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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张琴、韩振

有着 1700 多年历史的巫山县大昌古镇，因三峡工程搬迁
到数公里外的大宁河对岸已经 12 年。南门城墙上生长的古老而
巨大的黄桷树还盘踞在此。石阶之外，宽阔的街道两旁是一栋栋
仿古楼房。午后，一位耄耋老人从其中一户走出，一路快步行至
古城码头，朝着正在靠岸的“古城 7号”客船大声吆喝起来，正在
驾船的船长孙怀平听到也大声应和。

这位耄耋老人叫刘世杰，今年 82 岁，是党龄 59 年的老共
产党员。十几岁开始跑船，8 年前才退休，从当头纤、二驾长，到
贷款 20 万、带动村民入股组建古城客运公司，又到经历三峡旅
游的高峰与低谷，再到退休后闲不住，时不时要去船上看看，他
已经与大宁河共度了近一个世纪的岁月。

生存

“冬天蒿杆凝结的冰都结块，站在水里皮肤针扎一样疼，大
腿上都是一道道裂口。中途需要喝酒驱寒，没有下酒菜，就把石
头加点盐巴放在油锅里炸，喝一口酒，舔一下石头。”82 岁的刘
世杰说起当年的艰辛直摇头。

三峡蓄水前，大宁河激流险滩，跑船的人都是“不要命”的。
银河滩、大锣滩、磨角滩、生板滩……每到一处险滩都要下船涉
水拉纤，还要用蒿钩子两人默契配合勾住岩石缝隙拖船通过。遇
到礁石，杆子一旦放错位置，船底就会磨出洞，船就沉了。
即便如此，刘世杰和他的兄弟们仍选择了跑船。“要生存啊，没

别的选择，大昌人多地少，搞不了别的，只有跑船养家。”他说。
大昌镇当时有 600多户、2200多人，人均却只有两分地，长

年靠国家困难补助度日，每年春分村民都眼巴巴地等着政府发
救济粮。就连最常见的红薯，大昌村民因为地少产量小，还得花
钱去别的村买来交集体。

刘世杰说，家里老人加上五个孩子，靠土地根本养不活九口
人。跑船是唯一的选择。

50 岁的沈远寿年纪不算大，已经是老船长了，也是 12 岁上
船开始拉头纤，因为颇有天赋，16 岁就当上了驾长。“不爱念书，
家里就让去拉纤跑船。最冷时，上半身穿着棉袄，下半身穿着短裤
衩，脚上是草鞋，却拉得满身大汗。”他说。

多年跑船，难免遇险。
就连沈远寿这样技高人胆大的老船长忆起遇险经历也是后

怕不已：古城 2号，水急浪大，船行至石燕沱的急弯，遇到“刨花
水”，急流不断把船向悬崖峭壁上推。“水从窗户进到船里，衣服全
都打湿了，很危险，有个术语叫填槽，必须从刨花水中间把船开过
去才能顺利通过，否则船会翻。”经验丰富的他终于顺利通过。

多少年来，为了生存，大宁河上的船夫们就这样在险滩激流
间冒险搏击，也让他们有了敢闯敢拼、果敢大胆、乐观开朗的性
格和品质。碗叫粮盒，筷子叫蒿杆，吊锅叫黑板，用腊肉焖在吊锅
里烧的饭在船夫们的口中是最美味的食物。谈及那些贫穷的岁
月，刘世杰爽朗大笑。

求变

与激流险滩搏击需要胆大心细，与现实生活搏击同样需要
胆大心细。1992 年，刘世杰组建古城客运公司，集体经济性质，
从供销社贷款 20 万元，两分利息。

“20 万元，两分利息，这在当时是让人吓掉下巴的事，家里
人也说我疯了，但我决心已定。”刘世杰说。

这位年过八旬的老人依然精神矍铄，大口抽着烟，声音洪
亮。他说：“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我们靠着大宁河，就要靠大宁河
过上好生活，不能只满足于饿不死。”

贷款的 20 万元用来打了四条船，每月收入先交集体 5000
元左右，用来补贴村里的提留款减轻村民负担，还有就是修路等
公益设施建设和改造。剩下的钱用来还贷款利息，再有多余的分
给大家。很多时候，轮到刘世杰已没钱可分。

