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去往南京港机厂的路上，记者已经
听了一耳朵“沙工”的事迹。想象中，
这个一手将南京港机打造为全国港机巨
头的工程师，应该像“钢铁侠”一样高
大粗犷，才能玩转六七层楼高的港机。

“ 这 是 我 们 沙 工 ， 沙 夕 兰 。” 一 见
面，南京港机厂党群工作部部长徐建华
指着一个身高最多 1.6 米的“纸片人”介
绍说。

啊？沙工是女的！还这么瘦！上到
50 米高的龙门吊上，会不会真的被风吹
倒？记者实在忍不住了，问沙夕兰，“沙
工，你有 90斤吗？”

“我才 70 多斤。”沙夕兰笑嘻嘻地
说，“我们厂每年产值 7 亿多元，所以有
人开玩笑说，我是‘70斤撑起 7个亿’。”

不服输的人

沙夕兰是土生土长的江南女子，老
家就在江苏南通，当地以纺织业闻名。
看多了温柔的织女，沙夕兰向往的却是
威风的工程师，因此,她考入当时的武
汉水运工程学院，学习船舶设计制造。
1989 年，沙夕兰毕业后分配到南京港
机厂。

“船舶设计和港机设计在力学原理、
电机等方面的基础课是相通的，但实际
上手差别很大。尤其在制造环节，学校
学的根本不够用。”沙夕兰回忆说，“刚
来时听工人们说‘巴杆’，我根本就不知
道说的是什么。后来才知道，其实就是
起重臂的土叫法。”

沙夕兰记得当时厂里重金买了一套
10 吨门机的图纸，让他们研究。为尽快
熟悉港机设计，沙夕兰开始了泡在厂里
的日子。那会儿的老师傅，有独门绝技
都是记在自己的小本子上，秘不外传，
沙夕兰就厚着脸皮问老师傅。忙起来，
图书室经常是她的休息室，港机厂的每
一位职工也都成了她的老师。

“我就是有自信、有兴趣。无论什么
事情，我觉得只要我想做，就一定能成
功。”沙夕兰是个不服输的人，也能吃
苦，这一点尤其让她的同事们佩服。

“以前厂里可没有空调。屋里都是图
纸，风扇也不敢开大。南京号称火炉，夏
天多热啊，我的汗都一滴滴落到图纸上
了。”回忆起 20 多年前的情景，沙夕兰自
己都觉得挺拼的，“半趴着画完图，起来都
直不起腰，可那会儿真的不觉得累。”

“不觉得累？那是谁发烧烧得躺到医
院打点滴，还在电话遥控设计啊？”一旁的
徐建华忍不住“呛”了沙夕兰一句。他跟
沙夕兰是二十几年的老同事了，亲眼看着
这个年轻的姑娘成长为厂里的骨干。

在沙夕兰 26 年的港机设计工作里，
类似的经历太多，她已经有点淡忘了。
问她的时候，她多半只是笑笑，接着领
着记者在厂区里转悠。

港机厂一侧紧邻长江。蔚蓝的天空
连着无边江水，红色的龙门吊、绿色的
门机，穿着蓝色工作服的沙夕兰一边
走，一边回忆着自己这些年的经历，时
不时有工人大声唤她“沙工”，挥着手跟
她打招呼。

这样的氛围让沙夕兰迷恋，不在设
计室时，她总爱到生产一线转转。时间
长了，她的眼镜上满是小小的油漆颗
粒，每次都得拿小刀才能刮掉。闻着带
油漆味的江风，听着电机轰隆隆的巨
响，并不是多么愉快的经历，但沙夕兰
却满足地深吸了一口气，转过头大声
说，“有多少企业开出高薪想挖我走，可
他们不知道，我有多爱这片水，爱这个
厂，爱我设计的机器！”

经验来自勤奋

对加班，沙夕兰毫不介意，“我已经
连续加了 4 个多月班了，连春节假期也
没休息。”这次是为了攻克世界体量最大
的 5550港口门机设计难关。

5550，表示这台门机起重量高达 55
吨，变幅为 50 米，现在世界最大门机的
纪录是 4045，也是沙夕兰设计的。“从
40 吨提升到 55 吨，整个系统都要重新设
计。”沙夕兰说。现在方案刚出来，在实
际制造中会出现什么问题，她也不能预
料。

沙夕兰很享受这种随时准备着应对
挑战的感觉。正是凭借这股闯劲儿，她
为南京港机厂打开了局面。

上世纪 90 年代，港机制造行业整体

处于低谷，南京港机厂同样遇到过“拿
单难”。当时港口通用的门机都是 16 吨
或 40 吨的。一天，沙夕兰听到客户抱怨
16 吨的不够用，40 吨的又浪费。沙夕兰
敏锐地抓住这个市场空白点，率先设计
出 25吨门机，大受欢迎。

