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披肩黑发，珍珠耳钉，5 厘米高跟
鞋。远处走来的她，温柔优雅，面带微
笑，深蓝色工厂制服略显肥大，笼罩着
娇小身材。

她，在几十米的钢铁巨龙间缔造了
一个又一个设计神话；她，就是党的十
九大代表、沈阳鼓风机集团股份有限公
司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姜妍。

乙烯的“中国心”，跳动

乙烯，2个碳原子、4个氢原子组成
的化合物，世界产量最大的化学品之一，
组成了 70% 以上的石化产品，其产量被
视为衡量一个国家石油化工发展水平的
重要标志之一。

乙烯压缩机，堪称乙烯工业的“心
脏”，百万吨乙烯压缩机更代表石化装
备最高水平。长期以来，大型乙烯压缩
机的设计制造技术被少数几个国家垄
断。打破这一垄断僵局的，就是姜妍。

这个外表看似柔弱的女性，曾主导
设计出我国第一台 45 万吨乙烯压缩
机； 2011 年，她带领团队成员，成功
推出我国首台自主设计的百万吨乙烯压
缩机。

“压缩机国产化之前，国外企业即使
漫天要价，我们也只能无奈接受。之前多
少次技术交流时，外商态度傲慢，我们想
看一眼国外机组结构却被要求回避。”回
忆往事，姜妍无限感慨。

2006 年，姜妍领命百万吨乙烯压缩
机国产化设计重任，就此成了“空中飞
人”。她奔波于国内各大炼化厂采集数
据，戴着安全帽爬到几十米高的进口乙
烯装置操作台，只为看一眼同类产品的
外观结构。

没出差时，她挑灯夜战，每天睡眠时
间不足 5个小时，抱着厚厚的外文原版
资料“硬啃”，300 多份图纸小山般堆满
工作台，电脑屏幕上数据密布排列，一旁
的饭菜从温热到冰冷，也顾不上吃几口。

近 5 年的呕心沥血， 2011 年 2
月 28 日，我国首台百万吨级乙烯压
缩机在沈鼓集团总装车间试车成功。
“如果说，沈鼓是我国石化装备制造
业与国外竞争的‘国家砝码’，那姜
妍就是不折不扣的‘国宝’！”沈鼓
集团时任董事长苏永强激动地竖起大
拇指。

大国工匠的心，很静

在姜妍心中，所谓“大国工匠”，就
要“坐得住板凳，盯得住电脑”。

1997 年大学本科毕业进入沈鼓
集团的姜妍，起初做辅机等静设备，是
压缩机等动设备的“门外汉”。转向动
设备研究后，凭借一腔热血和惊人毅
力，她化身前辈师傅的“小跟班”，认真
记录、琢磨每个细节，整理出厚厚一本
工作备忘手册。

手不释卷、以书为伴的姜妍，在女
儿两岁时考上东北大学机械工程专业
在职研究生，以夯实理论基础。毕业答
辩时，不少辅导过她的老师感慨：“姜
妍不是理论功底最深的，却是学习态
度最好的。”

姜妍的设计团队多为 80 后、90
后年轻人，平均年龄不到 30 岁，活力
四射却不显浮夸，踏实、勤奋成为他们
的行事箴言。“做事就要一步一个脚
印，走得太快，有一天会觉得自己很
空。”姜妍说。

女人的平常心，温馨

“ 2017 年 8 月的最后一天，女儿正
式开始高中住宿生活的第一天，我又在
出差，女儿的整个 8 月份假期我出差 6
次，有机会陪伴的日子一直在忙……”

这条信息，在朋友圈获得了超过
140 个赞，正在北京出差的姜妍却握着
手机，泣不成声。

“整个暑假我都在忙，没能好好陪
女儿；前一天跟了半年的项目，还丢标
了。”女性的细腻与敏感，让“小确丧”一
瞬间涌上心头；女人的坚强和韧劲，更
使姜妍暗下决心：纵然成功路上难免挫
折，但只要是自己或团队出现过的问
题，绝不给它再现的机会。

虽已经主导、参与设计了 400 余台
压缩机，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
国劳动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等多
项荣誉，今年更是当选为十九大代表，
但这位 44 岁的副总设计师心中，自己
远不是“孤独的女强人”。

产品出问题时，她会把头埋在丈夫
的怀抱中哭泣；不加班时，姜妍最喜欢
带着女儿一起逛街、吃甜品。“我最大的
两个愿望，一是可以带父母外出旅游；
二是设计的产品可以顺利成功。”

“如果人生可以重来，我还会来沈
鼓设计乙烯压缩机，做出同样的选择。”
在姜妍心中，这里有生命的意义与价
值。 (记者彭卓)据新华社沈阳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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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妍在车间与同事交流（9 月 21 日摄）。 新华社发（龙雷摄）

