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劳动之花 最美盛开（二）

百多年前，伶仃洋上叹伶仃。如
今，伶仃洋上展新篇。一项史无前例
的工程——港珠澳大桥经过 8 年的
建设终于就要通车了。

林鸣，是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项
目总经理，他以一种“强国筑梦”的责
任感，率领团队承担起攀登世界建桥
技术高峰的重任，践行着一位共产党
员的崇高使命。

当今世界，只有极少数国家掌握
外海沉管建设的核心技术。港珠澳
大桥建设前，中国在此领域的技术积
累几乎是零，即便花上天价咨询费
用，也无法买到核心技术。工程筹备
阶段，林鸣团队掌握的全部建设资
料，只是1张3年前网上公开发表的
沉管隧道产品的宣传单页。没有任
何先例可循，林鸣拿起这张宣传单
页，带领团队开启了这项世界级顶尖
难度的技术攻关，他们首先从充分的
研究论证开始。林鸣说：“即使我们
的起步是0，我们只要往前走一步就
会变成 1。”天马行空的头脑风暴与
脚踏实地的研究论证，汇集成一次又
一次充满艰难的讨论争辩。

自港珠澳大桥项目建设以来，林
鸣每年都带领团队召开上千次讨论
会议。在林鸣带领下，神秘的世界级
难题解答思路逐步成熟，一部代表世
界工程顶级技术的《外海沉管隧道施
工成套技术》方案，记录了项目自建
设至今的百余项试验研究和实战演
练，自主研发的十几项国内首创且世
界领先的专用设备和系统，获得的数

百项专利，以及成功攻克的十余项外
海沉管安装世界级工程难题。

林鸣的担当品格，早已成为土木
工程业界的一面旗帜。早在 2000
年，林鸣负责建设时为中国第一大跨
径悬索桥的润扬大桥，其中南汊悬索
桥北锚碇因其体量大被誉为“神州第
一锚”。北锚碇需要在长江边深 50
米的基坑内施工，长江和基坑之间的
土堤若有闪失，江水将瞬间灌满基
坑。工人们望而却步，林鸣却毅然拿
起小板凳坐在基坑底部陪工人们一
起施工，成为定心丸。

十多年后，在超级工程港珠澳大
桥建设中，林鸣毫不犹豫地扛起工程
责任的全部重担。港珠澳大桥沉管
隧道第一节沉管浮运安装时，由于没
有经验，安装过程充满挑战、困难重
重，团队成员甚至开始质疑是否真能
完成这项“看似不可能完成”的任
务。林鸣一边处理安装中的难题，一
边安慰大家：“首次尝试世界最长的
海底沉管隧道施工，会有挫折。轻轻
松松就成功，还叫什么世界级工程？”
安装中，林鸣始终站在安装船上指挥
各项工作。到沉管终于顺利安装就
位、开创了中国外海沉管隧道建设的
先河时，林鸣已有96小时没休息。

外海沉管隧道安装因难度巨大，
被誉为“走钢丝工程”，林鸣说：“我们
就是‘走钢丝’的人，我们走的是世界
最长、行走难度最大的‘钢丝’，任何
环节都不能有丝毫大意，必须拿着显
微镜去走，严之又严、细无止境。”

中国交建总工程师、港珠澳大桥岛隧

工程项目总经理林鸣：

为做好超级工程而奋斗
本报记者 李茹萍

重庆铜梁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队刑事

技术大队大队长杨发英：

守护公平正义是我的职责
本报记者 吴陆牧

提起“法医”这个职业，许多人脑
海中浮现出来的，往往是血淋淋的杀
人现场、腐烂的尸体、令人作呕的尸
臭味、高强度的工作时间……然而，
正是法医们在第一时间赶赴案发现
场，通过揭开死者的“死因密码”，为
死者伸张正义，让罪犯难逃惩罚，捍
卫法律的尊严。

重庆铜梁区公安局刑事侦查支
队刑事技术大队大队长杨发英，就是
一位被广为赞誉的女法医。她在法
医这一职业上，一干就是14年，累计
出勘各种案件现场2300余次，出具
法医鉴定书1700余份，直接或间接
帮助侦破案件1100余起，用行动诠
释了对公安事业的忠诚和热爱。

“每个人都有使命，每一个生命
都值得尊重。”40 岁的杨发英说，每
当自己身穿白大褂，头顶警徽出现场
时，内心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油然而
生，“我的责任和使命，就是还原真
相，让死者发声，为生者维权。”