如今遍布各个港口的带斗门机，也是
沙夕兰的创意。国际上的 1000 吨连续装
船机要 4000 多万元，而沙夕兰率先为门
机设计了卸料斗，实现了连续装卸，同等
效果的 40 吨带斗门机售价只是连续装船
机的一半，成为南京港机的拳头产品。

不过，要说沙夕兰的得意之作，还
得数 28 吨的木片门机。2008 年，一家新
加坡企业提出想订购一台能够装卸木片
的 28 吨门机。带斗门机一般用于装卸煤
和矿石，只有指甲盖大小的木片流动性
差、比重低，很易堆积在卸料斗里。吨
位越高，对装卸顺畅度的要求越高，当
时全球港口都只有 16 吨木片带斗门机。
沙夕兰主动请缨，击败国外同行拿到这
个订单。

“为防止木片咬合拱起，我们把机身
拉高到 10 多米，在料斗上加装震动装
置，把木片抖下来，又在里面加装两层
隔栅，减慢木片掉落的速度⋯⋯”这台
木片机早已交付客户，也没有现成的图
纸，但沙夕兰依然用最简洁的语言为记
者描述出当时的设计思路。

沙夕兰还记得，当第一台 28 吨木片
带斗门机屹立在客户码头，木片倾泻而
下，全场那震天响的欢呼声。从此，这
家企业成为了南京港机的回头客，还为
厂里带来不少新客户。

近年来，由沙夕兰设计的 50 吨单臂
架门机、双四连杆臂架起重机、28 吨高
门架木片带斗门机和手自一体旋转锚定
装置等 7 项新技术相继获得了国家使用
新型技术专利。沙夕兰参与开发的产
品，累计为企业创造了数十亿元的产值。

快乐地创造

虽然跟港机打了多年交道，沙夕兰
并没有被冷冰冰的钢铁改变性格。一路
上，她亲热地挽着记者的胳膊，教记者
辨认港机的每一个部分，“横梁、门架、
起重臂”。唯一不自然的时候，可能就是
记者掏出手机想给她拍照那会儿。

“不太好意思呢，嘴角都有点抖。”
沙夕兰自己先笑了。看得出来，虽然顶
着“全国劳动模范”、“全国最美职工”
等光环，她还是不习惯面对镜头。

“我觉得我就是在很快乐地创造。我
追求的不是能多吃苦，而是能多创造。”
沙夕兰很赞同快乐工作的理念，也把这
份快乐带给了同事们。

为更好发挥沙夕兰的专家优势和品
牌效应，2011 年，南京港机成立“沙夕
兰劳模创新工作室”，就设在南京港机办
公楼的 4层，有 34名年轻骨干。

每天她都让徒弟们暂停工作，跟着
音乐跳两次减压舞。如果徒弟们不肯
去，还会被她“呵斥”。不过徒弟宋金剑
却说，“我们不怕沙老师，跟她没有代
沟。”的确，可能因为总是面带笑容、体
态轻盈，沙夕兰看起来十分年轻，一点
不像 50岁的人。

其实宋金剑最怕的不是挨训，而是
不训。他还记得，自己因为拖沓，迟迟
交不出方案，被沙夕兰狠狠训了一顿。
但很快，沙夕兰又让他单独设计一个改
进计划。等宋金剑想出了使用滑轮的主
意，沙夕兰又带着他修改图纸。

“沙老师早就知道怎么改了，就是想
让我练练手。”宋金剑理解沙夕兰的苦心。

虽然事业上风风火火，但在女儿张
雪岑眼里，沙夕兰是家庭事业两不误的
好妈妈。12 岁生日那年，女儿做了一堆
小卡片，有的写着“捶背，无限次”，有
的写着“帮忙洗碗，5000 次”送给沙夕
兰，把沙夕兰感动坏了。

沙夕兰把设计出的港机看作另一个
女儿，“看着自己设计的机器从图纸一点
点搭建成高大的机器，屹立在港口，我就
像嫁女儿一样，又高兴又舍不得。”跟每位
想念女儿的母亲一样，沙夕兰也喜欢到各
处“回访”自己设计的机器。“我去看女儿
啰！”每次出发前，她都这么道别。

“第一次到南京港机的人往往不敢相
信，那些质量过硬、精巧实用的港机竟
然产自这样一个露天大作坊。我们能打
败德国、新加坡的企业拿到订单，凭的
不是高级的设备，而是过硬的技术。”沙
夕兰说，“创新是技术人员的生命。老是
跟着别人走，永远没发展，尤其是在打
造中国制造 2025 的当口。有了创新的氛
围，中国创造也不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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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劳动模范、南京港机厂工程师沙夕兰——

