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驻香港部队某大队副政委
熊银波，在大队创造了一个不
大不小的纪录——任现职之
前，他连续 12 年在 7 型 9 艘艇
上担任政治主官、党支部书记，
成为一艘艘舰艇的“主心骨”。
然而，在他看来，妻子刘继涛才
是他们家的“主心骨”，让他能
够安心工作，在波澜壮阔的大
海上创造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熊银波和刘继涛大学时确
立了恋爱关系。大学毕业后，
熊银波当上了海军军官，刘继
涛则成为高中老师。2004 年，
两人步入了婚姻殿堂。一年之
后，女儿呱呱坠地。那时，刘继
涛和同事合住一套教师公寓，
婆婆过来照料小孩，只能在客
厅里支起一张行军床，转个身
都很难。建起一个属于自己的
家，成了他们夫妻共同的目标。

2008 年，夫妻俩拿出省吃
俭用积攒起来的钱，加上借来
的 20 万元，在武汉市新洲区买
了块地皮，盖起了新房。熊银
波在单位回不来，盖房加装修
的事情自然就落在了刘继涛身
上。那时，刘继涛担任毕业班
的班主任，教学任务很重。课
余时间，为了省钱，她在当地几
家建材市场奔来跑去，货比三
家。为了节省骑车时间，她买
了一台能载货的重型摩托车，
费了很大周折才学会了驾驶，
每天在学校、家庭和建材市场三点间来回奔波。

一天中午，刘继涛买了两桶油漆，由于前一天备
课太晚，她骑车时备感疲惫。突然，前方岔路口冒出
来一个人，把她吓得一个激灵，前后两个刹车同时用
上，摩托车一直冲到了路人的脚边才停下，她则重重
摔倒在地，刚买的油漆泼了自己一身。刘继涛赶忙
起身向人家道歉，结果路人不但没有责备她，反而帮
忙扶起了摩托车，安慰她说：“你一个女人，骑这种车
不容易，以后一定要注意安全。”回到家后，刘继涛看
着手臂和腿部的多处擦伤，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半天，
硬是憋了回去。她给自己打气说，一定要坚持住，像
个汉子一样，把“建房大业”进行到底。当年年底，房
子建造和内部装修顺利完成，刘继涛把身体不太好
的公婆接到了家里照料，让老人家安度晚年。

2011 年，女儿熊翊萱读小学后，谁来给女儿辅
导功课，成为摆在他们面前的一大问题。熊银波工
作繁重，对家人的照顾自然就少了很多。而刘继涛
在高中毕业班任教，学校离家 17 公里远，隔天才能
回一次家给女儿辅导功课。有时，女儿遇到不明白
的问题，妈妈又在上课手机打不通，只好给熊银波打
电话，一边哭，一边问解题方法。

2013 年，熊银波硬着头皮跟老婆商量，请她调
到女儿所在小学当老师，以便照顾父母、辅导孩子。
说实话，工作优秀的刘继涛为此犹豫了很长时间。
但是，想想身体每况愈下的公婆，想着心爱的孩子，
她还是“作了一个艰难的决定”，于 2013 年 9 月调动
至女儿所在小学教书。一切从头开始奋斗不说，收
入还下降了一大截，这些落差只能她自己慢慢消化。

刚调回来不久，刘继涛的公公就被确诊肺癌晚
期。夫妻俩一商议，把老人送到了武汉市协和医院
治疗。那段时间，婆婆在医院长期陪护，刘继涛除了
工作，还得接送孩子上学，照顾老人饮食，忙得跟陀
螺一样。老人在医院住了几个月，还是去世了。那
段时间，熊银波忙着处理老兵退伍、新兵上艇等一堆
事情，一直无法回家，直到接到家里的报丧电话，才
匆匆赶回家料理后事。婆婆说，幸亏有个好儿媳，公
公走时没有留下一丝遗憾。

那一年，夫妻俩刚还完建房欠下的外债，生活稍
有好转。为给老人治病，他们一下子又欠下 20 多万
元的债务。熊银波握着老婆的手，眼泪止不住就流
了下来：“好媳妇，这下你又要跟着我过苦日子啦！”

这两年，刘继涛逐步适应了小学的任职岗位，一
样干得风生水起。2013 年，她在武汉市新洲区授课
比赛中夺得一等奖。2014 年，她所带的班集体被武
汉市评为先进班集体。此外，她还利用课余时间报
考了华中师范大学的在职研究生，顺利拿到了文学
硕士学位，并多次在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尤其让
夫妻俩高兴的是，在妻子的悉心教导下，女儿熊翊萱
的成绩进步很大，在班级名列前茅。