公安法医鉴定是一项要求高度
精确的科学工作，需要严谨的工作态
度和坚强的心理素质，容不得半点疏
忽和马虎。2005 年 7 月份，铜梁二
坪镇发生一起故意杀人案，杨发英与
同事们步行十余里山路赶赴现场。
由于死亡时间与报案时间相隔10余
天，被挖掘出来的尸体高度腐烂，在
场的人无不捂着鼻子远远走开。杨
发英顶着恶臭，对尸体做了极其仔细

的检查，为破案提供了重要依据。有
人问杨发英：“你难道不怕臭？”她回
答道：“有谁不怕臭不怕脏的？但我
是法医，现场就是我的战场。”

对案件的执着追求，把工作做到
极致，让杨发英成为同事眼中的完美
法医。“意志坚定，做事细心，困难面
前从不低头。”这是同事对杨发英的
一致评价。

2013 年 2 月份，有人在悬崖下
发现散落的尸骨。火速赶到现场后，
杨发英在陡峭的山坡上地毯式搜索
了4个小时，终于将整个尸体的大骨
全部找齐，还找到了许多细小尸骨。
随后，她立即回到解剖室、实验室，通
过骨骼重合、尸骨测量等一系列检验
鉴定，确定了尸体的身源、死亡性质、
死亡原因、致伤工具及死亡时间，协
助破获了这起杀人抛尸案。

从警 14 年中，杨发英已记不清
出过多少次惨烈现场，触碰过多少具
尸体。“我是共产党员，一名人民警
察，守护公平正义是我的职责。”杨发
英说，再苦再脏再累，只要能为破案
提供关键证据，就是自己的人生最有
意义之事。

近年来，杨发英先后获得“重庆
市十佳巾帼建功标兵”“重庆市岗位
学雷锋标兵”“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
荣誉。“不忘初心，方得始终。只有干
好工作，才能对得起身上的警服。”杨
发英说。

黑龙江哈尔滨第一机械集团车辆事业部车体分厂

焊接技能大师冯世毅：

弧 光 闪 烁 工 匠 魂
本报记者 倪伟龄

自古工匠精神，“惟精惟一，允执厥中”。如
今，黑龙江省哈尔滨市第一机械集团车辆事业
部车体分厂焊接技能大师冯世毅，于弧光闪烁
中展现了新一代大国工匠精神，以及“如切如
磋”“如琢如磨”的精益求精之品格。

冯世毅在20多年职业生涯中，“如醉如痴”
地钻研焊接工艺，完成了装甲板等高强度特种
材料的单面焊双面成型操作，掌握了铝、铜及合
金异种材料的焊接，高强度薄板焊接变形等技
术绝活儿，荣获焊接高级技师等职称，并于2017
年成为国家级“冯世毅技能大师工作室”领班
人，成为中国兵器焊接大工匠。

2017年，车体分厂承担了公司某舰载炮项
目科研生产任务，冯世毅在没有完善工艺流程

和完整组合工装的情况下，带领高技能人才创
新工作室成员，完成了首次应用在海军舰船上
大口径火炮的生产及工艺编制工作。他们自主
研发出的“气体保护焊机气体预警系统装置”，
成功申请了国家专利。

工作中，冯世毅勇于追求创新。在焊接某
防空用炮车工作中，尾部盖板压条原始状态是
整张钢板切割而成，为防止焊接变形，冯世毅通
过调整工序放弃使用工艺拉筋，直接用牙条，使
每台装甲车辆减少钢板用量1平方米，大大节省
了人工费用。

2012年，冯世毅负责承担公司首次生产装
甲车辆油气悬挂系统焊接任务。由于部分活塞
的焊接经常遇到两种不同性质的材料，化学成

分与力学性能不同，成为焊接难点，甚至产生破
坏性断裂，导致装甲车辆发生事故。冯世毅经
反复试验，找到了铝青铜与45号钢两种异种材
料焊接参数与技能操作方法，解决了塌陷及焊
缝强度下降的难题，为装甲车辆悬挂系统生产
制造提供了有力技术支撑。

集团在研制自行履带式舟桥车时，由于该
种车要在水面行驶，要求甲板很薄，最薄处厚度
仅为1.5毫米，这给焊接工作带来了薄板焊接变
形的世界性难题。唯一解决办法，就是薄板焊
接变形矫正。冯世毅靠着刻苦钻研，最终成功
攻克了这一难题。

冯世毅还以创新工作室为依托，组织开展
技能培训和技能竞赛活动，每次都担任理论和
技能培训老师，对公司整体产品的焊接质量提
升、青年职工焊接技能水平的提高起到了关键
作用。近5年来，他利用业余时间培训职工500
余人次，培训课时200余次，培养出6名高级技
师、15名技师。