“70 斤撑起 7 个亿”
本报记者 佘 颖

图①图① 沙夕兰在工作中。

图②图② 南京港机厂一角南京港机厂一角。。 本报记者 佘佘 颖颖摄

沙夕兰是高级工程师，1989年

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江苏省南京港

机厂工作至今。

20多年来，沙夕兰凭借不服输

的劲头，先后创新地设计出多款港

机产品，将南京港机打造为全国港

机巨头。其参与开发的产品，累计

为企业创造了数十亿元的产值。

她相继获得“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最美职工”等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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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夏，金色的阳光洒在
东天山脚下，映着一张张青
春的笑脸。在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红星二场学校，初一二
班学生李丹丹和同学们在做
课间操，整齐的脚步声在校
园回荡。

此时，65 岁的汉族老人
蔡金玉拧开燃气炉，开始做
羊肉抓饭，不一会，厨房里便
飘出饭香。“‘月亮花’要回家
吃午饭喽，孩子正在长身体，
可要做点好的！”老人眼中充
满怜爱。

蔡金玉口中的“月亮花”
就是她的孙女李丹丹，一名
维吾尔族女孩。一位汉族奶
奶怎么会有个维吾尔族孙
女？一切得从丹丹不同寻常
的身世说起。

那是 2001 年 1 月 8 日，
这是蔡金玉永远不会忘记的
日子。临近中午，当时在新
疆库车县乌恰乡生活的蔡金
玉去市场买菜，冬日的严寒
让她不由自主加快了脚步。
突然，不远处传来一阵婴儿
的啼哭声。循着声音，蔡金
玉走近路边的公共厕所，发
现旁边有一个袋子，哭声就
是从这里传出来的。

四周无人。“看来是个弃
婴！”她打开袋子，只见婴儿
双 眼 紧 闭 ，小 脚 胡 乱 地 踢
着。“是个女娃娃，脐带还没剪掉，才出生不久啊!”情
况紧急！不进行及时救助，婴儿很可能被冻坏。不
容多想，蔡金玉抱起孩子就往家跑。

“朝俊，快来看看这个娃娃，刚在厕所旁捡到
的！”蔡金玉的丈夫李朝俊学过医，夫妻俩一连烧了
3 大盆热水，剪掉了脐带，把婴儿洗得干干净净，孩
子停止了哭叫。

可是，没一会，孩子又开始不停地哭。“一定是饿
了。”蔡金玉又跑去买奶粉、奶瓶。“小宝宝饿坏了，小
嘴不停地吸。”孩子吃饱了，朝着蔡金玉发出咿咿呀
呀的声音，手脚不停抓踹，惹人怜爱。

幼小的生命保住了，问题也跟着来了：下一步怎
么办？亲属的意见是送到孤儿院，理由很充分：蔡金
玉夫妇俩年龄都不小了，抚养孩子太辛苦；另外，他
们的生活也比较拮据，经济上恐怕也吃不消。然而，
看着可爱的孩子，蔡金玉万分不舍，决定再苦再累也
要把孩子养大。老伴也支持她，夫妇俩抱着孩子到
民政局办理了领养证。刚抱回来时，小丹丹只有 3
斤，三天两头生病。在他们悉心的照料下，孩子身体
渐渐好转，到 5个月大时，已经长得白白胖胖。

“孩子是维吾尔族，从进我们家门起，家里就保
持了清真饮食习惯，还请老乡给她起了维吾尔族名
字阿依古丽（月亮花）；后来又专门送孩子去学习维
吾尔语，让她了解本民族的文化。”蔡金玉夫妇不仅
关心孩子身体，在学习和成长方面也没少操心。

2004 年，蔡金玉患病住院治疗一个星期。“当
时，最惦记的还是丹丹。”蔡金玉告诉记者，“孩子仿
佛也在给我力量，很快就治愈了。”看着丹丹茁壮成
长，蔡金玉觉得“自己的付出不值一提”。

这些年来，蔡金玉把所有的爱都给了这个孙
女。女儿李淑娟笑着说，“妈妈对丹丹真是比亲生的
还要亲。”的确，在蔡金玉心里，李丹丹胜过一切。“这
孩子已经很不幸了，既然和咱家有缘，就要给她更多
关心和爱。”老人经常这样对子女讲。

面对为啥收养个维吾尔族弃婴的疑问，蔡金玉
说：“有句话说得好：这族那族，我们都是中华民族，
爱不分民族。”

岁月如梭。在奶奶的呵护下，丹丹渐渐长大了，
转眼到了入学的年龄。为让孩子有个稳定的学习环
境，2007 年，他们辗转回到李朝俊之前工作的地方
新疆建设兵团红星二场。在这里，蔡金玉夫妇和孙
女受到了无微不至的照顾，团场领导和职工视她们
一家为亲人。

