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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 老 师 ”助 学 二 十 载
本报记者 吴秉泽 通讯员 刘俊明

王淑敏：

“ 要 做 ，我 们 就 追 求 最 好 ”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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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王淑敏，全国五一劳动奖章、首都劳动奖章获得者。王淑敏原为北京市西城区建委干部，2000 年调至北

京摩擦材料厂担任厂长。在她的带领下，这家濒临破产的企业转型为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其产品装配在包括运 20和多数新型国产歼击机以及苏—30、伊尔—76等国际先进战机上。

吐尔洪

·阿布都热依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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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乔文汇

3 月 20 日，久违的太阳刚露出笑脸，曾令柯老师便出

门了，他要赶在孩子们到校之前把“微小学”的事情安排

妥当。曾令柯今年 44 岁，是有 23 年教龄的“老教师”。如

今，他所在的重庆市南川区福寿镇农胜教学点，只有一个

教师以及一个厨师、一个保安和 7个学生。

曾令柯老师告诉笔者，该校始建于 1954 年，最多时

全校有 200 多学生。现在成了“微小学”，只招收一年级

新生，二年级后孩子们就会到镇中心校寄宿制学习。之

所以保留这个教学点，是因为这里离镇中心校有 5 公里

路程，孩子们如果到镇上上学，走路就要一两个小时。

虽然已经当了 4 年的“孩子王”了，但是曾老师从来

没有后悔过自己的选择。去年下半年组织上打算把他调

进城里任教，可他放弃了。他说，自己的小学就是在这儿

读的，这里是他的启蒙学校。只要还有一个孩子能够就

近入学，愿意到这儿来读书，他就不会离开“微小学”。

当然，曾老师也有烦恼。那就是学校只有他一个老

师，“啥子事情都要操心”。他最怕自己生病，因为这样孩

子们就上不成学了。不过，让曾老师欣慰的是，“微小学”

的教学成绩每个期末在片区统测中都是前两名。

瞿明斌摄影报道

春暖时节，记者走进贵州省锦屏县文联主席杨秀廷
的办公室。满屋书籍中，一本泛黄的扶贫助学台账格外
醒目。翻看后记者发现，上面密密麻麻地记着贫困学生
的名字、地址和联系方式、帮扶时间⋯⋯“就是些贫困学
生的名字和爱心人士的联系方式。”杨秀廷淡然地说道。

在锦屏县，只要认识杨秀廷的人，都尊他一声“杨老
师”。出生于 1968 年的杨秀廷当过教师，后成为公务员，
工作之余笔耕不辍，20 年来发表作品所得的 8.5 万余元
稿酬，全部捐给了贫困学生。截至目前，已有 17 名学生
在其资助下完成了学业，资助时间最久的达 9年。

1997 年 9 月份，锦屏中学教师杨秀廷所教的 1 名学
生，开学一周了还未报到。于是，他利用周末前去家访。
当见到学生无助的眼神和家徒四壁的情景时，曾经历过
家贫无奈的杨秀廷心里涌起了一阵痛，帮他缴纳了学杂
费。自此，杨秀廷便与扶贫助学结下了不解之缘。

2004 年至 2005 年，调到锦屏县史志办工作的杨秀
廷，徒步穿梭于县内的贫困村寨。为帮助更多的孩子，杨
秀廷以笔为媒，呼吁更多人投身助学行列。他的同事、学
生、网友以及北京、上海、海南、重庆、深圳、贵阳等地的爱
心人士，寄来了一笔笔爱心款，使不少贫困学生免于失学。

每年开学前夕，是杨秀廷最忙的时候，不仅要走村串
寨，把爱心捐助款发放到每一个学生，还要在生活和精神
上关爱孩子，使他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今年春季，杨秀
廷将收到的爱心助学金 2.5 万余元，加上自己捐赠的助
学金，悉数送到了贫困学生手中。

在新疆阿克苏地区的乡间田
野、戈壁深处，人们经常可以看到
一队身穿橘红色作业服的人：他
们时而健步前行，时而弯腰检修、
测量，他们就是中石油塔里木运
输公司油田管道技术服务公司的
员工。他们不仅检修管道，看到
当地老乡们有困难，他们也会第
一时间赶到。吐尔洪·阿布都热
依木，就是这一群体的代表。

新疆的胡杨树以生命力顽强
闻 名 ，给 大 漠 戈 壁 带 来 些 许 生
机。2006 年，中石油塔里木运输
公司以“金胡杨”命名志愿服务
队，号召大家不畏艰辛、甘于奉
献。因为表现优异，4 年前吐尔
洪·阿布都热依木带领的志愿小
分队以其名字命名。