说起妻子，熊银波满是钦佩。他说：“别看我妻
子身材娇小，但是她有时拼搏起来的那股劲，让我这
个大老爷们也自愧不如。这些年，她工作干得好，把
父母照顾得好，还把女儿教育得很好，真可谓是‘三
好’军嫂。”刘继涛则是淡然一笑：“没有三头六臂，可
当不了一个称职的军嫂！” 文/王曰国

陈英军的办公室，整洁而空荡，唯有
墙上一幅书法张力十足，“事在人为”四个
遒劲大字抬眼可见。

“事在人为”正是中国化工集团的核
心文化理念。陈英军在集团下属河北辛
集化工已工作近 25 年，现为新产品开发
办公室主任。天道酬勤，他砥砺求索，勇
攀事业高峰；世事无常，他经受苦难，与病
魔顽强抗争。无论命运怎样起伏跌宕，他
都全身心演绎着生命不息、奋斗不止的励
志人生。2014 年 5 月，在中国化工集团寻
找“美丽化工人”活动中，陈英军荣膺“美
丽化工人”称号。

“爱岗敬业是我们企业的传统，从过
去到现在乃至未来都需要这样做。我只
是做好本职工作，组织却给了我这么大的
荣誉。”在近知天命之年的陈英军看来，作
为一个寻常人，能实现爱好和事业的统一
就是人生之幸。

勇于创新执著追求

“世界有 118 种化学元素，不同元素
的搭配就能产生新的变化，真的很深奥、
很神奇。研究起来，我感觉其乐无穷。”陈
英军作为教授级高工，对化工事业的热爱
溢于言表。

自 1990 年参加工作以来，他在化工
专业领域刻苦钻研，先后在《现代化工》

《无机盐工业》《非金属矿》等核心期刊发
表论文 50 余篇；还负责大型工具书《无机
盐工艺学》部分章节的编写工作，并担任
编委、审稿专家等职务。

凭借着一流的专业素养和脚踏实地
的敬业精神，陈英军在企业主持重大工程
项目设计工作，解决复杂的工程技术问
题，并言传身教指导初、中、高级人员的工
作和学习。他对自己从事的化工生产技
术工作有独到的见解，攻克了一个个技术
难关，在企业多次扩建、改建中担当骨干。

2003 年，辛集化工在贵州天柱县建
设一期年产 5 万吨碳酸钡工程，这也是当
地重要的西部大开发项目。本着不把落
后技术带到西部去的原则，并考虑到用工
成本上升的趋势，陈英军提出物料浸取工
序用机械吊篮取代人工操作传统做法的
新方案。由于行业并无先例，企业内部对

此也顾虑重重。敢为天下先，他有着不服
输的劲头，几经论证全力争取，机械吊篮
终于上马。“2004 年 3 月，一次试车成功，
没有让整个工程掉链子，心里真是如释重
负。”陈英军至今对此记忆犹新。有了机
械吊篮的自动卸料，工人就不用在高温环
境下进行艰苦操作，并且物料有用成分的
提取率大大提高。这一创新成果，随后在
多项新工程中得到应用。

“拼命三郎”陈英军迎来了事业上的
辉煌。自 2003 年起，他成为中国无机盐
行业专家，2005 年以来被辛集市科委评
为“十佳学术带头人”，被中国无机盐协会
评为“全国无机盐行业先进科技工作者”，
2010 年 7 月，被辛集市委组织部聘为“辛
集市专家服务团成员”。

有口气在就不放弃

正值事业巅峰期，无情的病魔却又将
人推向深渊。2010 年，经医院检查，陈英
军被确诊为肺癌。面对吞噬生命的病魔，
他做了切除整个右肺的大手术，经过多次
的放化疗，承受着日夜不停的折磨与煎
熬。生命显得如此脆弱，却又是如此顽
强。“只要有一口气在，就决不放弃。”陈英
军没有消沉下去，而是勇敢地直面生死一
线的考验。

在那段痛苦不堪的日子，支撑他走下
去的是事业和关爱。他热爱自己的工作，
只要稍稍闭上眼睛，以前攻关的艰难、成
功 的 欢 愉 就 会 像 放 电 影 那 样 一 幕 幕 涌
来。而公司领导和同事的热情关怀和鼓
励，就像和煦的春风温暖着他的心田。经
过一段时期的治疗和休养，病魔被赶走，
陈英军身体好转。