这笔巨额贷款前后还了五年多才还清，光是利息就还了近
20 万元。“说压力不大是假的，我当时还是村支书，很多事要忙，
每天就睡 4 个多小时吧。”他说。

1995 年，古城客运公司改为股份制，大昌镇 65 户村民入股，
刘世杰被村民推选为董事长。他说，想入股的村民排成长队，但“拿
得起笔的才要，拿不起笔的不要，有本事才能来”。入股后，船夫们
的家庭生活水平明显改善。

老船长孙怀平上世纪 90 年代开始跑游船，月收入 1000
元；入股古城客运公司，跑客运月收入 4000 多元，分红根据效
益，春节前后高峰期能有 6000 元。“家里没地，两个娃儿，还有
老人，五个人，都靠我跑船。”他说是大宁河和古城客运公司养活
了他一家人。

因为家里穷，沈远寿入股的时候找了四五个人才借到了一
万两千元，还了好几年才还清借款和利息。但沈远寿依然为自己
当时的选择感到高兴，仍在跑船的他不仅每月有固定工资，入股
分红也是一笔收入。

“养活了多少人？你按一家至少六口人算嘛，65 乘以 6 是多
少？390 多人，都是贫困家庭啊。”沈远寿说。

1996 年，因船运搞得好，大昌镇被评为巫山三个小康示范
村之一，县里组织去华西村参观学习，转了大半个中国，刘世杰
长了很多见识，更加坚定了要靠船运致富的信心。

遇到货船来抢客，刘世杰和伙计们就去理论，有时会打起
来。“没输过”，老人得意地说。

1997 年前后，三峡旅游火爆，游客蜂拥而至，船不够用，很
多办公室桌子都拼作床供游客睡，有的游客甚至就在街边院坝
里打地铺。“那两年还是赚了些钱，每个游客 50 元，一次载 40
人，有时一天要跑三趟，120 人总收入就是 6000 元。”刘世杰
说，“人太多了，就像是秧鸡子，船一靠岸，人就往上涌，我就护着
栏杆怕人被挤掉下去，一边招呼游客不要挤。”1997 年底，为了

规范旅游市场，县里统一收购游船并重新打造，古城客运公司
退出旅游市场，重新开始跑客运。

古城客运公司现有 5 艘快艇和 6 艘慢船往返大昌镇与巫
山县城，快艇 30分钟，慢船约一小时。

因为搬迁，大昌镇人口密集，常住人口五万人，暂住人口
一万人。由于坐船比坐车时间短，附近的乡镇往返巫山县城的
人也愿意坐船。此外，每周往返于巫山与大昌的学生是船运的
主要客源，仅在大昌就读的学生就有 8000 人、老师六七百人。

客运的现实需求维持着古城客运公司的红火，去年年收
入一千多万元。还有三四个老船夫仍在跑船，因为超过 65 岁
年限不再掌舵，但经验丰富的他们仍在船上帮忙指点。

享福

蓄水前，南门城墙上那棵特立独行的黄桷树还在对岸数
公里外，古树遮天蔽日。几步之遥，大宁河流淌了几千年。雨后
湿润的青石板、竹竿上晒着的大蒜、夜不闭户的人家、打麻将
的老人、河边洗衣的妇女……蓄水后，风干萝卜炖腊猪蹄、秧
鸡子和不知名的野菜，香气四溢的味道似乎并没有变化，然而
这里人们的生活却发生了巨大的改变，三峡船夫们过上了祖
辈想也未曾想过的幸福生活。

2009 年，刘世杰退休，职中毕业后也开始跑船的儿子刘
兴明任董事长。

“一天吃了玩，玩了吃，日子不要太好过了。”刘世杰大笑
着说。每天三顿酒，一天半斤酒少不了；25 元一包的芙蓉王，
每天一包半，想吃啥吃啥；早上在面馆吃面，凡是熟人都替人
买单，“只要认识都买，十碗八碗都有。”

刘世杰给记者算了一算：每月退休工资 1100 元，养老金
1435 元，股份分红平均 5000 多元；当初买下的五栋联建房，
每栋五层，下面一排门面房年租金 28000 元，出租一套住房
年收入 4000 元。

