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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世“ 农 ”情 在 碧 野
——追记全国“最美农技员”、湖北监利农机安全监理推广站夏宜龙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乔金亮

人物小传
夏宜龙，1972年5月出生在湖北，监利县农机安全监

理推广站站长，从事农技工作 18年。在全国水稻第一大

县监利县，他培育了湖北省数量最多、面积最大、水平最

高的48个农机示范社，成为水稻全程机械化的样板。

2017 年 3 月 27 日，在春耕备耕生产一线连续奋战 51

天后，夏宜龙因心肌梗塞不幸病逝在工作岗位上。他爱岗

敬业、履职尽责、服务“三农”的感人事迹被当地农业系

统树立为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一面旗帜。2017 年

11月，夏宜龙获评全国“最美农技员”。

日前，农业部向社会公布了全国
“最美农技员”评选结果，湖北省监利
县农机监理推广站站长夏宜龙高票获
选，但遗憾的是，他却不能亲耳听到这
一喜讯了。

时已初冬，田野里上茬的稻谷已经
收完，各式农机或在地头零星整地或在
机库里保养。可是，这位 18 年奋战在
农机一线、年仅 45 岁的最美农技员，
却因连续 51 天奔忙在基层指导春耕生
产，倒在了春耕备耕的路上。

“能干事，不怕得罪人”

秋收过后，记者在监利县农机安全
监理推广站采访时，看到了夏宜龙从今
年春节后上班至 3 月 27 日的工作日志，
这简单的工作日志，记录了夏宜龙生命
的最后时光:下村检查验收机耕路工程
16 天、驻村扶贫 11 天顺利完成市检查
组验收、购机补贴入户核查 10 天、东
风井关示范合作项目乡镇选点 8 天、农
机安全生产下乡检查 4 天、接待咸安区
及广东茂名市农机专班来监利参观 2 天
……不到 2 个月的时间内，他在基层整
整奔忙了51天。

“能干事，不怕得罪人。”监利县农
机安全监理推广站副站长董志强这样评

价一起共事多年的夏宜龙。2015 年 10
月份，夏宜龙和董志强入户核查农机购
买补贴经费发放情况。夏宜龙发现某经

销商弄虚作假，伪造资料，想私吞
补贴资金。他当场呵斥经销商：

“农机补贴是国家惠农政策，一分一
厘都要用在刀刃上，想弄虚作假，没

门！”经他们严格核实，全县 3740 万
元农机购置补贴全部按规定发放到位。

尺八镇老屋村村支书胥柏平说，3月
份的一个周末，夏宜龙冒雨来到村里，实
地查看机耕路建设情况。当看到机耕路的
碎石铺筑不符合质量标准时，浑身湿漉漉
的夏宜龙发了火，责怪胥柏平把关不严，
要求施工方马上填料加厚，保质保量。

做农民兄弟信赖的人

农民信赖夏宜龙，不仅仅是对科技
的信任，也是对他人格中那份“三农”
情的信任。

监利是全国水稻生产第一大县，全
县有各类农业机具 16 万多台 （套），农
机拥有量居湖北首位。但随着农机化的
快速发展，老旧农机随之增多。为推动
农机节能减排，2015年，监利县纳入全
省农机报废更新试点县，由夏宜龙所负
责的农机监理推广站具体实施。

当时，监利县内仅有一家废旧农机
回收点，无论大小机械，都按几百元的
废铁价回收。一些农机户埋怨回收价太
低，宁可将老旧农机闲置在家。为了打
破定点收购、压低价格损害农民利益的
垄断现象，夏宜龙部署在工业园及城郊
设立了两个收购点，出台保护价收购标
准，农户可在收购点间比价选择。为防
止已报废的农机再次流入市场，夏宜龙
还在回收点安装了视频监控设备，录制

了拆解过程视频存档，报废机械的所有
零部件流向，都在掌握中。

措施落地后群众一片点赞。永红村的
农机大户王井炎之前有多台老旧收割机和
旋耕机，一直闲置在家舍不得卖。农机报
废更新补贴实施方案出来后，王井炎报废
更新了 1台拖拉机，2台收割机。他说，
以前一台废旧收割机只能卖到 500元到
800 元，现在回收价提高到 2000 元左
右，报废更新政策还补贴了2万多元。

农机投保是农机户长期以来头疼的
问题。按照法律规定，上道路行驶的拖
拉机必须投保交强险才能参加年检，但
在不少地区，驾驶员安全意识淡薄，一
旦出现农机事故，农机户的利益无法维
护。同时商业保险机构因为保费低，不
愿意承保甚至变相拒保，农机手无法购
买交强险参加年检。