从2005年被聘为“中国兵器关键技能带头
人”至今，冯世毅先后荣获黑龙江省劳动模范、
中国兵器技术能手等荣誉称号。

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构皮滩发电厂继电

保护班：

让青春在艰苦奋斗中闪光
本报记者 吴秉泽 王新伟

每年进入4月份，贵州的雨水渐渐多起来，汛
期将至。此时，李霄的神经比平时绷得更紧，要随
时准备处置险情，“设备安全，丝毫马虎不得”。

李霄，贵州乌江水电开发有限责任公司构皮
滩发电厂继电保护班班长，带领着一支平均年龄
只有27岁的队伍，负责全厂5台60万千瓦发电机
组的继电保护、励磁系统、稳控系统、直流系统及
开关操作回路等设备的日常维护与检修工作。

“保护班随时都在接受着考验，也一次次经受
住了考验，为电厂设备安全筑起了一道牢固防
线。”说起保护班的工作，构皮滩发电厂负责人说。

2014年7月份，乌江流域首次遭遇20年一遇
的特大洪水，水位一度达到投产发电以来的最高

位。全厂职工绷紧了神经，随时应对突发情况。
7月12日午夜0点左右，保护班办公室的电

话响了起来，班长李霄一把抓过电话。电话那头，
传来徒弟谭普成急促的声音：“师傅，快来GIS室

（高压配电装置室），我们在例行巡检时发现顶棚
墙体渗水！”

“小谭，不要慌，我们马上就到！”李霄挂掉电
话，立即向值班人员下达命令，“GIS室出现渗水，
设备有危险。李俊松、朱奎、向梅竹拿上脸盆和铲
子，马上跟我到GIS室抢险。王立军赶紧联系防
汛指挥室汇报险情！”

“班长，你才下班，就留在办公室吧，抢险交给
我们4个人去，保证完成任务。”看着李霄布满血

丝的双眼，王立军关切地说。
“按照安排，立刻行动！”话音未落，李霄戴上

安全帽，抄起工具，向外奔去。
没想到，这一去就是一夜。由于顶棚渗水无

法直接用机器排走，李霄等4人只好人工排水，端
着水盆往返穿梭于渗漏点与厂房排水井之间，直
到早上 8 点才消除危险。这一夜，李霄他们在
200米的距离上足足走了20公里。

类似这样的事例，在保护班还有很多。无论
环境和条件多么艰苦，他们总能一次又一次地克
服重重困难，不负使命，完成任务。

在平常的工作中，保护班还不断创新，摸索总
结出了“未遂控制323法”，使得设备管理更加规
范，设备运行更加稳定，实现了继电保护定检计划
完成率100%、优良率100%，单项工作耗时同比
降低30%。为此，保护班已连续7年实现所辖主
设备保护投运率100％，继电保护装置事故数、励
磁系统事故发生次数均为零。

保护班自2009年组建以来，先后获得全国工
人先锋号、全国青年文明号、全国优秀质量控制小
组等各级荣誉50余项。

北京金隅琉水公司熟料制备车间党支部

书记郭玉全：

把水泥窑变成“城市净化器”
本报记者 杨学聪

工作之余接受采访的郭玉全，依然
穿着工装。

作为北京金隅琉水环保公司熟料
制备车间党支部书记，郭玉全在水泥行
业已打拼了30多年。他掌管的熟料车
间，是水泥厂运转的“心脏”，更是“变废
为宝”的关键环节。这位先后荣获中国
水泥突出贡献奖、全国技术能手、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的技术大拿，通过
技术攻关实现着自己的绿色梦想。

1983年，不到20岁的郭玉全子承
父业，来到琉璃河水泥厂当了一名看火
工。历经4年炉前目不转睛的观察，让
他只需凭肉眼就能判断出窑内温度、通
风、压力等状况。此后，从看火到液压、
润滑，从钳工到焊工，他几乎干过水泥
生产线上的每一道工种，样样精通，把
技术工人做到了极致。

2002年以后，曾经“皇帝女儿不愁
嫁”的水泥行业出现产能过剩，传统水
泥行业也越来越无法容于北京的城市
定位。想留下，必须转型！往哪里转
呢？很快，一个新机会出现了。

当时，每焚烧100吨生活垃圾，垃
圾焚烧厂收集净化系统能收集到 3 吨
至 4 吨飞灰，北京每年产生约 10 万吨
飞灰，其中含有二恶英、重金属等危险
废弃物。这些不招人待见的飞灰，只要
处置好，就是生产水泥的好材料。