“每年十多万吧，我们两个老人肯定花不完，多的给儿女
补贴一点。”老伴每月养老金 1000 多元，刘世杰说那是给老
伴的零花钱，打麻将用。

82 岁的刘世杰依然耳聪目明、精神矍铄、步伐矫健，爱
好是看书、听歌。他还时不时转悠到古城码头船上看看老伙计
们。大家都说路不好叫他别去，可固执的老人每次都大步流星
踏上船，坚决不让人扶。

刘世杰说，现在船上工作的人每月收入四五千元，入股分
红平时三千多元，高峰期七八千元。“这种生活，以前都不敢想，
真是享福啊！”

还在跑船的沈远寿最近几天请假了，给马上要结婚的小
儿子装修新房。衣服上都是泥子点的他说：“等我装修完继续
跑船，这两天请假，将来要跑到跑不动的那天。唯一遗憾的是
两个儿子都在重庆打工，不愿意跟我学驾船，嫌苦嫌累。”。

大昌镇马家堡居委会主任邓超说，大昌以前买个陶瓷碗
都难，因为车程 6小时，陶瓷易碎，有了船运就能很方便买到。
古城客运公司不仅致富了跑船的村民家庭，还带来运输业和
个体户的生意兴
隆，比如做服装生
意的可以用船拉货
了，纺织厂的成品
也可以运出去卖钱
了，对整个大昌镇
都有带动作用。

三峡船夫搏浪记

“蓝领创客”不变的初心
本报记者杨维成、毛振华

黎明，总是给人以憧憬、希望。在国家电网天津市电力公司，
张黎明给人的印象就是一个值得信赖的人。

踏上工作岗位至今，张黎明扎根电力抢修一线，这一干就是
30 年。在长期的抢修实践中，他练就了一手电力事故诊断的绝
活，还带领着“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与辖区居民长期建立爱心
服务热线。他也从一名普通工人，逐渐成长为行业里响当当的电
力“蓝领创客”。

爱岗：创新，让工作更快乐

作为国网天津电力滨海供电分公司配电抢修一班班长，张
黎明是同事眼中的能人，他对岗位的执着、对技术创新的挚爱超
出了很多人的想象。

张黎明所在的滨海新区有 260 万户居民，140 余家世界
500 强企业。他心中一直有一个质朴的梦想：让辖区内所有居民
想用电时就有电。在实现梦想的旅途中，张黎明求知若渴，不断
在重复和失败中进行着发明探索。

“可摘取式低压刀闸”就是其中成功的一例。张黎明发现，社
区用电超电荷或遭遇暴雨雷电天气时，线路变压器易发生保险
片短路烧毁故障。以前，作业人员须爬上电线杆带电更换保险
片，正常抢修耗时在 45 分钟左右。而一个变压器出故障，起码
会影响 150 户居民正常用电。停电维修时，老百姓只能干等。

张黎明和同事一起反复试验，终于发明出一种一体式绝缘
拉杆。利用物理学重力跌落原理，巧妙地将刀闸设计成可摘取
式，抢修员不用爬电线杆在地面就能摘取更换，修复时间一下子
缩短至 8 分钟，既安全又省时。如今，这项发明获得了国家专利
并得到广泛推广，仅这一项小革新每年就可创造经济效益 300
多万元。

同事张可佳说，张黎明在创新上的勤奋是由于真正发自内
心对工作的热情。“在过去印象里，创新是实验室里科技人员的
工作，没想到一线创新也能大有可为。”

她回忆，有一次和张黎明一起到兄弟单位学习。在创新展示
厅，张黎明盯着对方职工的发明创造，眼神中充满兴奋。特别是
在一个线缆固定打孔装置前，张黎明拿起来左右摆弄，还特意找
来设备发明人沟通。回到公司没多久，这一装置的改进款就出现
在了同事们的抢修工具包中，这让不少同事大为折服。

2011 年，以张黎明名字命名的“张黎明创新工作室”应运而
生，这是天津电力公司的第一个职工创新工作室。工作室成立以
来，张黎明带领同事们实现技术革新 200 余项，获得国家专利
130 余项，20 余项成果填补了智能电网建设空白。“张黎明创新
工作室”还孵化出“星空”“蒲公英”等 8 个创新工作坊，培养出众
多“蓝领创客”，创造了大效益。