“既然死神没有征服我，我就要继续
工作。”陈英军决心重返工作岗位。

妻子王缓得知后很是吃惊，这个贤良
而坚强的女人不明白自己丈夫为啥不在
家静养，发火道：“老公，你自己的身体什
么样还不知道啊？你是不要命了吗？再
说家里经济也过得去，用不着你再去逞能
了。”陈英军理解妻子的心情，也说出了自
己的想法，“能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对我来
说是最幸福的事。独处容易胡思乱想，只
有投入工作我才心情愉快，这对身体恢复
有好处。”妻子听后百感交集，最后含泪同
意了陈英军的选择。

有一分光发一分热

2011 年 3 月术后出院，7 月份陈英军
就又全身心投入了工作。工作起来就是
连轴转，转眼间陈英军闯过了 3 年的癌症
治疗大关。他心里更坚定了一个信念，在
自己的生命里多发一点光和热，多做一些
有益于社会和企业的事，一步一个台阶地
努力向上走。

2014 年 2 月，他牵头完成年产 600 吨
高纯碳酸锶项目安装；2014 年 3 月，他组
织对纳米级硫酸钡产品进行系统的技术
攻关，产品粒径、白度、吸油量等指标达到
国内高档油漆涂料的质量要求，为提高产
品附加值创造了条件；2014 年 5 月，完成
年产 2000 吨高纯氢氧化锶项目安装工
作，该装置投产后年可实现收入 1200 万
元，为企业增加新的利润增长点；2015 年
3 月，完成高纯氯化钡产品小试工作。目
前，他正在组织编辑一部钡锶盐产品论文
集，计划收录论文 200 篇，约 80 万字，预
计 2015年 12月完稿。

一连串的工作清单，就是陈英军不断
进取的人生写照。虽然时常会感到身体
疲惫，但是在企业主要产品高纯钡项目搬
迁和新项目设计施工过程中，他始终置身

一线忘我拼搏、加速冲刺。这点点滴滴的
生命光热，温暖着周遭，感染着同事，进而
聚起企业发展的强大能量。

“他对事业非常认真，人也很善良乐
观。”辛集化工党委书记闻海成说，现在陈
英军身体变得十分消瘦，上班穿最小号的
工装也显得宽大，让大家看了很心疼也很
感动。

“他在企业转型、技术创新中发挥着
重要作用。”辛集化工总工尹书成说，陈英
军身染重病还坚持亲力亲为地工作，起到
了老知识分子的表率作用，也带动了身边
一批年轻人扎根企业干好工作。

陈英军倾情事业，也热心公益。他常
年参加慈善活动，对灾区多次捐款，资助
多名学子完成中学学业，目前资助的学生
很多已经进入重点大学深造。他还参加

“辛集市每月一善 QQ 群”，为失学儿童筹
集善款。

“少喝一瓶酒，少抽一条烟，就可以改
变一个孩子的命运，我们何乐而不为呢？”
陈英军对资助过的学生只提了一个小要
求，那就是等他们参加工作后，在经济条
件允许的情况下，资助 1 至 2 名贫困学生，
把这份爱传递下去。

“到明年春天，我就可以宣布身体完
全康复了！”陈英军就是这样快乐地工作，
快乐地生活，从事着自己喜欢的事业。

好人一生平安，让我们祝福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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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拼命三郎”的励志人生
——记中国化工集团河北辛集化工新产品开发办公室主任陈英军

本报记者 周 雷

见到西安拓达农业科技公司董事长李
毅博士时，他刚从北京出差回来。“这次是
和全国农技中心商谈‘勃生肥’下一步的技
术推广。”李毅所说的“勃生肥”学名为种植
业用低温等离子体复合制剂，是同时涵盖
了作物增产、抗性提升与病害防治功能的
新型种植业投入品。勃生肥利用国际首创
的高能物理技术生产，有效解决了传统化
肥和农药易造成的环境污染、农药残留等
难题，被业界誉为继农家肥、化学肥料之后
的农业第三次革命，为我国绿色农业、食品
安全和环境保护提供了坚实的技术保障。

1999 年，还在西安交通大学读博士的
李毅首次接触到了蕾切尔·卡森的《寂静的
春天》，书中关于化学农药使用对环境严重
污染的描写令他触目惊心。“如果不进行技
术和产品创新，这些可怕场景将很有可能
在我国上演。”李毅仔细研究后得出结论：
研发物理农业技术与产品，完全有可能解
决上述问题。他选择在工业领域已广泛应
用的高能物理等离子体技术为突破口，开
始了农用低温等离子体技术的创新研究。

2001 年，李毅研发出全球首台“农用
低温等离子体发生器”。为了验证产品性

能，李毅带着技术团队进驻毛乌素沙漠，一
驻就是 3 个月。功夫不负有心人，荒芜的
沙漠中，没用化肥和农药，低温等离子体强
大的能量使得栽植的多种牧草和树木全部
成活，郁郁葱葱的绿色覆盖了黄色沙丘。
试验成功了，李毅却高兴不起来，生产出的
设备因为成本高昂、操作复杂，完全不符合
我国农业生产实际，首次创业宣告失败。