在巡检、维护西气东输工程
和南疆天然气利民工程管道的同
时，吐尔洪青年志愿服务队向管
道沿线近 2000 户村民提供志愿
服务。盖居民房、搭葡萄架、救落
水羊只⋯⋯只要是看到乡亲们需
要帮助，吐尔洪和他的同事“一定
不会错过”。“其实我们就是搭把
手，都是一些小事。”吐尔洪·阿布
都热依木谦虚地说，“只要路过，
谁都会帮忙的”。

这些微不足道的善举，却帮
了村民大忙。有一次，他和同事在新和县依其艾日克乡
巡检时，发现一处房屋着火，不由分说奔向火场，一边组
织疏散人员、一边组织村民灭火，最终大家协助消防官兵
将火扑灭。“如果不是吐尔洪和同事伸出援手，我的家可
就烧掉了。”受灾村民吾布力·哈斯木告诉《经济日报》记
者，火灾过后，吐尔洪又忙前忙后，组织人员帮他维修房
屋、搭垒羊圈，让他们一家人的生活逐渐步入正轨。

就这样，一路行走、一路帮扶，吐尔洪·阿布都热依木
以自己的行动带动了许多青年积极加入志愿服务队伍。
现在，吐尔洪青年志愿服务队已成为一张亮丽名片。吐
尔洪·阿布都热依木说：“我们要用辛勤工作、点滴爱心回
报社会，我愿永远做一棵扎根戈壁的‘金胡杨’。”

巡线途中，吐尔洪·阿布都热依木（左）看望乡村小学

学生。 李进全摄

① 重庆市南川区福寿镇农胜“微小学”，曾令柯老师和 7

名同学一起举行升旗仪式。

② 课堂上，曾令柯老师与同学们互动。

③ 午餐时间到了，曾令柯老师给孩子们夹菜。

1个老师

7 个娃

杨秀廷（右）

回访受助学生，

并为其送去一套

文具。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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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一家濒临破产的企业，她放下
狠话：“你们只管把质量搞好，如果以
后企业拿不到项目，我负责！”

说到就得做到，在她的带领下，在
16 年的时间里，这家企业一年一个台
阶，屡屡填补国内空白，打破国际技术
封锁，从制造到创造，再向智造阔步
前进。

这个令员工敬重、让对手敬畏的
“女汉子”，就是北京北摩高科摩擦材料
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王淑敏。

弱女子挑起千钧担

欠账 2000 多万元，账面上只有 1
万多元。这就是 2000 年 5 月初，摆在
新上任厂长王淑敏面前的现实。

看着王淑敏文文弱弱的样子，北摩
的员工们心里没了底：“一个女同志，
她能给北摩一个什么样的未来？”4 天
后，就到该开工资的日子了。全厂人的
心里都清楚，一年多了，工资一直是借
着、拖着发，连厂房都拿出去做了银行
贷款抵押。不知新来的女厂长是什么路
数，工资还能不能拿到手，企业将何去
何从？所有人心里都有个问号。

发工资的日子，北摩人第一次见识
了王淑敏的坚定与担当。在全厂大会

上，王淑敏的发言掷地有
声：“这钱是借的！这是
我当厂长第一次也是最
后一次借钱。当领导就
应 勇 于 承 担 责 任 ， 今
后，员工们只需保质保

量把工作干好。如果企业
拿 不 到 项 目 ， 打 不 开 市 场 ，

我首先承担责任，但如果有了
项目，有了产品订单，工人们干不

好，出了质量问题，可别怪我处罚你。
我相信只要大家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就没有过不去的火焰山！”

然而，不久后企业争取到的第一批
军品订货交验不过关！零部件机加工精
度不合格，漆面光洁度不够。

难道“首战”就要告负？王淑敏二
话不说，一把扯下办公室窗帘，当即下
到生产车间，对在场的职工说：“咱就
用现成的窗帘手工擦！咱饭碗都快端不
住啦，还心疼窗帘干啥？”一句话，把
大家泄了的心劲儿又鼓了起来。从中午
12 点到下午 3 点，王淑敏和职工们一
起，用碎窗帘打磨零部件的漆面。横着
勒，竖着磨，一个个累得满头大汗，终
于，每个零部件的光洁度都达到了加工
要求。这一举动震动了职工，大家议论
开了：“咱厂长看着文弱，其实还真是
个干事的人！”

被感动的还有军代表。感动之余，
他们给王淑敏提供了一条宝贵信息：

“年底，空军将开展苏-30 战机部件的
国产化研究，如果你们有信心，我们可
以帮助你们争取研发刹车装置的机会。”

苏-30 飞机是当今世界上较为先进
的战斗轰炸机，其刹车材料性能要求之
高不言而喻。王淑敏深知，一旦接了这
一任务，无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没有退
路，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只能豁出
去了。

仅仅 4 个月后，桂林试验场，当试
验台显示试验的各项性能指标全部达到
设计标准那一刻，王淑敏和所有在场的
科研人员忘情拥抱，“胜利了！”大家不
停地跳着喊着、流下眼泪。同年底，第
一件国产化苏-30 战机刹车盘在北京北
摩高科诞生！