“工作是快乐的。创新，让工作更快乐。”张黎明常把这句话
挂在嘴边勉励同事、徒弟们。去年 8月，他又带领大家启动“电网
抢修带电作业机器人”的研制。该项目技术含量高、张黎明拿出
一套设计方案，与科研机构、高等院校联合攻关，先后攻克十几
项关键技术难点。经过不懈努力，这个具有全国首创意义的发明
预计今年 10月份就能投入使用。

现在，经他手完成的技术革新多达 200 余项，创造直接经济
效益超过 2000万元。

为民：“公家”的好师傅

除了抢修班班长，他有一个特殊的“头衔”——— 黎明共产党员
服务队队长。工作闲暇，他对这个“头衔”倾注了更多的精力与热
情。

今年 4月 12 日，滨海新区新开里社区按事先通知，安排实
施计划停电检修。可就在断电前，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突然接到
社区居民范阿姨哭着打来的电话：她 96 岁的老母亲瘫痪在床，
靠呼吸机维持生命，断电随时有生命危险。

“人命关天，跟我走！”张黎明叫上队员带上发电机火速出
发。在现场，他们迅速架设起 20 米长的入户供电线路，实施了持
续长达 11个小时的特殊供电服务。制氧机咕噜噜运转起来，老
母亲的呼吸恢复均匀，范阿姨笑着流下眼泪……

因为心里装着老百姓，每次给黎明打电话，最熟悉的就是那
句“好，我马上到！”不少受到张黎明帮助的居民并不知道他的名
字，但在他们眼中，张黎明就是那个热心肠的“公家”好师傅。

说起张黎明，滨海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室党支部书记许惠智
竖起大拇指：“我认识黎明 20多年了，他有一颗待人的‘正心’，这
让他在服务大家时不但不觉得麻烦，反而当作一件快乐的事。”

张黎明的精神一直感染着服务队的队员们。他们主动印制
了一些卡片发放到社区，创建起微信平台，与 11个社区 150多
位老弱孤残人士长期建立爱心服务热线，从街道社区到居委会
再到老病残客户搭建起三级民生服务网络。“老百姓用电遇到困
难首先想到的就是电力公司，我们就是百姓心中的秤砣。”队员
甄洪建自豪地说。

最近，黎明共产党员服务队没有停下脚步，又播种了一个新
的志愿服务项目。张黎明到老旧小区抢修或看望孤寡老人时，发
现小区楼道大都又黑又暗，光线不好，腿脚不便的老人行动更为
艰难。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和公司青年志愿者们商量解决方
法。终于，他从网上找到一种能声光控制的 LED节能灯泡，非常
节能，一年下来使用电费仅需 1元左右。

张黎明将滨海新区发放给他个人的一万元文明个人奖金
悉数捐出，成立“黎明·善小”微基金，用来购买这种 LED 灯
泡。经过协调各居委会，服务队员们义务将节能灯泡安装好，
将老旧小区的楼道点亮。截至 2016 年底，服务队累计对 600
多层老楼楼道进行改造换灯，近 2000 户居民从中受益。

敬业：“实诚人”的“底色”

在同事眼中，从 1987 年参加工作起，张黎明就不仅是个
勤于学技术、精于干专业的技术工，更是一个办事认真敬业、
值得信任的“实诚人”。

一年冬天，有位同事因家中有急事请假，张黎明主动替他
去巡查沿线有 77根电线杆，且路途较远的“军大线”。线路巡
查是个良心活儿，如果投机取巧、半路偷懒，既没人看得见，也
没人瞧得出，除非将来线路发生事故。

在寒风中夜间巡线异常辛苦。张黎明蹬着自行车，按着指
定路线仔细巡查。当巡到中心庄路段时，线路周围全是稻田
地，还有一道水渠，上面已经结了薄薄的一层冰。为了跨过水
渠继续巡查，他本想将自行车举起抛到对岸去，但没承想手早
已冻得不听使唤，自行车落在了水渠中。没办法，他只好跳到
水渠里，将自行车打捞上来，冰水也将他的棉裤浸透。线路尚
未巡完，上岸后，张黎明没有“打退堂鼓”，而是忍着逐渐结冰
的棉裤所散发出的刺骨寒气，跨上自行车，硬是将整条线路逐
段不落的都巡查完才回家换衣服。