如何破解农机投保这一难题？夏宜
龙多次找县内外数家保险公司协商，几
经波折，最终为 120多名拖拉机驾驶员
购买了交强险。他还找到省农机安全协
会，率先在监利推行农机安全互助，引
导农机户自发入会。5年来，共有8000
余名农机手加入了农机安全互助协会，
为事故农机手补偿总额累计达158万元。

为农机事业“战”至最后

作为农机安全监理推广站站长，夏
宜龙不仅要负责全县农机安全生产监管
任务，还要围绕农业供给侧改革，搞好
农机化技术推广，以及协助县农机局抓
好农业扶贫等工作。

2013 年，夏宜龙来到红城乡太马
村，成立创建平安农机示范村领导小
组，组织村民学习农机安全法规知识，
为村里的农机免费办理牌证，并免费年

检。在夏宜龙带领下，太马村当年成功
创建了平安农机示范村。

尚正合作社地处偏远的尺八镇，为
了 扶 持 其 创 建 “ 平 安 农 机 示 范 合 作
社”，夏宜龙多次来到尺八镇，帮助合
作社建立维修网点，提升资质，增添设
备。夏宜龙还帮助合作社争取到政府补
贴 150万元用于购置插秧机等机具。目
前，该合作社可覆盖维修尺八镇、三洲
镇两个乡镇的农业机械。

截至目前，监利农机专业合作社发
展到81家，其中带育秧工厂的有48家。
全县还创建了 7 个平安农机示范合作
社，34 个平安农机示范村。近几年来，
监利未发生一起重大农机安全事故，一
些小的安全事故均得到及时补偿。

今年3月27日一早，夏宜龙忽然接
到县农机局的紧急通知：两天后要参加
全省农机备战春耕会议，并代表县里作
经验交流发言。在农机监理站撰写发言
材料时，他突然感觉胸口一阵绞痛，监
利县农机安全监理推广站副站长周建国
见他满头大汗，劝他立即去医院。他摇
头说，“坚持一会儿吧，等修改完材料”。

后来，周建国隐约听到夏宜龙办公室
传来鼾声，以为他劳累过度睡着了。等查
看时竟发现，夏宜龙整个身子已倒在桌子
底下，同事们赶紧将他送往医院抢救。然
而，突发的心肌梗塞已夺走了他的生命。

几天后，湖北省农机备战春耕会议
如期召开，会上临时增加了一项议程，
与会代表向夏宜龙沉痛默哀。原定议程
中，夏宜龙要作农机报废更新工作经验
交流发言，而他却只能“缺席”了。那
一天，是夏宜龙出殡的日子。在监利
县，数千名农民、农机合作社成员、村
组干部等从田间地头自发前往殡仪馆，
送这位农民兄弟“贴心人”最后一程。

兽医宋金
广灵县位于山西省东北边陲，永定河上游，北岳恒

山东襟。在广灵县宜兴乡的草垛山下，有一名乡村兽

医，名叫宋金。从 1973 年毕业于兽医专业班起，宋金

就利用防疫检疫方面的专长为当地村民的家畜看病，遇

到家庭困难的村民，他还经常免费出诊。凭着高明的医

术和高尚的医德，宋金的名声传遍十里八乡，前来请他

为家里牲畜看病的村民络绎不绝。

尽管自己家境并不富裕，但 40 多年来，宋金那颗

为农村养殖户服务的心从没有动摇过。不管白天黑夜，

也不论刮风下雨，只要他知道乡亲们的牲畜病了，他总

是背起药兜就走，常常是一天一个村子就往返四五次。

有人劝宋金别那么辛苦，但宋金却说：“既然选择了为

乡亲们服务，我就要坚持下去。”

这几年，宋金先后荣登“山西好人”榜和“中国好

人”榜，并获得大同市首届道德模范提名。对于荣誉，

宋金很淡定，“感谢乡亲们对我的认可，虽然我岁数大

了，但我希望能继续为大家服务”。

本报记者 高兴贵摄影报道

宋金（左）在给养殖户开药方。

宋金（右）在为乡亲医治患病绵羊。

丹灶镇位于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西部，地处
粤桂黔高铁经济带、广佛肇核心区，享有中国日
用五金之都、中国百强镇、全国文明镇、国家生
态镇、国家卫生镇等美誉，是康有为故居所在
地。近年来，围绕建设“生态产业新城、和谐有
为丹灶”的发展目标，丹灶镇凝聚合力、主动作
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了丰硕成果，税收增速多
年来在南海各镇街中名列前茅，人民群众幸福
感、获得感持续提升。

