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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上旬，56 岁的农村妇女黄飞玉进入了江西省
定南县的“定南好人”名单。没有惊天动地的事迹，半辈
子，这名朴实的农妇似乎只做了两件事——用33年时
间，照顾半身瘫痪的丈夫；还清了当年为丈夫治病欠下
的4.63万元。

这名身高不足 1.6 米的弱女子一点都不起眼，甚
至一度被邻居喊为“傻女人”。但“傻”了 33 年，知道她
的人都被感动了。

“只要他还活着，我就得陪着他”

1983 年，黄飞玉的丈夫钟道阳因故受伤，被医生
明确告知：后半辈子，下半身都会失去知觉。钟道阳在
医院治疗了 5 个多月，仍昏迷不醒。能借的都借了，家
里能变卖的也都变卖了，黄飞玉别无选择，哭着把丈夫
接回了家。留给她的，还有3个待照顾的人——未断奶
的孩子、同样瘫痪在床的公公、年迈的婆婆。

当时，黄飞玉只有23岁。没有人相信，她能挑起这
个濒临崩塌的家。哥哥从老家湖北蔡阳带来一袋大米，
轻轻放下说，“实在过不去，你就带着孩子回家来吧”。
在定南县历市镇中圳村井头围小组那间土坯房里，黄
飞玉声音不大却坚毅，“只要他活着，我就得陪着他”。

黄飞玉一辈子守着黄泥土，没出过远门，最简单的
生活教会她最朴素信念：一份承诺，一世相托。从此，她
的日常生活基本定格：天不亮，做好饭菜，给丈夫翻身
擦洗；天亮了，外出扛活；天黑了，回家做饭、洗衣，给丈
夫清洗敷药；还要给躺在床上的公公一口口喂饭⋯⋯

1984 年，黄飞玉公公去世。1989 年，婆婆也撒手
人寰。临终前，老人家拉着黄飞玉的手，只说了3个字：
苦了你！

“借了钱的她都记在心上”

上世纪 80 年代的定南农村，大部分人还很清贫。
黄飞玉身上却背负着 4.63 万元的债务，这在当时近乎
天文数字。对于这个近乎赤贫的家庭来说，化解债务的
方式只能是节俭、再节俭，吃苦、再吃苦。

黄飞玉养了一头母猪，每年都能怀上一窝小猪。1
亩 2 分地太少了，她又租种了 6 亩耕地。在村民们的记
忆里，“她那是不要命地劳作”。虽然辛苦，但黄飞玉心
怀感恩。她说，借街坊的钱，十几年了，从没人要她还。

“借了钱的她都记在心上。”除了有点“傻”，村民们
对黄飞玉的另一个评价就是“倔”。“她家里这个状况，
就没人指望要她还，她还是五元十元地还，街坊邻居都
不忍心。”村民们说。

在黄飞玉家里，记者试着询问，几十年里，她可曾
为家里添置了什么物件。黄飞玉说“有”，接着从钟道阳
的床头找出来一个收音机，红色的机壳边缘已经被磨
白。“这是给他买的第三个，前面被他‘发疯’摔了 2
个。”黄飞玉说。

“熬过去了就是福，住在一块就是家”

坚持往往会带来奇迹。1993 年，钟道阳久不见好
的伤口竟然结疤痊愈。这名在床上躺了 10 年的男人，
开始想着为这个苦难的家减轻压力。这年9月，钟道阳
吩咐黄飞玉给他砍两根竹子回来，躺在床上，他尝试着
学习编织竹制品。从土箕开始，最初两天编一个，直到
一天两个、三个⋯⋯这年冬天，黄飞玉挑着丈夫编好的
60 个土箕去了集市。揣着换回的 210 元现金，她第一
次因为开心而流泪。这年春节，一家三口有了笑容。

黄飞玉给丈夫买回的样品越来越多，从最初的土
箕、箩筐，到花篮、竹编工艺品⋯⋯钟道阳放在床边的
那把蔑刀，也由8厘米宽变成了不到5厘米。

2003年10月，黄飞玉揣着4600元钱敲开了姨父
家的门，这是当年给丈夫治疗借的最大一笔钱，也是欠
款中的最后一笔。

对于儿子钟素平，黄飞玉最为愧疚：儿子成绩好，
却没钱读高中，初中刚毕业就出去打工，帮家里还债。
钟素平在县城搞室内装潢，赚了些钱后就把家里的土
坯房翻新成了砖瓦房。钟道阳现在有了残疾人补助，家
里也办了低保，面对记者“现在的日子算幸福吗？”的追
问，他说：“熬过去了就是福，住在一块就是家。”