有人后来知道了这事给他“支招”：“偶尔少巡一点线路不会
有事的”。可他回上一句：“要是不巡完，我就不放心。”这种“不放
心”的执着和不知变通的“傻”，正是张黎明难能可贵的“底色”。

滨海供电分公司配电运检室主任谭靖提起一件事，更印
证了张黎明的这种“底色”。2015 年天津港“8·12”重大火灾爆
炸事故发生后，防化部队深入爆炸核心区连夜作战，急需现场
接通照明。接到任务后，供电抢修班组的不少人都犹豫了。那
时，事故刚发生，700多吨氰化物在事故中泄露的阴影笼罩在
每个人心头，进入现场就意味着生与死的考验。

在大家犹豫不决之时，老师傅张黎明挺身而出接下任务。
酷热难耐，他主动从地上拿起厚重的防化服就往身上套。在他
带领下，班组成员们整装待发，迅速前往爆炸核心区任务点
位，连夜布置好照明线路。走出核心区进行全身洗消时，他又
是第一个脱下防化服，乐呵呵地与队员们说笑，大家原本紧
张、担忧地情绪很快被抛之脑后。

“没有完美个人，只有优秀团队。”张黎明从抢修设备中琢
磨，将遇到的近万个故障进行总结分析，用录音、视频等多种方
式向身边的员工传授。他还将其中常用的 11个抢修小经验、8
大抢修技巧、9个经典案例印成《抢修百宝书》，遇到故障，大家
可以像“查字典”一样按图索骥，效率成倍提升。“能跟着黎明师
傅真幸运。”张雨未说，张黎明带徒弟总是毫无保留地传授技
巧，用她的话说是“掰开了、揉碎了”讲，生怕徒弟们听不懂。

爱岗、为民、敬业，张黎明看似平凡中蕴含着的不平凡精
神，一直温暖和感染着身边的人。一路走来，从全国优秀共产
党员，到首届“国网工匠”，再到党的十九大代表，不断变化的
是沉甸甸的荣誉，不变的是他的“初心”。

▲ 6 月 6 日，刘世杰在重庆巫山县大昌古镇古城码头
岸边驻足遥望。 新华社记者王全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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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俞菀

“我是一味中药，这味中药
是甘草。普普通通的甘草，是诸
多方剂中不可缺少的药，成分
复杂，药效不错，常常用来调和
药性。虽然普通，作用却很大，
生长在狂风大沙中，经得起任
何风吹雨打。”

4 日凌晨，“江南药王”胡
庆余堂掌门人、著名浙商冯根
生逝世。众人纷纷在朋友圈转
发相关消息，缅怀这位国药巨
匠及其传奇的一生。

国药不兴，人生不畅

冯根生，几乎拥有改革开
放以来中国企业家的所有的荣
誉——— 全国劳动模范、全国“五
一”奖章获得者、全国优秀企业
家、中共十三大代表、中国经营
大师……

而这一切荣誉的开始，是
“江南药王”胡庆余堂的“关门
弟子”。

1949 年 1 月 19 日，冯根
生小学毕业才四天就到胡庆余
堂当学徒了。祖母送他到店门
口时反复叮咛：老板给你的钱
拿着，别的一分不能拿。要规规
矩矩做人，认认真真做事，多做
积德的事，千万不可做缺德害
人的事。

三年学徒，冯根生每天凌
晨五点到晚上九点，16个小时
专心其中。两千多种药的品相、
药性、配伍、功效烂熟于心，丸、
散、膏、丹的制用也驾轻就熟。
满师后他又站了二年柜台，撮
药配制当不在话下，此后又煎
药二年，每天三百贴，十多万贴
药从他手中出去，当年杭州人
都知道他煎的药地道见效。