当前新能源汽车的发展，在全球已经形成一
种不可挡的趋势，对中国更是一个历史机遇。广
东省将新能源汽车产业列入重点突破的三大战略
性新兴产业之一，佛山市也将其列为未来重点发
展的产业。而佛山市南海区丹灶镇，早已于2010
年便开启了进军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征程。凭借着
地处改革开放前沿的地缘、毗邻港澳台的区位优
势、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丹灶镇抢抓新能源汽
车和氢能产业发展机遇，力争成为国内领先的氢
能产业基地和华南地区重要的新能源汽车产业
基地。

谋划早
数年经营构筑完整氢能产业链

2010年，广东广顺新能源动力科技有限公司
落户丹灶，该公司是国内较早进军氢燃料电池汽
车领域的民营企业，也是目前国内仅有的一家具
备生产氢燃料电池压气机等核心部件能力的
企业。

从2011年起，丹灶腾出成片土地规划建设新
能源汽车产业基地，基地内道路、通讯、水、电
等市政设施统一规划、统一建设，并以标准接口
与企业设施配套链接。目前，广东新能源汽车产
业基地规划已增至8200多亩，项目分三期进行。

2011 年和 2013 年，燃料电池及氢能技术应
用及产业发展国际峰会连续两届都选址南海召
开，第二次更直接在丹灶举行。

2013 年 11 月 23 日，来自哥伦比亚大学、清
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上汽

集团等多位国内外专家学者研讨新能源汽车的技
术和产业发展。这提升了丹灶及产业基地在新能
源汽车领域尤其是燃料电池汽车领域的知名度。

2014年5月底，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业基地
在南海丹灶挂牌。该基地被广东省政府列为广东
省战略性新兴产业基地，是广东省新能源汽车产
业基地之一，是广东省仅有的燃料电池和氢能技
术核心部件产业基地。

目前，该基地已聚集了广顺新能源等氢燃料
电池汽车核心部件龙头企业，吸引国内多个重量
级的科研机构入驻，率先在国内全商业化运营的
加氢站正式对外运作，形成了涵盖从富氢材料及
制氢设备研制、制氢、加氢，到氢燃料电池、核
心部件、动力总成、氢燃料电池汽车生产等氢能
产业链，在构筑氢能与燃料电池产业体系和氢能
源汽车商业化运营等方面走在了全国前列。

产业实
雄厚制造业基础助推产业化

丹灶是珠三角较早发展工业的镇街之一。早
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丹灶南沙村就办起了五金
加工厂，随后诞生了南海第一批“万元户”。至
今仍在流传的“敲锣打鼓贺富”的故事正是发生
在丹灶南沙村。

因产业优势明显、配套体系完善，2004 年
8 月，丹灶被授予“中国日用五金之都”的称
号。在不断做大做强五金产业的同时，与五金
加工、机械制造等相关的产业也开始在这里安
家落户。

2008年，紧抓广佛进军汽车制造的机遇，丹
灶大力发展汽配产业，启动日本中小企业园的建
设，由政府向村组租赁集体土地，采取建设标准
化厂房、个性化厂房 （根据企业需求建设） 和租
地给企业自建厂房等三种方式进行开发并招商，
迅速集聚了一批优质日系汽配企业，成为日资汽
配企业集群华南的“大本营”，也成为南海高新
区密集引进优质汽配中小企业的样板。

2013年，丹灶联手联东集团，启动了联东U

谷·佛山南海国际企业港的建设，产业园区规模
大，而且设立准入门槛，瞄准“可上楼”的科技
型企业开展招商，成为丹灶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重
要支撑。

2014 年，借鉴日本中小企业园的成功模式，
丹灶再次引入民营资本建设运营新型工业载体，
打造南海欧洲中小企业园，着重发展装备制造
业，主要面向世界先进自动化企业。

2017 年 9 月，“促进中国燃料电池汽车商业
化发展项目”佛山项目启动仪式暨佛山市南海区
新能源汽车 （氢能） 产业招商推介会在丹灶举

行，长江氢动力 （佛山） 研发中心及整车生产项
目落户南海丹灶。这是佛山今年引进的首个投资
额超百亿的制造业项目，首期 （含配套设施） 投
资 120亿元，用于生产制造纯电动和氢燃料电池
客车、专用车和物流车，推动丹灶新能源汽车产
业从零部件制造迈向整车制造。

新能源，新产业，新丹灶。丹灶将把握全球
新能源产业发展趋势，紧抓国内氢能源产业发展
机遇，努力打造成国家级氢能与燃料电池研发中
心、国家级氢能与燃料电池生产基地、国际知名
的氢能与燃料电池应用典范镇区。

丹灶丹灶：：氢能时代氢能时代 抢占先机抢占先机

··广告广告

率先在国内全商业化运营的加氢站率先在国内全商业化运营的加氢站：：瑞晖加氢站瑞晖加氢站

广顺新能源科技大厦广顺新能源科技大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