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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卢勇放弃了马上就要投
产的生产线，他的这一决定，不仅舍弃
了即将产生的效益，甚至还包括前期投
入的数百万元成本。“有钱不赚”，这究
竟是为了什么，又有着怎样的逻辑？记
者来到河北省秦皇岛，走进卢勇一手创
办的星箭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星箭玻璃公司），一探究竟。

4 年在报废车壳里办公

走近星箭玻璃公司的办公楼，只
见门前停着一辆锈迹斑斑的白色依维
柯，4 个轮胎早已瘪掉，为了保持车子
的平衡，两扇前门的下方各垫了 6 块
砖头。

“ 这 个 车 壳 子 是 我 原 来 的 办 公
室。”卢勇告诉记者，2007 年公司第一
次搬家，厂区面积有限，他把自己的
办公室腾出来当了车间。没有了办公
室，咋办？他就淘换了一辆报废的依
维柯汽车，在里面摆了一桌一椅，开
始办公。

这个铁皮壳子，夏天高温似蒸笼、
冬日严寒赛冰窖，但卢勇在这里一坐就
是 4 年！看到这样的“老总办公室”，
他甚至被人怀疑为骗子。

令人难以想象的是，这看似简陋的
公司，却是“神舟”飞船、“天宫”目
标飞行器、“嫦娥”探月卫星和“玉
兔”月球车背后坚实的供货商。鉴于其
产品的超高品质，星箭玻璃公司还曾被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评为国内同行业
中唯一一家优秀供应商。

耐得住风雨，才看得到彩虹；守
得住寂寞，才等得到掌声。对于企业
家而言，无论是创业，还是守业，若
没有一点韧性，绝难成功。2000 年，
卢勇创建星箭玻璃公司，开始了“空
间 用 抗 辐 照 玻 璃 盖 片 ” 的 研 发 和 生
产。创业之初，他整日奔走在各地的
光学加工制造企业和科研院所。经无

数次的观摩、请教、钻研和试验，
最终，星箭玻璃公司掌握了原材
料配方和制造工艺，其所生产的
产品通过鉴定，达到了用于卫星

的标准。
欢欣鼓舞之后，卢勇却遇到了更

大的困难。“本以为达到标准就迎来了
希望，可是因为我们的产品没经过大范
围应用，航天工程不敢贸然使用。”卢
勇告诉记者，公司创立一年以后，他东
拼西凑的启动资金很快就花光，却依然
没有收到订单。

一边是无穷无尽的研发投入，一边
是无影无踪的产品订单，卢勇陷入了巨
大的煎熬之中。“愁啊！能不愁么。在
最艰难的时候，是员工们给了我最大的
鼓励，当时公司已经发不出工资，但没
有一个人说要离开，每个人都默默地坚
守在岗位上。面对这样的员工，我怎能
不坚持？”卢勇下定决心，要把这条路
走到底。于是，他变卖了自己已经营多
年的家具厂，将资金全部投入到了玻璃
盖片的研发中。

守得云开见月明。2002 年底，星
箭玻璃公司终于接到一笔 20000 片玻璃
盖片的订单。更让人激动的是，次年，
他们收到用户发来的感谢信。原来，这
批产品被应用到了我国首次发射的载人
航天飞行器“神舟五号”上。得知这一
消息后，卢勇眼含热泪，他第一时间买
来毛笔和红纸，写了巨大的告示张贴到
厂区。

17 年无一质量差错

无论是奔驰宝马，还是苹果手机，
这些以产品品质著称的企业都曾发起过
召回。再优秀的企业，也很难保证自己
产品的合格率能够达到 100%。然而，
有一家公司，却创下了企业成立 17 年
来产品无一质量差错的纪录，这就是星
箭玻璃公司。