黄飞玉：一生只做两件事
本报记者 刘 兴 通讯员 宋石长

姜妍，是个小女子。梳着马尾辫，不
涂脂不抹粉，大学毕业时如此，现在还是。

小女子说话悄悄的，小女子胆儿小，
小女子爱哭鼻子。

但她是一个站在国家砝码上的小女
子——这位沈阳鼓风机集团公司设计院
副总工程师设计了我国第一台乙烯压缩
机，还是我国百万吨乙烯压缩机设计的第
一人。

带着泪珠摘明珠

在外人看来，乙烯压缩机挺陌生，业
内却称之为装备制造业王冠上的明珠。
为啥呢？乙烯作为世界上产量最大的化
学产品，占石化产品的 70%以上，在国民
经济中举足轻重。压缩机是乙烯生产设
备的“心脏”，有着“压缩机一响，黄金万
两；压缩机一停，效益为零”的说法。

长期以来，中国乙烯装备“心脏”全靠
进口，核心技术被几个跨国巨头垄断。你
没有，人家就卡你脖子，产品要天价不说，
售后维修还牛得很。王基铭院士曾慨叹，

“沈阳鼓风机的乙烯机组是中国石化装备
的国家砝码，有了自主装备，我们就有了
顶门杠，就敢和老外拍桌子说不”。

实现乙烯压缩机国产化，替代进口，
维护国家经济安全，成了我国装备制造业
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任务层层
分解，最后落在当时还是普通工程师的姜
妍肩上。

姜妍没想到，自己这辈子承担的头一
项大任务，刚亮相就搞砸了：那是给华锦
乙烯设计中国第一台 45 万吨乙烯压缩
机，她和研发团队埋头苦干付出了3年心
血，成品出来了，试运转也没啥毛病，可一
到用户那里实地运转就“炸了锅”。

原来，压缩机组的核心——转子，不
仅要保持高速运转，还要适应温度变化

（20℃到100℃），且要将振幅稳定控制在
25 微米以内。这在国内没有先例可循。
眼看着第一台压缩机转子在低温状态下
振幅越来越大，越来越大，用户着急了，吼
着吼着把电话都摔了。投资上百亿元的
乙烯项目，“心脏”停跳了意味着什么？每
天损失数百万。停产超过一个月，整个领
导班子都得集体被免职。

用户给沈鼓20天时间整改，整改不
好就全部退货。那意味着沈鼓代表中国
冲击乙烯三机的研发将告全部失败。那
段时间，一向开朗的姜妍在单位一直沉
默寡言，回到家就再也压抑不住，泪珠
恣意。同样顶着巨大压力的沈鼓领导却
不断给研发团队打气：“世上哪有随随便
便的成功，如果成功，成绩是你们的；
如果失败，企业承担责任，再多责难有
领导顶着！”压力，能挤出泪珠也能憋出
灵感。姜妍和团队逐一查找技术缺陷，
在整改倒计时阶段，终于攻破了超低温
运行转子结构的核心难题，成功保障了
国产第一台乙烯压缩机的稳定运行。小

女子姜妍破涕为笑。
这一炮打响，重任接踵而来。

笨功夫变硬功夫

10 年前，沈鼓集团总工程师王学军
找到姜妍一字一句地交代：“这回我们要
冲刺百万吨乙烯压缩机，实现沈鼓 30 年
来的最大梦想，一定给用户、给国家一个
满意的答卷！”

论聪慧，姜妍给自己打分并不高。毕
业大学并非名校，所学专业也和压缩机不
沾边。可那么重要的任务怎么就交给她
了呢？

自诩“笨鸟”的姜妍决意在职充电，攻
读研究生。读研四年里，几乎所有的双休
日和节假日她都在学校和图书馆里度过，
有时自带水加面包，吃饭时间都省了。她
的导师说：“在我带过的学生里，姜妍不是
理论功底最强的一个，却是学习态度最好
的一个，她下的功夫，谁都比不上。”

设计百万吨乙烯压缩机，难度绝非
简单量的扩容，其机组结构、制造工艺

都占据行业制高点，国外技术壁垒森
严，技术资料有限。如何突破？姜妍走
访了国内各大科研院所，星星点点了解
相关技术，并到图书馆去啃专业艰涩的
外文原版资料。为找到合适的材料和更
多加工方法，她奔走于国内大大小小的
石化上下游企业之间。设计方案多次推
倒重来，机组结构数次全新规划，3 年
多来，仅设计图纸就更新 300 多份。姜
妍团队独创出缸内加气法，事实证明，
这一创新结构设计在性能和效率等方面
都优于国外机组。

2011 年 2 月，我国首台百万吨乙烯
压缩机研制成功，终结了我国大型乙烯压
缩机依赖进口的历史。国家领导专门发
来贺信：“这标志着我国大型石化装备的
重大突破，意义重大。”