智者愈挫愈勇。2004 年，李毅研发出
国际首台“低温等离子体治疗仪”。因为无
创伤、人性化、疗效好等优点，市场反响热
烈，被全国 30%以上的医院使用，累计治
疗患者超过 1200万人次。几年下来，企业
迅速发展为行业领头羊。

2009 年，已在医疗行业成绩斐然的李
毅，出人意料地再次组建团队继续物理农
业技术与产品的研发。这次，他成功攻克
一系列技术难题，研发出“勃生”系列物理
肥料，成功地将广泛存在于宇宙中的等离
子体类物质，在常温、常压环境下人工产生
并搭载在生物提取物上，生产出全新的种
植业投入品，彻底解决了过去设备成本过
高、使用不便的弊端，而且更加绿色安全。

“‘勃生肥’被称为可以喝的农药、可以

吃的肥料，要归功于跨学科的技术创新。
首先，它采用生物源原料生产，不含化学合
成物，生产过程也没有‘三废’产生；其次，
它避免了环境污染和农药残留问题，实现
了农业生产与生态环境的有机平衡。”交流
中，李毅打开一瓶“勃生肥”一饮而尽。

10 年磨一剑，除了技术创新，李毅还
通过产学研结合加快企业发展。自 2010
年起，他与中国科学院等多所院校的 40 余
位专家合作，针对粮食作物和果树、蔬菜等
经济作物，开发出 6 大系列 27 种产品，并
在全国多地连续多年开展了一系列试验，
取得傲人成绩，得到一致认可。

国家肥料检测中心、陕西省疾控中心
等机构的毒理实验结果表明：勃生肥采用
生物源成分，物理工艺生产，不含任何化学
合成成分，对动物、环境、水体无任何不良
影响，安全水平达到了食品级。

全国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中国农科院
水稻所等机构的试验结果为：小麦、水稻、
玉米只需在播种前使用少量勃生肥拌种，
每 亩 成 本 不 过 8 元 ，即 可 增 产 7.4% 至
9.6%，折算下来每亩增收超过 100 元。国
家苹果产业技术体系、陕西省森防总站等

机构的试验结论为：使用勃生肥，对诸多林
果业疑难病害防控显著，苹果腐烂病最低防
效为 92%、核桃腐烂病防效超过 96%，林果
农口中的“果树癌症”彻底得以解决。同时
农民收益大幅提升，水果增产可达11.6%，是
有机果业生产唯一安全可用的产品⋯⋯

我国著名农业科学家吕金殿研究员更
是作出了如下评价：“物理肥料的创新成
果，是继农家肥、化学肥料之后，农业的第
三次革命，意味着中国不仅是个农业大国，
更是农业技术强国！”

2013 年起，勃生肥系列产品先后获得
5 项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和 34 项知识产
权。目前，勃生肥已被多地政府作为主推
技术，广泛应用于农业生产，累计推广面积
超过 180万亩。

“今后，我们不仅要做好技术与产品的
创新，更要在经营创新上做文章。目前很
多传统化肥、农药生产企业慕名前来寻求
合作，希望加入到绿色农业事业中来。对
此，我们将通过多种形式的产业化合作，共
同打造一个由中国人制定标准的物理农业
投入品产业联盟，让‘舌尖上的安全’得到
切实保障。”面对未来，李毅自信从容。

西安拓达农业科技公司董事长李毅十年磨一剑，研制出“可以喝的农药、可以吃的肥料”——

千里沃土书写创新激情
张 毅 何汪维

﹃
三好

﹄
军嫂刘继涛编 者 按

9月28日，王征等10名个人和

团体获得由中宣部和国务院国资委

授予的“国企敬业好员工”称号。作

为国有企业职工的代表，他们长期

扎根一线，履行国家使命，以高度的

主人翁责任感和忘我的敬业精神，

为推动国有企业发展作出了突出贡

献，展示了广大国有企业员工的良

好形象，以实际行动诠释了“敬业奉

献，圆梦中国”的价值追求。为了让

读者对他们有进一步了解，本版即

日起将陆续刊出他们的感人事迹，

敬请关注。

图为刘继涛幸福的一家三口。 （资料图片）

①

图①图① 陈英军（右）指导技术人员

工作。

图②图② 陈英军在化工专业领域硕

果累累，先后在核心期刊发表论文 50

余篇。。

图 ③图 ③ 陈 英 军（左）在 做 试 验 。

（资料图片）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