2016 年 ，“ 神 舟 十 一 号 ” 顺 利 升
空、“天宫二号”遨游寰宇。其中，在
空 间 实 验 室 和 载 人 飞 船 上 共 应 用 了
20000 多片星箭玻璃公司的产品，卢勇
带领他的团队再次为祖国航天器能源系
统披上铠甲。

17 年无一质量差错的背后，是不惜
一切代价追求品质的工匠精神在支撑。

“这个小玻璃片看起来很不起眼，但他
在太空中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卢勇
拿起一片三厘米见方的小玻璃说道：

“在太空中，它能保护太阳能电池板免
受各种宇宙粒子的撞击，从而保障航天
器能源系统的运行。”

从侧面观察这片小玻璃，其厚度甚
至比一根头发丝还要细。然而，这么薄
的玻璃片却可以弯曲 180 度而不破损，
让人啧啧称奇。

“我们产品的多道工序都是由手工
完成的，目前的机器还达不到这个效
果。”在玻璃磨制车间，卢勇说：“你
看，在化学处理之前，这么薄的玻璃片
别说磨制了，就是在你递给我，我递给
他的过程中都极易破碎。如果没有工匠
精神，做不到严上加严、细上加细，根
本就干不了这个活儿。”

一个企业能否立得住，产品说了
算。2008 年，当时还在车壳子里办公
的卢勇就接到通知，自己的公司被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公司列入了合格供应商的
名单，这也就意味着长期合作关系的建
立。“当时我们一个‘小作坊’，被列入
合格名单，真是实现了天方夜谭的事
情。”卢勇笑着说。

不久，另一件“天方夜谭”的事情
发生了。2010 年，星箭玻璃公司成功
研发的 OSR 玻璃基片实现了国产化，在
质量稳定的前提下，价格比进口产品降
低近 10 倍。“小作坊”一举打破国外企
业的技术垄断，使得该航天用产品不再
受制于人。卢勇说：“原来，这个产品
国家只能进口，对方要价一片 330 元。
我们公司研发成功之后，价格一下就降
到了 30多元。”

对于卢勇而言，攀登永远没有止
境。近年来，星箭人不断研发出填补
国内空白的产品。小小玻璃片在他们
的手中越来越薄、韧性越来越高、抗
辐照性能越来越好，这不仅提高了航
天器的性能，也为国家节约了数以亿

元的资金。

航天英雄背后的英雄

老板午饭爱吃什么？他哪道菜做得
让人难以下咽？这些问题听起来有些

“无厘头”。然而，在星箭玻璃公司，员
工们却真的对卢勇的厨艺了如指掌。原
来，十几年来，星箭玻璃公司从来没有
请过清洁工和厨师，这些工作都是由大
家轮流完成的。总是身先士卒的卢勇当
然也不例外，定期去食堂掌勺正是他的
工作内容之一。

老板兼职掌勺，这个小小的细节，
让人感悟到了这家企业的精神，也让人
感到微微的心酸。事实上，作为空间用
抗辐照玻璃盖片唯一合格的供应商，星
箭玻璃公司却并不是一家“富得流油”
的企业，日子过得依然有些拮据。根本
原因在于他们的客户单一，订单有限，
而且要求和责任却无比巨大。

事实上，星箭玻璃公司并非没有
“发大财”的机会。2013 年，卢勇投资
700 多万元开始兴建一条蓝玻璃加工生
产线，用于手机、相机镜头的滤光功
能。由于他们的过硬质量，不少大企业
都表达了合作意向。让人意外的是，就
在去年 4 月份，这条生产线马上就可以
投产之际，卢勇一拍板，决定放弃，几
百万的投入就此打了水漂。

记者十分不解地追问原因，卢勇回
答：“去年我们国家的航天任务太重
了，我不敢在民品这条生产线上投入人
力和精力，首先得保航天，只好关闭了
这个项目。”卢勇质朴的话语震动了听
者，他淡淡地说：“干什么都是干，为
什么不干点儿有意义的事。我觉得报效
祖国，比挣多少钱都更有意义。”

