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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航天队伍里有一群专门与
管道打交道的人，他们的标配是一身
工装、一双大头皮鞋和一顶安全帽；他
们个个都是工程建设的行家里手；他
们凭着专业技术和丰富经验，先后完
成了东海大桥、首都机场等国家重点
工程项目；他们的足迹遍布祖国大江
南北并不断向海外延伸。从“一带一
路”国家和地区到南北美洲，从援建到
战略投资，从简单劳务输出到高端装
备制造和技术支持，他们用智慧和汗
水擦亮了“中国航天”品牌，让航天精
神闪耀在国际舞台。

他们就是中国航天科工集团三院
所属华创天元公司“华程”团队。

质量就是生命

华程，寓意为中华工程，从创建之
初就担当起大国工匠的时代使命。唯
有“品质立市”，方能“管通天下”。他
们始终视“质量”如生命，让航天精神
和航天品质在民用产业领域得到有力
彰显，赢得了社会和客户的赞誉。

东海大桥是我国第一座真正意义
上的跨海大桥，它雄伟壮观，宛如东海
上一道亮丽的彩虹。然而，大桥的管道
敷设工作却是异常艰难。海上作业，风
大浪急，阴冷潮湿，敷设管道只能在由
桥墩支撑、浮在海上的箱梁内操作，作
业空间极其狭小。工程队承受着8级大
风，依然坚持海上布管工作，最终用高
效、科学的施工技术解决了一系列技术
难题，将航天“华程”团队的旗帜竖立在
风高浪急的东海之上。

在国外开展管道安装作业，团队
成员要克服语言障碍对当地施工队伍
开展培训指导，耐心讲解管道安装所
需的切割、打磨、封口、焊接等工序。经过几番磨合，他们摸索出
一套“实战”经验：每一道接口的安装质量都采取“纠错”方法来
指导作业，让施工人员放手去做，边实践边培训，做到“因材施
教”，让国外施工人员更快更好地掌握管道安装技术。

凭借多年实践积累，他们建立了施工准备、施工质量控制、
施工质量可追溯、工程质量交验及产品售后服务等一整套科学、
严谨的管理控制体系，确保为每一个客户都能提供最专业、最优
质的服务。

擦亮航天名片

拥有“国际范”是中国航天企业的梦想，作为航天科工旗下民
用品牌，华创天元积极响应“一带一路”倡议，形成了“一带一路”+

“海外直销”两条腿走路的海外市场营销策略。2016年，华创天元
公司与秘鲁签订了某尾矿项目。就在这一年，“华程”团队抱着“黄
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的决心走进了秘鲁，立志要用过
硬技术让国际友人认识中华工程、认可航天品牌。

秘鲁被称为“赤道上的国家”，初到异国他乡，恶劣的环境先
给他们来了一个“下马威”：施工地点完全处于荒漠戈壁，这里终
年寸草不生，风沙肆虐，毒辣的太阳整日炙烤着大地，光是站在
这里都是对体能极大的考验。最让他们头疼的还是两国之间的
文化差异，除了语言和生活习性等方面的差异之外，当地技术人
员遵从的行业标准也与国内截然不同。

“华程”团队为了这个项目预先配送了管材，可是到了当地
才发现，这些材料和实际需要存在很大差异。但是，管材运输周
期长又不方便，团队成员只好根据图纸重新核对管材。面对数
以千计的管线图纸，他们不舍昼夜、废寝忘食。团队成员说，航
天人就是要有一股“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
能奉献”的航天精神，“走出去”代表着中国企业的形象。

安装完成的管道开始第一次试压，大家紧张极了，因为这是
南美第一批钢骨架塑料复合管道，业主方、监理方和施工方都高
度关注。随着打压设备往复运转，压力逐渐上升并达到预定值，
保压之后，所有接口无一处泄漏。看到这样的场景，监理方竖起
了大拇指：“中国制造了不起、航天品牌了不起！”那一刻，大家内
心的自豪感油然而生，这不仅是国际友人对“华程”团队的认可，
更是对“中国航天”的赞誉。

在坚守中前行

2017年6月份，“华程”团队来到了俗称“天空之境”的乌尤
尼盐沼。乌尤尼盐沼在玻利维亚波托西省西部高原内，海拔
3700米，是世界最大的盐层覆盖荒原。在这里，团队成员出现
了严重的高原反应：嘴唇一直皲裂；打个喷嚏就会导致毛细血管
爆裂而流鼻血；快走容易晕倒，慢跑容易窒息；氧气瓶、降压药、
古柯茶都是必不可少的急救措施。

面对紧张的工期，团队成员没有多少时间可以休整，只能马
不停蹄地投入工作中。当地项目经理劝说，为了保证大家的安
全，再多休息两天，可是团队成员却说：“‘华程’人年轻，这点辛
苦不算什么。”项目经理不禁竖起大拇指：“不仅是你们年轻，你
们的航天精神更年轻！”