凭借百万吨乙烯压缩机亮出的绝活，
沈鼓集团陆续签下几十个重大项目。今
年，继推出 120 万吨乙烯压缩机之后，他
们再度试水目前世界上最大的 140 万吨
乙烯压缩机。这也使得沈鼓集团成为世
界上唯一能够完成多个领域压缩机的“全
能王”，从而挡住了大量进口产品，为国家

节省外汇几十亿美元。
近年来，随着石油资源的日益匮乏，

一大批煤制油项目上马。姜妍敏锐地捕
捉到这个产业趋势，在攻克了叶轮匹配、
运行效率等诸多难点后，她带领团队率先
研制出甲醇装置用合成气离心压缩机
组。这套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机组技术，
使沈鼓成功地打开了煤制油这个未来拥
有几千亿产值的新兴市场，并在该市场内
保持了95%的占有率，确保了中国在该领
域拥有绝对话语权。功劳簿上有笔账：从
2010 年至今，沈鼓集团累计制造大型压
缩机623台，产值260多亿元，其中，经姜
妍与团队设计创造的产品贡献了 60%的
份额。

为国家舍小家

小女子有硬朗的一面：倔强、执著、不
服输。她对团队里的人打基础、压担子，
一视同仁。她率领的年轻团队人数不到
设计院的 30%，却敢打敢拼，年均完成全
设计院一半以上的设计任务，获得了“全
国工人先锋号”的荣誉。

小女子当然不是女汉子。
还很胆儿小。她说，每个压缩机产品

都像经过阵痛分娩掉下来的心头肉，生怕
出事，哪怕小磕小碰。就说压缩机运输和
安装过程吧，本与设计无关，她却提心吊
胆地一路跟着。海上运输，风大，她揪心；
陆上安装，吊车晃荡，她一惊一乍。责任，
使她变得越来越胆儿小。

可遇到问题，她不会像鸵鸟一样把头
藏起来。她把电话号、微信号告诉每个客
户，说：我设计的压缩机我负责到底，什么
时候找我都行。

当有个人找她的时候，还在北京会场
里的她，却双手捂住脸，哭了。那是上小
学的女儿发来的短信：妈妈，我在雪地里
等了 40 分钟公交车，还没来，我都冻哭
了，多想你来接我。

这些年来，小女子的脑子里装满了压
缩机，剩给女儿的空间太小太少。人家孩
子都课外学个舞蹈绘画啥的，咱女儿却没
人接送。连学校老师都看不过去，快小升
初了能给孩子辅导辅导不？她傻实诚地
回答，不能。

丈夫左成柱的肩膀宽，小女子到家就
伏在上面呜咽起来。左成柱轻轻地拍拍，
一句“我懂得”却让她哭声更大。两口子
都在沈鼓搞研发，思量来思量去还是丈夫
多付出多担待。怎么办？孩子自立却缺
少最宝贵的陪伴。小女子想好了，今后休
息日要尽量在家多陪女儿，没功夫去上海
迪斯尼，家门口转转还是可以的。

小女子和女儿认真地拉了钩。

挑 大 梁 的 小 女 子
——记沈阳鼓风机集团公司设计院副总工程师姜妍

本报记者 孙潜彤

“您好，这里是延安火车站昌花服务
台，您有什么需要？”“我找花儿。”“是姜大
叔吗，我就是花儿。”“花儿，我现在到二庄
科了。”“知道了，姜大叔，我马上到出站口
停车场等您”。放下电话，10 分钟后，“花
儿”从车站绿色通道用轮椅推着一名 50
多岁的大娘，与一位大叔有说有笑地来到
车站服务台旁边的重点旅客候车区。“花
儿”麻利地为大叔、大婶每人冲了一杯酸
梅汤，而姜大叔从布袋里掏出了两个煮鸡
蛋递给“花儿”。

这是近日发生在延安火车站“昌花”
服务台的一幕。看着眼前这温馨的场景，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他们是亲父女呢。

其实，姜大叔老两口只是“花儿”
服务过的一对旅客。

花儿名叫邓昌花，是延安市火车站
的一名客运服务员。10 年前的夏天，
邓昌花只身来到革命老区延安，成为当
年延安火车站新站开站选拔的第一批客
运服务人员。从此，她在一线客运岗位
上凭借过硬的业务素质和亲切的服务态
度，成长为延安铁路客运温馨服务的