逐利，是企业的天性，却不应该是
企业家的唯一追求。如果早上来到星箭
玻璃公司，你会听到震天的集体背诵声
——“一定要时刻牢记自己肩负的神圣
使命，严上加严，细上加细，确保航天
产品质量万无一失。”每当我们国家发
射飞船、卫星之时，这里总会爆发出欢
呼声。

在中国人筑梦蓝天之时，有这样一位
企业家正在默默坚守，有这样一群人正在
挑战极限。他们身处一隅，却心系蓝天，
他们同样是当之无愧的航天英雄。

“干这个，比挣多少钱都有意义”
——记星箭特种玻璃有限公司总经理卢勇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 哲

本版编辑 胡文鹏 张 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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炎炎夏日，南方多地持续高温。江西南昌南车辆段

鹰潭检修车间洗罐站，洗罐工们仍然奋战在清洗罐车一

线。作为洗罐站工作时间最长的职工，付丁已有 16 年的

从业经验。即便如此，夏天对他而言，依然意味着一种极

限挑战。

烈日暴晒下的罐车里，闷热得犹如锅炉房里的“蒸

笼”。特别是经过 278 摄氏度高压蒸气蒸过的罐车，罐顶

上的盖子一打开，一股热浪迎面扑来。裸露的皮肤不小心

碰上罐体，立马就会被烫得通红。付丁入罐作业前，先要

给“蒸”后的罐车洒水、吹风，作降温处理，待罐内温度降到

60 摄氏度左右，才能下罐。要是遇到难洗的重油车，1 辆

车就得干三四个小时。期间，每 20分钟就得出来透透气，

每次出来都像洗了桑拿一样，衣服湿得都能拧出水来。

清洗干净的罐车在测氧测爆达标后，会被送到修车库

内“体检”“治疗”。陈晨是负责给罐车做“治疗”的罐车“医

生”，他从事电焊工这个岗位已有10多年。工作时，电弧光

达2000多摄氏度，为了避免灼伤，陈晨必须“全副武装”：长

袖牛仔布工作服、劳保鞋、工作帽、胶皮手套、防毒面具、安

全带。一个夏天下来，捂出大片的“青春痘”。

据统计，该洗罐站每年可清洗、修理罐车 4000 多辆，

平均每年创效 400多万元。

本报记者 李景录 通讯员 卢香莲 鲍赣生摄影报道

三伏天里的
罐车检修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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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② ③③

卢勇，1965 年生于黑龙江，星箭特种玻璃有限公司

总经理。创业 17 年来，他以工匠精神深耕特种玻璃行

业，研发生产的空间用抗辐照玻璃产品填补了我国航天玻

璃技术领域的多项空白，并多次使用在“神舟”“天宫”

“嫦娥”等航天飞船、飞行器和月球车上。

为了支持我国航天事业发展，他有钱不挣，主动放弃

了投资 700 万元、市场前景看好的生产线，集中全部生产

资源，供应航天事业需求。

胡大强参加援疆工作，与祖国最西部的省区结缘，
实属偶然。

2013 年 5 月份，广东佛山市援建的新疆伽师县职
业教育园区竣工，县中等职业技术学校落户该园区。当
时，伽师县邀请佛山专家为职业教育发展出谋划策，胡
大强作为佛山华材职业技术学校党委书记位列其中。席
间，他深刻的剖析、独到的见解，让伽师县领导当即决
定通过相关部门邀请胡大强参加援疆，担任喀什地区伽
师职校校长。

“一位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这里更需要您。”伽师
县委领导的真诚与期盼，打动了重感情的胡大强。3个月
后，胡大强作为广东省第八批援疆干部，远赴塔克拉玛干
沙漠西缘的喀什地区伽师县任职。为在新学期前多了解学
校情况，胡大强比同批援疆干部提早5个月赴疆了。