“拼命三娘”获尊重

在企业管理方面，王淑敏妙招迭

出，招招打在关键点上。刚来工厂时，
看到财务管理混乱，马上建立了新的财
务制度，严格审批程序，把好财务关；
看到工厂人浮于事，就建立新的人事制
度，减员增效；看到技术骨干流失严
重，就制定特殊鼓励政策；在企业发展
的关键时刻，更是适时推出股份制改
革，一举改变企业面貌。

谈起第一次跟王淑敏正面打交道的
历史，当初的技术科长、如今北摩的副
总经理陈剑锋记忆犹新。在得到苏-30
战机即将开展刹车系统国产化研究的信
息后，王淑敏第一时间找到陈剑锋，开
口就问：“技术科多久可以拟制一份苏-
30战机刹车盘 （副） 的可行性报告？”

陈剑锋斟酌许久，考虑到需要大量
的资料查询工作，谨慎地给出了一个星
期的时限。

“太慢了！”王淑敏声音不高，但语
气极其坚定，“给你们两天时间，今天
是周四，算上周末，你最迟在下周一早
上交给我”。结果，陈剑锋和同事们奋
战几个昼夜，如期拿出了可行性报告，
为最终拿下该项目立下首功。

要想获得同行的尊重并不容易，更
何况是竞争对手的尊重。2009 年 5 月
份，北摩参与运 20 项目刹车机轮的竞
标，某单位给的数据竟然有误，事到临
头，就要以此判定北摩竞标失败。王淑
敏据理力争，最后有关方面给了一线机
会。“两周时间，按最新的准确数据，
你们重新做一个产品出来参加竞标！”

所有相关参数都是按照前期的数据
设计制定，牵一发而动全身。没时间抱
怨，北摩又一次到了关键时刻，能做的
就是拼了！一次深夜，大家见王淑敏已
是疲劳至极，便力劝她回家休息。凌晨
3 点多钟，王淑敏睡梦中突然想起一
事，往工作现场拨了个电话，谁知电话
那端竟无人接听。王淑敏一时有点着
急，准备到淋浴间冲个凉，清醒一下然
后去现场看个究竟。急忙中拖鞋忘了
穿，浴室地滑，一不小心摔了一跤，不
幸竟摔成了脊椎骨裂。

即使这样，王淑敏依然坚持着打石
膏亲临竞标试验现场。见此情景，参与
竞标的很多同志非常震撼，有人私底下
对北摩的科研人员感叹：“你们王总简
直就是拼命三娘！”最终，北摩高科的
产品凭借硬实力赢得竞标。

事实胜于雄辩。连续起落测试结
果表明，该刹车盘 （副） 技术性能与

国外产品完全一样，有的性能指标甚
至高于国外产品。我国首次实现了波
音 737- 700/800 飞 机 刹 车 摩 擦 盘

（副） 的国产化，在该领域拥有了独立
自主的知识产权，材料配方申请了国
家发明专利。

做军工是一种情怀

王淑敏有一种国防情怀，谈起当初
坚定信心留在北摩的原因，王淑敏坦
言，一是因为企业的底子好，虽然因为
不景气走了一些技术骨干，但技术实力
仍在；第二个也是更重要的原因，王淑
敏发现这个单位竟然驻有军代表，具有
军品生产资质。

“不能为国家生产自己的摩擦片，
要北摩厂干什么？”为了解决某型摩擦
片尺寸大、环形窄、厚度薄、油槽复杂
等多项难点问题，她下车间，进试验
室，和科研人员一起制定研制方案，与
科研人员不懈努力、攻克难关。如今，
我国最先进的装甲装备新 99 坦克全部
用上了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性能湿式
摩擦片，北摩功不可没。

多年来，凡是涉及军品、关系国
防，无论事情大小，王淑敏都是亲自过
问，一抓到底。一次，出口某国的某自
行火炮，由于使用某厂家的摩擦片质量
不过硬导致故障。设计生产厂家心急如
焚，赶到北京摩擦材料厂请求援助，王
淑敏不计代价，迅速组织力量展开科
研攻关，在最短的时间内提供了一批质
优价廉的摩擦片，该厂家替换上后，类
似的问题再未出现，为中国制造挽回了
声誉。

多年实践让王淑敏深信一个道理，
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自主创新能
力，才能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把握先
机、赢得主动。特别是在关系国民经济
命脉和国家安全的关键领域，真正的核
心技术、关键技术是买不来的，必须依
靠自主创新。

如今，在民航领域北摩也打出了一
片天地。据悉，近期北摩正在全力冲刺
国产高铁机轮的研制。如顺利进军高
铁，不仅能大幅度降低成本，还能更好
地为“一带一路”建设加油助力。

王淑敏自豪地告诉记者：“我们不
怕竞争，就怕不竞争。我对北摩的产品
质量有信心！要做，我们就追求最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