未来，人们能否穿上机器人做的牛
仔服？一身蓝色牛仔工装的邓建军说：

“‘中国制造’正大步迈向‘中国智造’，
我们正在做智能转型，尝试‘机器换
人’，寻找相应的技术解决方案。”

邓建军，党的十九大代表、江苏省
黑牡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
他敢于向进口设备“开刀”，敢于挑战世
界纺织行业难题，突破了牛仔布生产过
程中的色差、缩水率等技术瓶颈，打响
了“中国牛仔布第一品牌”。

“技术改造只有起点，没有终
点。”邓建军总说，要消化吸收国外先
进工艺，结合本国国情不断改造创新，
创造中国人自己的核心技术。

“牛人”的第一件“牛事”

做牛仔布的邓建军，是这个行业的
著名“牛人”。工友们还清楚地记得他
最初做的一件“牛事”——— 1990 年对
染浆联合机的初次改造。

把白色棉纱变成或蓝或黑，甚至彩
色的纱线，需要一种关键设备——— 染浆
联合机。长期以来，在这种机器生产过
程中间需要更换经轴，换一次经轴必须
停一次车，每停一次车就会产生 300 多
米染色不均的废纱。对此难题，国内外
同行业无人能解。当时刚刚工作 2 年、
还是一名维修电工的邓建军，决心攻克
这道世界难题，把染浆联合机改造成连
续生产不停车的“永动机”。

他走访国内专家，查阅相关书籍，
提出在原有设备中加入存纱架的设想，
花了 1 年的时间和工友一起做电气控制
设计，又花了两三个月调试完善，终于
打破了染色换轴须停车的传统生产方
式，实现了连续生产不停车。

从此，邓建军成了企业的宝贝！同
事蒋春发回忆，当年通信不便，为随时
找到邓建军，厂里特地拉了一条专用电
话线到邓建军的宿舍床头。他经常半夜

被电话叫醒，匆匆跑去车间，处理染
浆联合机出现的问题。

敢做国际一流设备

邓建军特别关注国际纺织机械新
技术的发展动态。 2002 年，他做了
一件更牛的事——— 仿照进口设备，设
计制造中国人自己的分经机。当时，
黑牡丹集团接到了一批生产竹节牛仔
布的大订单，然而公司原有的 8 台进
口分经机生产能力有限，也不能完全
匹配黑牡丹的生产工艺，竹节牛仔布
生产告急。

其时，国内没有成熟的技术，厂
家大多是购买进口设备，邓建军和科
研组的工友们只能自己摸索，一头扎
进散乱的图纸堆里，边画边改，奋战
了 3个月，终于完成了改造版的设备
设计图。

有了设计图，邓建军和工友们又
马不停蹄地投入到了安装和调试的工
作中。本着“今天的任务做到半夜也
要完成”“有问题现场必须解决”的
态度，一连 7 天，他们每天工作 12
个小时以上，常常错过了食堂的饭
点，饿了，就到工厂附近的小吃摊买
个馒头，吃碗面或馄饨，终于完成了
4 台机器的安装和调试。这 4 台机器
的制造成本仅为进口设备的八分之
一，不仅为公司节省了开支，又保证
了按时交货。

始终不忘工人身份

作为来自基层的工人代表，邓建
军参加了党的十七大、十八大，并当
选为十九大代表。他始终不忘自己的
工人身份，关心产业工人的利益。他
主导研发的自动化料系统，其初衷就
是为了降低工人的劳动强度，改善操
作环境。

化料是牛仔染色过程中的重要一
环，传统方式是人工投料、放水化
料。不仅费时费力，还会产生粉尘污
染和染料的浪费。 2014 年，邓建军决
心设计一种自动化料系统，通过计算
机控制完成集中化料。

他带领团队成员前前后后花了 10
个月进行实地调研，走访纺织设备、
化工设备、染化料生产、电子电气仪
表类厂家，综合电化学、计算机控制
技术、染色技术、电气控制技术，经
过 2 年左右的研究，一次次在近 40℃
的车间调试，每次一待就是 2-4 个小
时，终于完成了自动化料系统的正常
运行。

“以前每天需要 9 个人化料，现
在只需 2 个人运输染料，每天还能省
下约 50 公斤的染色原料。”工友许一
辉说。目前这套系统已应用于企业的 5
条染色生产线，年节约生产成本 1000
多万元。
(记者周思雨、朱国亮)据新华社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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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建军在生产车间维护自主研发的控制系统（9 月 20 日摄）。