“这是半辈子的缘分。”回首当时的心路历程，胡大
强动情地说：“这里是既朴实又生动，既敦厚又温暖的
地方，怎忍心不为它全力以赴、尽心尽力。”面对记
者，来自古勒鲁克乡的学生吐尔逊·肉孜十分感慨：

“每次碰见胡校长，他都会亲切地跟我们握手打招呼，
就像爸爸一样。”

在对口援疆机制的推动下，南疆学校硬件条件发展
不仅不落后，甚至还很超前，但最大短板是师资力量薄
弱。依托佛山援疆团队，胡大强开始创建“结对+团
队”帮扶模式:佛山 8 所职业院校与伽师职校结成对
子，每个学校帮扶伽师职校一个专业，把优质教育资源
嫁接到伽师职校。

与此同时，学校还建立了每月大培训、每周小培训
的培训制度。在胡大强的组织协调下，全校 80%以上
的教师前往佛山跟岗培训。经过系统培训，伽师职校老
师业务水平有了质的提升。

“专业太少、就业率低”是胡大强心忧的另一大难
题。以前，伽师职校只有 6 个专业，而且与当地用工需
求对接不紧密。胡大强带着专业老师深入企业考察调
研，根据当地产业特点新设了汽车运用与维修、服装设
计与工艺等 11个专业。

紧接着，他又带领教职员工探索“校企一体，产教融
合”的人才培养模式，促成学校与喀什金城电子有限公司
合作，培养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专业学生；与喀什广大服
装有限公司合作，培养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的学生。合作
企业设“校中厂”，将实训和培训车间建在学校，让学生
毕业前即能参加实习，毕业后就可以进厂工作。

赴伽师县工作之初，胡大强发现学生流失率较
高。对此，他提出建立“五长”制，即县长、乡长、
村长、校长、家长负责制，各乡镇都安排专人负责学
生管理；困难学生想退学，他去做家长的思想工作、
捐款资助。

民族风味食品加工与制作专业学生阿曼古丽·艾
拜，曾在自治区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荣获民族糕点制作
一等奖。然而，因为家庭困难，她却一度打算退学去打
工，几次向班主任提出了退学的想法。

胡大强了解到这一情况后，来到她家走访，“阿曼
古丽学习成绩突出，挂念家里的困难，是个优秀的娃
娃。不过，一定要坚持读书，这样才能有更好的未
来”。孩子父母被胡大强亲自登门的举动感动了，表示
要鼓励阿曼古丽继续上学。

“困难只是暂时的，绝不能向它低头。”胡大强掏出
3000 元钱递给阿曼古丽，鼓励这位朴实、善良的孩子:

“现在国家有这么多好政策，一定会帮助困难家庭渡过难
关。要安心学习，以后为家庭、为家乡作出更大的贡
献。”

在胡大强爱心举动的感染、鼓舞下。伽师职校逐
渐形成“一对一”“多对一”的资助方式，不让学生
因家庭贫困而失学。“物质援助只能解决眼前的生活
问题，要想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必须既扶‘智’
又扶‘志’，必须让更多的青少年接受职业教育。”胡
大强说。

从当初在校生不足 500 人到现在近 3400 人，胡大
强在新疆工作期间，让伽师职校跃升为喀什地区在校生
最多的县级中等职业学校，毕业生就业率达 92.6%，成
为南疆培养技能型产业工人的重要基地。

“老骥伏枥，志在万里。”有人这样评价胡大强。他
则说：“援疆与年龄无关，与心态有关。如果这里还需
要我，我会继续留下来。”

大 漠 育 桃 李
——记全国对口支援新疆先进个人胡大强

本报记者 乔文汇

④④

①清洗后的待修车

辆在烈日下被晒得滚烫。

②陈晨在罐车内修

补罐壁。

③付丁在清除罐体

内壁上的水渍。

④陈晨每工作10分

钟，就得补充“营养”。 胡大强工作中。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