2005 年，金隅集团与北京市科委
合作的“垃圾焚烧飞灰资源化处置”研
发破题；2008 年垃圾焚烧飞灰水洗中
试线建成；2012年11月份国内首条飞

灰处置示范样板工程建成；2015 年 9
月份，我国首条飞灰工业化处置示范线
成功达标达产运行。

这条示范线的生产调试，是由郭玉
全带领的一线技术工人团队完成的。
没有经验可借鉴，郭玉全用了整整1年
时间学习盐化工知识，带领团队扛起了
水泥窑变身“城市净化器”的重担。由
于入厂的飞灰越来越细，大规模工业化
处置阶段遇到了更大难题，以往的技术
路线面临推倒重来的抉择。

郭玉全深知，转型成功与否，决定
企业的生死存亡，“最困难时，大家不分
昼夜吃住在现场。看看身后上千员工，
我们不愿也不敢放弃。”2015 年，他和
同事带着飞灰样本，三天四地考察了设
备厂家，最终用一台符合飞灰处置工艺
特性的浆液分离机，攻克了技术难关。

如今，飞灰中的二恶英在1700摄
氏度的水泥窑中灰飞烟灭；重金属物
质被固化在水泥熟料的晶格里；含量
高达20%的氯是处理难点，他们用水
把氯置换提取出来，用蒸发结晶系统
提取出工业盐，滤除 95%以上的氯，
然后入窑；处理过程中产生的蒸馏水
则循环利用。

最让郭玉全骄傲的是，这条生产线
使得放于别处的危险废弃物经过无害
化处理变为可利用资源，并实现零排
放。2015年10月份，琉璃河水泥公司
飞灰工业化处置示范线取得《危险废物
经营许可证》，以往贴着“高耗能”标签
的水泥窑，成功变身“城市净化器”。

山东华源莱动内燃机有限公司装备项目

组组长王俊堂：

技高人胆大 敢揽“瓷器”活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工人出身、被工友们称作“泥腿子
工程师”的山东华源莱动内燃机有限公
司装备项目组组长王俊堂，深耕柴油机
新产品试制和非标专用设备制造20余
年，练就了不少“绝活儿”：调试设备时，
他听一下发动机的“喘息”声、看一眼尾
气颜色，就能判断故障所在；作为一名
钳工，加工精度达到头发丝的1/5已经
非常难得，他却能达到1/20……

多年来，王俊堂潜心钻研、勤学苦
练，练就了一身精湛技艺，更为企业转
型升级创造了一个又一个“俊堂奇
迹”。他先后荣获“中央企业技术能手”

“全国技术能手”“中央企业劳动模范”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
师”等荣誉称号。

2002 年，王俊堂带着 LL480QA
柴油发动机到长春一汽技术中心做整
车排放试验。当时，多家企业云集在这
里，为排放达标奋力一搏。经过几轮尝
试后，面对技术上无法弥补的差距，大
家纷纷放弃了试验，打道回府。有专家
断言，国内小缸径柴油机排放技术暂时
还达不到“欧Ⅱ”标准。王俊堂是看着
LL480QA这款柴油机一步步成长的，
对其性能了如指掌。他认为，经过改进
还有提升空间，建议继续试验。这时，
有人说“风凉话”：“单次排放试验费用
就要8000元，这是拿着企业的血汗钱
来给自己出风头！”王俊堂顶住压力，对
比试验参数，反复调整性能，每次都将
发动机调整到最佳状态后再上台架测

试，先后解决了高低速兼顾、喷油不稳
等问题。原本计划测试30多次的试验
方案，王俊堂仅用了8 次就完美收官，
该柴油机成为全国同类机型中首台通
过“欧Ⅱ”排放标准的机型。

公司一台价值 100 多万元的冷芯
机，由于液压系统出现故障已“趴窝”了
3年多，维修人员像“走马灯”似地换了
好几拨，把这台设备的液压阀、液压泵、
电气开关全换了一遍，还是无济于事。
生产厂家到场后宣判了“死刑”：更换液
压站，费用大概需要20万元。听说后，
王俊堂主动请战，有人劝他：“算了，液
压系统是德国力士乐公司的，你一个

‘泥腿子’可别演砸了！别揽这个‘瓷
器’活儿了！”王俊堂偏偏不信这邪，他
带领团队经过分析电气原理，推翻了多
位资深技术专家的技术“诊断”故障，
最后仅用一把螺丝刀，一分钟即解决
了这项疑难故障。为了这短短的一分
钟，王俊堂在这台设备前一蹲就是两
个多月。

近年来，王俊堂仅在自动装配线改
造、机器人应用等设备技改项目方面，
就为公司节省费用560多万元。

一花独放不是春。为了让更多的
“王俊堂”在莱动涌现，2012年，他成立
了“王俊堂工作室”，无私地将经验技能
传授给年轻人，带出了一支善于学习、
敢于创新的团队。其中，4人成长为高
级技师，12人次获得烟台市首席技师、
山东省首席技师等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