新华社记者季春鹏摄

“纵横千万里，牵线上天庭。壮志凌
云胆，争先恐后兵。”工作之余，安徽省宿
州供电公司输电运检室带电作业班副班
长许启金喜欢写写诗，抒发感受。

常年在野外和杆塔、线路打交道，许
启金肤色微黑。“如果我没有能力做大
事，那么就怀着大爱做小事，把小事做得
圆满、做到极致。”他这样说。

“许老九不简单，做事沉得下心，有
韧劲，像根钉子一样钉得牢，钉得结实！”
因为爱读书、爱捣鼓“小发明”，只有高中
文化的许启金被工友送了个外号“许老
九”。

从 1982 年走上带电作业岗位，许启
金一干就是 35 年。35 年间，1000 多项
110kV 以上高压输电线路带电作业、实
现安全生产零差错、消除各类缺陷和隐
患 3000 多处、带领团队研发电力线路技
术成果 59 项，获得专利 43 项、技术成果
获得全国“舜杰”杯一等奖……出色的成
绩单，让他赢得同行赞誉，并光荣当选党
的十九大代表。

内行人知道，带电作业既辛苦又危
险。夏天，连续的高空作业奋战，脱下防
护服后，人就像从水里捞出来；冬天，在
十几层楼高的杆塔上检修作业，北风呼
呼地往身体里直灌，冰冷刺骨……

“最高的一次爬杆作业，杆塔有 70
米高，”许启金回忆，“当我背着设备爬到
相当于 23 层楼高的顶端时，才发现在地
面上看着四平八稳的杆塔竟然会左右晃
动，当时确实心里头一阵发紧，但是我最
终还是顺利完成了排障任务。”

带电作业更是考验技术的“脑力
活”。无数次的现场带电作业，逐渐成
为爱琢磨的许启金发明创新的“灵感
源”。

“我搞创新发明的最初想法，是为了
让工友们少累些、更安全些、工作效率更
高些。”

一次带电作业中，许启金亲眼看到
有个工友不小心从几十米高的杆塔上摔
下来，虽然保住了命，却摔断了腿。许启
金开始琢磨如何能够保护高空作业的工
友安全。经过上百次的反复试验，他研发
了“软梯作业防高坠自锁器”，并获得了
国家发明专利。

许启金从此对技术发明上了“瘾”。
家里的小阳台成了他的“创新工场”，只
要一得空，“工场”就响起切割、打磨声。
砼杆避雷线提升装置、输电线路角钢吊
点卡具、空中巡检电动车……他的“小改
小创”看似不起眼，却解决了作业现场的
很多实际难题。

如今，许启金拥有了以自己名字命
名的工作室，带着一帮年轻人，围绕操作
现场遇到的难题，埋头开展技术创新和
发明。“启金工作室”先后被授予“全国示
范性劳模创新工作室”“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许启金所带的班组是公认的

“加强班”、“尖子班”，连续 11 年获得“模
范班组”的称号，培养出多位“中央企业
知识型先进职工”、“科技标兵”、“全国电
力行业技术能手”……

“俺没有窍门，俺是党员，又是班长，
自己就先做好表率，脏话累活不绕道，技
术能力不输人，这样才能服众。”这是许
启金的为师“秘诀”。

“师傅总是说得少，做得多。”许启金

的徒弟廖志斌敬重地说。正是在师傅
的指导下，廖志斌参加了第八届全国
电力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并荣获全国
电力行业技术能手。他接下了许启金
的担子，成为带电作业班班长。

记者在“启金工作室”看到，除了
各种研制的工具，最多的就是被许启
金翻烂的技术书籍。许启金常对徒弟
说：“人可以没有文凭，但不能没有知
识，不能没有技能，不能没有理想和追
求。”

熟悉许启金的人都知道，他口袋
里总爱揣着一些写满技术问题的小纸
条，有空就拿出来学习揣摩，小纸条积
累了上万张。这个习惯坚持了 20 年。
如今，年过 5 0 的许启金开始自学
CAD、VISIO 等电脑绘图软件，能够
熟练用 3D视频制作线路维修流程课
程。

许启金向记者谈起新的梦想：研
发电力巡检智能系统，让普通的蓝领
工人掌握智能技术，坐在办公室就可
以实现远程电路巡检。

“每当我在高压线上带电作业，想
到能让老百姓用上放心电，就感到无
比充实。我的岗位很平凡，但只要忠于
职守，积极进取，也可以有作为。”许启
金说。

(记者王菲)新华社合肥电

许启金：爱发明的“带电”人生

“许老九不简单，做事
沉得下心，有韧劲，像根钉
子一样钉得牢 ，钉得结
实！”因为爱读书、爱捣鼓
“小发明”，只有高中文化
的许启金被工友送了个外
号“许老九”