伴随成长的，有关爱也有烦恼。读小学二年时
的一天，李丹丹放学回来哭成了泪人。“怎么了？”蔡金
玉的心一下子揪紧了。李丹丹边抹着眼泪边说：“为
什么我和同学们不一样，没有爸爸妈妈？”蔡金玉感到
孩子已经长大，应该向她讲清身世了。奶奶和孙女面
对面谈心，最后都哭了，紧紧抱在一起。幼小的心灵
仿佛已经懂得：虽然一直疼她爱她的爷爷奶奶不是亲
人，却胜似亲人；虽然父母不在，但她从不缺少关爱。

李丹丹学习特别勤奋，不让奶奶操心。班主任
陈海燕说，“这孩子上进心很强，学习上稍有落后，便
加倍努力。”

也许是受爷爷的影响，李丹丹的理想是成为一
名医术高明的医生，救死扶伤，“让人们只有欢笑，没
有痛苦和悲伤”。坐在记者面前，李丹丹略显腼腆，
目光中透着纯真和坚毅，“我要学医，将来想报考新
疆医科大学。”身旁，慈祥的奶奶看着幸福的“月亮
花”，开心地笑着。

爱是不分民族的

—
—记蔡金玉老人抚养维吾尔族弃婴

本报记者

乔文汇

“路，是我们自己走出来的，只要对百
姓有利，就要大胆去尝试。”这是电影《人民
检察官》中的开场白。电影中的主人公，一
位“铁肩担道义，执法见忠诚”的人民检察
官，原型就是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副
检察长兼牡丹区检察院检察长张敬艳。

在近 30 年的工作中，张敬艳直接或领
导办理了 1.45 万起案件。他干过反贪，做
过公诉，从一名普通的检察干警一步步成
长为一名基层检察长。

“不冤枉好人、不放纵犯罪”，张敬艳认
为这是办案公正的底线，要努力让每一起
案件都成为公平正义的载体。

某乡镇副书记马某在招商引资时向投
资商索贿。立案后，面对办案人员的讯
问，马某一言不发：没有口供，检察院就
不能定他的罪。在案件调查进入关键阶

段，马某的家人又唆使投资商到检察院翻
证，案件陷入僵局。这时，有人找到张敬
艳，劝他“得饶人处且饶人”。见他不理
不睬，就在社会上散布谣言，说检察院抓
错了人、办错了案。张敬艳不信这个邪，
带领干警认真查案，不放过蛛丝马迹，形
成了严密的证据链，最终法院以“零口
供”从重判处马某有期徒刑 8年。

张敬艳常讲：“不能把老百姓当外
人，要把群众的事当事。”不论群众打个
电话、发条短信还是送张纸条来反映问题
和表达诉求，他都放在心上。遇到一时难
以处理的，他就记在手机里，解决一个，
删掉一个。

张敬艳把“出于公心、办事公道、待人
公正”作为自己的行为准则，也赢得了干警
的信任。近年来，牡丹区检察院有 14 名干
警被评为全省十佳公诉人、业务能手。在
山东省人民检察院举行的各项岗位练兵活
动中，8次获得第一名或一等奖。

如何提升执法公信力，是张敬艳经常
思考的问题。他抓住派驻基层检察室建设

这一发展机遇，让检察室的干警争当“乡
村检察官”。他还提出了走访群众“不拿
杯子、不擦凳子、不说空话”的“三不”
工作法。这些创新举措都拉近了与群众的
距离。

他还在全国检察机关率先成立了“农
民工检察维权服务中心”、“刑事案件犯罪
嫌疑人家属及被害人救助中心”，最早推行
了刑事救助制度；探索“侦防一体化”运行
机制，受到最高检的肯定；《诉前敦促犯罪
嫌疑人认罪悔过书》、《诉前对被害人及其
近亲属告慰书》、《对被不起诉人教育训诫

书》“公诉三书”制度等 70 多项工作机制也
被转发推广⋯⋯创新是张敬艳工作中的一
大亮点。

张敬艳从白天到黑夜，忙的几乎都是
工作。多年来，他养成了善于思考的习惯，
有点新想法，随时找张纸或在手机里就记
下来。即便是半夜三更，他也要爬起来写
下所思所想，生怕第二天忘了。

长期超负荷工作，使 40 多岁的张敬艳
患上高血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身边人
都觉得他太累了，可他却很充实。他说：

“只要心里装着群众，就有使不完的劲。”

山东省菏泽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张敬艳：

执 法 见 忠 诚
本报记者 李万祥

张敬艳（右一）在接访群众。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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