该
图还配置了一幅 《外环城区图》， 反映
了中心城区范围向外环线区域延伸的趋
势 。 当年轨道交通1号线南延至莘庄 ，

上海体育场 （俗称 “八万人体育场 ”）

建成， 浦东中央大道 （今世纪大道） 加
紧建设等 ， 均在图中呈现 。 来到新世
纪， 数字化建模广泛普及， 编制地图如
虎添翼。

经刘美兰展示， 记者看到地图的雏
形比较素朴， 白底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
黑字和线划。 依托这些骨架， 内业人员
把长途汽车站 、 医院等设施根据统一
图例给予标定 。 一般来说 ， 每张地图
的绘制由一人完成 ， 但后期还要经过
多次校对与审稿 。 记者曾在测绘院的
地图工作间看到 ， 一张校对第二遍的
地图上 ， 用红笔勾画出了不下五个遗

漏更新之处。

尺寸之间，红色精神
立体呈现

上海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 拥有
丰富的红色资源。 去年， 由市规划和自
然资源局策划、 市测绘院编制的 《上海
市保护建筑中的红色印记》 地图， 在国
内赢得了一致好评。 透过这份地图， 人
们可以清晰获取黄浦、 徐汇等区各处红
色建筑的分布和建筑物的图片。

今年，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

周年 ， 由市测绘院编制的 《上海红色
文化地图 （2021版）》 已于日前对外发
布 。 业界评价称 ， 这是上海红色文化
资源的分布图 ， 为读者全面而精确地
展示其分布情况和保护利用现状 ； 这
也是上海红色文化资源的导览图 ， 从
游览角度精心设计参观路线 ， 为读者
提供全方位的 “红游指南”。 同时， 地
图以 “纸质+电子” 的形式， 配套设计
电子版本 ， 供读者通过移动客户端浏
览更多精彩内容。

每一份有特殊含义的地图， 诞生之
路上都裹藏着制图人的满腔热忱。 刘美
兰说， 地图是拥有文化灵魂的。 过去绘
制地图看重服务功能 ， 要让市民拿着
地图就能找到想去的地方 ， 现在则希
望地图更似一件百读不厌 、 值得珍藏
的艺术品。

在 《上海红色文化地图 （2021版）》

中， 尤其是背面地图， 采用生动活泼的
手绘风格， 绘制精巧的道路、 水系和绿
地， 并对线路沿途的红色建筑外观特征
进行综合提取和艺术化处理。 这样的处
理方式， 使地图层次分明、 专题突出。

毫不夸张地说， 细微间， 精细度、

分寸感都浸入在地图里。 刘美兰指着地
图上仅一厘米长的距离说： “如何放置
注记， 要参照周围空间进行编排， 体现
设计美感。 就像人穿衣服， 上海地图的
色彩 、 符号 、 图标 、 字体 ， 充满艺术
性， 仿佛在告诉你， 这就是一张上海地
图， 一张上海的地图。”

推陈出新，紧跟时代步伐

测绘人自我调侃， 上世纪80年代以
前， 过的是慢生活， 一张图做两年、 用
十年。 此后， 上海城市建设步伐加快，

他们的工作节奏也提速了， 现在一年做
两三版。

这还远远不够。 市测绘院开发出了
适合普通百姓使用的在线应用———只要
登录 “天地图·上海” 官方网站， 轻点
鼠标， 眼前就会出现栩栩如生的城市场
景： 一座座高楼大厦拔地而起， 巍然耸
立； 一片片公园绿地映入眼帘， 匠心独
具。 市民可查询周边公共服务设施、 政
府机构等信息， 还能看到上海城市的历
史变迁。

刘美兰介绍说， 历经十余年发展， 如
今 “天地图·上海” 已更新至4.0版， 囊括
全市200多万条地名地址、 1万多条道路、

1500多条公交线路、 轮渡线和轨道交通线
路等信息。

更为有趣的是 ， 点击网站影像地图
浏览栏目 ， 就能看到1948年 、 1979年和

2019年的上海高精度航空影像 。 如果输
入一个地名， 就能在图上找到它的坐标，

通过同一地点的现状和上述三个年代历
史影像比较 ， 领略城市的变化和发展 ，

体验 “时空穿越 ” 的奇妙 。 此外 ，

“天地图·上海 ” 推出浦江两岸历史
地名 、 照片和保护道路等内容 ， 还
发布了郊野公园专题板块 。 在专题
地图方面 ， 提供青浦区便民电子地
图 、 杨浦区双创地图 、 黄浦江两岸
展示系统等 ， 为市民生活提供数字
化、 网络化、 智能化服务。

所有这些努力， 都是上海测绘人
与时俱进、 突破自我的佐证。

摄影： 邢千里

■本报记者 赵征南

人物小传
刘美兰 ， 1967 年出生 ， 2009 年入 党 。

1990 年参加工作， 现任上海市测绘院第四分院
副院长。 多年来从事地图与地理信息服务工作 ，

负责地图生产、 技术管理， 曾多次参加重大活动地图保障、 大型地
图集编撰。 所担纲负责的项目多次获得全国优秀地图作品裴秀奖金
奖、 全国优秀测绘项目金奖， 她本人先后获得上海市先进女职工标
兵、 上海市规划资源局 “三八红旗手” 等荣誉。

作为一名地图工作者，要为上海城市建
设和社会管理提供更优质的地理信息服务，
为社会公众提供更贴心的地图与地理信息
产品。

做为民服务的‘先行军’，当好‘突击
队’、跑好‘接力赛’、搭建‘连心桥’、走好‘历
练路’，让乡亲们的笑容成为‘共产党员’第
一身份的见证。

人物小传
刘军 ， 1970 年出生 ， 1988 年入学入

伍， 1989 年入党， 2007 年退役转业， 进入
上海市政府合作交流办工作。 参与起草深化

东西部扶贫协作相关政策， 严格项目遴选、 评审和调度， 搭建全
市消费扶贫工作平台， 具体协调落实助力脱贫攻坚成效考核等。

2021 年， 获 “全国脱贫攻坚先进个人” 荣誉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