▲许启金在工作室设计加工部件（9 月 15 日摄）。 新华社记者刘军喜摄
▲在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文坡村，粟田梅（左二）在指导村民织造技术

（2017 年 6 月 7 日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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粟田梅：闻机杼声不闻“女叹息”

10 月初的湖南天气渐转凉。在湖南
省怀化通道侗族自治县牙屯堡镇文坡
村，53 岁的粟田梅身着传统侗族蓝色布
衫，戴着头巾，熟门熟路地坐在一架古老
的斜架式织机前。她的学生们——— 村里
的妇女围拢上来，大山里的“侗锦织造技
艺小课堂”讲学开始。

粟田梅是党的十九大代表、文坡村
党支部书记，也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侗锦织造技艺代表性传承人。将
侗锦织造这门老祖宗留下的手艺传播出
去，帮助村民脱贫致富，是她的人生梦
想。

可闻机杼声，不闻女叹息

在文坡村中国侗锦传承基地，粟田
梅一边展示织锦过程，一边耐心地给学
生们讲解。她的双手在各色纱线中来回
穿梭，绑着“装备”的脚也适时地移动，时
不时，手上还“切换”出不同的“道具”配
合纺织工序……不一会儿，一排整齐的
图案呈现在眼前。

“粟老师”的教学已持续 6 年。2011
年，47 岁的她被推选为原枫香村(2016
年，枫香村等 5个行政村合组并村成为
文坡村)党支部书记。为带领群众致富，
她成立“学堂”雄关侗锦坊，把侗锦织造
技艺免费传授给当地妇女，带动 4000 多
人走上侗锦织成的新财路。参与织锦的
妇女年收入最高超过 3 万元，平均年增
收 5000 多元。

侗锦产业的发展，让老百姓尝到了
甜头。粟田梅乘势而上，筹资成立了粟田
梅侗锦合作社，建成中国侗锦传承基地。

“唧唧复唧唧”，如今的深山侗寨，常常会
看到“织女”们聚集在基地里，一边飞纱
走线，一边用细细的侗语聊天的迷人景
象。

现在，小山村里生产的侗锦远销到
我国香港、新加坡、美国等国家和地区。
全村的人均纯收入由 2011 年的 500 多
元猛增到 2016 年的 3500 多元。

一颗“不长虫的笋子”

在 71 岁的老支书龙志銮口中，粟田
梅“笋子好，不长虫”，这句话在当地的意
思是为人踏实可靠，心眼实在。

文坡村百姓日子富起来的同时，改
善村民人居环境成了粟田梅的又一个目
标。

整治村容村貌，改变一些旧的生活
习惯，犹如捅“马蜂窝”。为拆除进村道路
两边的厕所、猪圈、牛圈，粟田梅迎难而
上，天微亮赶在村民下地前入户走访，夜
幕降临赶在村民睡觉前做解释工作。

“别的书记从不拆牛圈，你来了就要
拆？”“一个女干部的名堂可真多”……粟
田梅苦笑着回忆起当年村民们的不理解。

担任村支书 7 年来，粟田梅和村支
两委多方争取，先后完成了村级组织活
动中心、篮球场、团寨民族综合楼、人饮
消防工程建设，新修机耕道和水渠 2000
多米，修建了 500 多米的青石板进户路。
2016 年，村里还建成了集篮球场、舞台、
停车场于一体的 700 平方米的综合文体
广场。

“老百姓的认可让我渡

过许多难关”

“当村干部难免会遇到一些阻力。”
牙屯堡镇人大主席莫东林对记者说。
在他眼里，粟田梅是一个“有勇气、有
一颗为群众奉献的心的基层女干部”。

2012 年 9 月，粟田梅成功申请了
硬化沿河道路的“一事一议”项目，因
工程量大，资金缺口达 8 万余元。她召
开村支两委会商议，大家一听要垫那
么多钱，七嘴八舌地劝她放弃算了。

粟田梅家距离文坡村 3 公里。每
天天微亮，她就步行到村里，叫上干部
和党员，拉板车、搬水泥、拌泥浆、摊路
面……有时，大清早就光着脚下到又凉
又冷的河水里挖沙子、捡石头。村民被
她的言行深深感动，纷纷自发加入，修
路队伍由起初的 6人增加到 100多人。

莫东林说，村里的事都是粟书记
带头做义务工。以前要面对质疑，甚至
阻力；现在，男女老少一起上。

“老百姓对我的认可让我渡过许
多难关，我的愿望是让他们过上好日
子。既然选我做村支书，就不能辜负他
们的信任。”粟田梅觉得村里的发展还
不够快，还要带头奋力往前奔。

(记者阮周围)据新华社长沙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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