“代言人”。如今，以邓昌花的名字命
名的“昌花亲情服务台”品牌被南来北
往的旅客们亲切地浓缩为“来圣地，找

花儿”。
姜大叔是延安宝塔区李渠镇农民，

老伴 3 年前因外伤造成下肢截瘫，出院
后需要长期治疗，每月定期要去西安检
查。家里两个孩子为补贴家用，常年在
西安打工。平日里，姜大叔边干农活边
照顾老伴，每月一次延安到西安往返成
了他最头疼的事。邓昌花在车站第一次
见到老两口时，他们心情特别不好，大
娘还想放弃治疗。交谈中，邓昌花一边
拉家常，一边给老两口出主意：让邻居
帮忙送上出租车，快到车站时，给我们
服务台打电话，工作人员会到站口接你
们。上火车后，沿途都有我们工作人员
帮忙，还可以电话预约重点旅客服务。
邓昌花一席话，让姜大叔紧皱的眉头松
了下来。第一次从西安回来，看到接站
的邓昌花时，姜大叔露出了久违的笑
容。3年多来，姜大叔在邓昌花和同事的
帮助下，坚持去西安治疗，大娘病情也
有了大的好转。慢慢的，她们建立了父
女般的感情：姜大叔每次都会给邓昌花
带点家里的特产，邓昌花也会带老家安
康的特产给姜大叔。邓昌花还会在朋友
圈帮姜大叔卖苹果、土鸡。大家笑着问：

“你家的？”她也“不客气”地回答：“我家

的，天然无公害。”
今年春运期间的一个夜班，邓昌花

发现一名旅客在候车室抱着孩子不停来
回踱步。她上前询问得知，小孩发烧哭
闹不止,旅客十分着急，却不知道该怎么
办。她马上把这名旅客请到母婴候车
室，熟练地帮忙给孩子喂药，并拿出被
子给孩子盖在身上。从夜里 11 点持续到
凌晨 4 点半，邓昌花一直不间断地帮
扶，旅客感动地说：“这么冷的天，有这
样的服务人员，心是暖的。”

邓昌花说，“工作虽累，但一看到人
们能够因为我的举手之劳而出行方便，
就成为我做好服务的最大动力”。

因 工 作 出 色 ， 邓 昌 花 在 2014 年 、
2015 年连续 8 次被评为季度星级职工、
服务明星；她用亲人般的服务扮靓自
己，用 10 年的坚守证明自己，先后获评
2015 年全局客运服务明星、延安市十大
巾帼服务志愿者⋯⋯

车站以她名字命名了“昌花亲情服
务台”，在延安市创建全国文明城市过
程中发挥了打造窗口形象、提升延安第
一印象的重要作用，为来延安旅游观
光、商务中转的旅客提供了优质的乘车
体验。

作为“元老级”的客运员，“花儿”拥有
与生俱来的亲和力，在日复一日的解答旅
客询问、重点帮扶、遗失物品寻找等工作
中，享受着“助人”的乐趣。她还总结出了

“一迎、二问、三送”服务工作法，协助车站
创建了规范的服务流程和方法。车站的
客运服务内容一天天丰富起来，服务台也
渐渐成了车站最热闹的地方。

凭借细心和热情，邓昌花很快成了
服务台的“主力”。“出门在外谁都会遇
到困难，将心比心，我只希望自己的出
现使旅客不再感到孤独无助。”邓昌花
说。积极热情的工作态度也让这个“外
地”女孩在延安收获了很多“亲戚朋
友”，大家都亲切叫她“花儿”。

一花独秀不是春。渐渐地，邓昌花
组建了一个“服务小分队”，年龄相仿的
5个女孩在一起研究服务礼仪、研究站姿
妆容、研究问候用语，细到茶水应该倒
多少、步子应该迈多大、迎宾送宾的微
笑，她们都耐心雕琢。在全路优质服务
品牌“圣地情”的创建过程中，邓昌花
踊跃参与其中并提出“共建亲情延安，
共享延安亲情”的服务理念。如今，“来
圣地，找花儿”不单是延安火车站的服
务名牌，也是革命圣地延安的城市名片。

延 安 火 车 站 的“ 花 儿 ”
本报记者 张 毅 通讯员 陈 燕

▲ 姜妍对压缩
机情有独钟。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 姜妍和团队的年轻
人在一起。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 姜妍非常关注细节。
本报记者 孙潜彤摄

62 岁的查圣槐是安徽马鞍山年陡镇钓鱼村的一
名退休回乡老党员，立志修复家乡矿山废弃地的生态
环境。2013 年初,他与村里签订钓鱼亭生态园项目投
资合作协议，带领乡亲改变落后环境面貌。目前，他已
投入数百万元，开垦出 300 多亩果园，种植 7 万多株果
树。今年夏季，葡萄、梨子、无花果、莲蓬喜获丰收，昔
日的废弃矿山成为当地闻名的“花果山”。 胡智慧摄

老党员返乡建“花果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