冯根生在胡庆余堂的学徒
故事，如今收进了杭州本地的小
学课本。

“我在胡庆余堂学到的生意经有六条，第一戒欺，
第二诚信，第三不得以次充好，第四是不得以假乱真，
第五童叟无欺，第六真不二价。”冯根生生前接受采访
时曾说。

与此同时，学徒经历埋下了他对国药入骨之爱，支
撑他走过了 60多年的复兴国药之路。

“我从不灰心，因为我太爱中药了，我们家祖孙三
代都是胡庆余堂出身，国药不兴，我人生不畅。九十年
代初一个外国老板出几百万美元的年薪叫我去搞中
药，我拒绝了，因为那是出卖祖宗的。”

国企改革的“出头鸟”

1972年 7月，杭州市要组建第二中药厂，冯根生出任
厂长。“说是第二中药厂，只是一座破庙，边上都是坟地。
三十六万元总资产，十八万元净资产，没有一分钱现金。”
据知情人士回忆，冯根生当时向政府借钱才发出了厂里
的员工工资，做点加工业务可谓“求爷爷告奶奶”。
直到改革开放。
1978 年，冯根生怕错过药品推出最佳时间，毅然

决定投产，第一时间拯救了产品救了企业。
1982 年，一位清纯少女走进了电视广告，“青春

宝”成为第一个投入大手笔广告的保健品，也是第一个
采用片剂型的保健品。

1984 年，在全国还没有实施厂长负责制之前，他
率先在全国试行干部聘任制，全厂员工实行劳动合同
制，第一个打破“铁饭碗”“铁交椅”“铁工资”。

1996 年，冯根生的青春宝集团兼并胡庆余堂，史
称“儿子吃了老子”，其实是“儿子救了老子”。

成为这个“江南药王”百年老店的新掌门人后，他
让奄奄一息的胡庆余堂起死回生，重新擦亮了牌子，从
亏损大户扭转成纳税大户。

“胡庆余堂不救回来是会丢中华民族药业脸面的，
号称‘江南药王’，结果关门倒灶，外人会笑掉大牙。我对
中药业，对胡庆余堂的感情，是什么语言都形容不了的，
为了这份感情也要拼一拼老命，管他什么名声！”

三十多年后，他的“破庙”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现代化
中药企业，资产从三十六万元增加到近五十个亿，增长
一万多倍。从借钱发工资到累计上交国税几十个亿。

冯根生说，自己是“出头鸟”“弄潮儿”，不如说是国
有企业的“终身保姆”，因为他什么也拿不走。

“江南药王”的大爱传承

杭州人民不会忘记，2003 年整个“非典”期间，胡
庆余堂的“非典”药不但没有一天断货，更没有一次提
价，为此，胡庆余堂亏损 50多万元。

当时，杭州市民在胡庆余堂门前排起了百米长队，
抗“非典”药一天就卖出 3万余帖。此后，出现了配方急
需的金银花、野菊花等中药材供应价飞涨，若不涨价药
店难以支撑等情况。

冯根生当即拍板，向市民作出承诺：哪怕原料涨
100 倍，也决不提价一分。

同时他还提出三项举措：一是企业所有预防“非
典”的药品，一律赔本出售并确保足量供应；二是向经
济困难的“非典”疑似病人和抗“非典”的一线医护人
员，进行定向救助；三是利用企业技术平台，召集名老
中医专家，尽快组织研制针对性强的抗“非典”药。

一百年前，红顶商人胡雪岩为了“达则兼济天下”，
创建了胡庆余堂国药号。一百年后，“非典”置民众于危
难，胡庆余堂再次义举。

“封建老板都能做到，对于一个老共产党员，还有
什么理由做不到！”冯根生说。

企业家的个人素质决定着企业的文化，决定着企业
的命运。冯根生励精图治，培养了企业的慈善文化与大
爱传承。他守护了胡庆余堂古建筑，创建了杭州市见义
勇为基金。他发起了中华老字号、浙江老字号协会和扶
贫“春风行动”。他是第一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中药
界的唯一传承人。

“世界上从来就没有救世主，只有自己靠自己。只
要我们有决心，有志气，实干苦干，十年以后，我们杭州
第二中药厂一定能成为全国第一流的中药厂。”
当年被嘲笑的雄心壮志，如今成了铁铮铮的事实。
国药巨匠，可安息。

▲张黎明近照。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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