冬季，凛冽的寒风呼啸地刮着，宿舍、办公室、食堂都是临时
搭建的简易板房，让人无时无刻地感受寒风的刺骨。夜晚是最
难熬的，每到夜深人静，思乡之情就愈发浓烈。出国前，团队成
员张松龄根据合同估算，如果顺利可以春节前回家与家人团聚，
可是由于任务延期，他不得不在异国他乡过年。在秘鲁，张松龄
一人度过了“中秋”“国庆”“元旦”和“春节”。

使命是他们坚持下去的唯一理由。随着海外市场的拓展，
“华程”团队在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留下了足迹。他们经历战
火洗礼，无畏生死依然心系祖国；他们置身艰苦环境，用执着坚
守铸就航天品格。在共建“一带一路”的征程上，他们牢记使命、
不负重托，用勤劳与智慧提升了航天品牌的国际影响力，擦亮了

“中国制造”的金色名片。

贵州思南县退伍军人王明礼——

昔日战斗英雄 今朝扶贫模范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王新伟 吴秉泽

初秋时节，乌江河畔的贵州思南
县晨曦生态茶园碧波万顷，茶香袭
人。一位皮肤黝黑的中年汉子正在茶
垄间忙活着。

他叫王明礼，是一位左腿装着沉
重义肢的伤残退伍军人。上世纪80年
代复员后的王明礼，克服各种困难，不
断向贫困发起冲锋，成为“新战场”上
的英雄。

血染沙场，
铁胆英雄意志坚

1964 年，王明礼出生在思南县原
城关区红旗大队的一个农民家庭，
1981年10月份他应征入伍，在部队逐
渐成长为原昆明军区某部九连一班

（尖刀班）班长。
1984 年 4 月份，对越自卫反击战

打响，当时只有 20 岁的王明礼连写 6
份请战书，请求部队把最艰苦的战斗
任务交给他所带领的尖刀班。领受战
斗任务后，王明礼视死如归、带头冲锋
陷阵，不幸被敌军弹片击伤右腿，炸掉
左腿。从血泊中醒来的王明礼没有退
缩，拖着伤残的躯体继续战斗，以顽强
的毅力完成了作战任务，营救出受伤
战友。战斗结束后，王明礼荣立三等
功，被中央军委通令嘉奖。

1985年11月份，服从部队建设的
需要，王明礼脱下军装，怀揣四级残疾
军人证返回故乡。

王明礼退伍后的第一个岗位是思
南县总工会收发员。当时还没有传真
电话，上级通知、单位发文全靠人工传
送。王明礼每天一上班，就要背着邮
件口袋，在几十个单位之间往来送件。

思南县城位于山坡上，爬坡过坎
是常态。为了完成任务，王明礼艰难
地行走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送完东家
送西家，一天下来，左小腿安装的义肢
处被磨得血肉模糊。但他始终没叫过
苦，没喊过累。

有一次，母亲看到王明礼上床睡
觉脱下义肢的那一刻，眼泪止不住流
下来，说要到单位找领导评理。王明
礼一把抱住母亲：“娘，咱是军人，提那
么多要求干啥？不能再给组织添麻烦
了！”

正是凭着这种干劲，王明礼在收
发员岗位上一干就是10多年，收发信
件10万多份，没出现过一次差错。

扎根农村，
遇到困难冲在前

随着通讯条件的改善，收发员慢
慢失去了应有的功能。2000年，已近
不惑之年的王明礼主动请缨，申请下
乡驻村，“为乡亲们做点实事”。

下乡后，王明礼每到一个村，都会
与村干部一道组织村民修路、修小水

池，带领群众调整产业结构，发展经果
林、生态畜牧产业，得到了党组织和农
民群众的高度认可。

2008年3月初，乌江思林水电站
蓄水发电，但库区内仍有部分移民没
有搬迁，王明礼再向领导申请，去帮助
解决这一问题。

三道水乡柏杨村柏杨组是距离乡
政府最远的村寨，从寨子到最近的乡村
公路要走四五公里山路。寨子里有6户
人家认为政府给的搬迁补助款太少，始
终不愿搬迁。村民杨春茂甚至扬言：“要
想让我搬出去，除非把我拖走。”

了解情况后，王明礼打起背包住
进了寨子，并主动找杨春茂当联系人。

见杨春茂上山干活，王明礼也扛
着锄头跟着上山，一面帮他干农活，一
面做他的思想工作。义肢磨坏了，王
明礼悄悄用铝丝将义肢捆紧，继续行
走；残端伤口处磨破发炎了，王明礼悄
悄抹点消炎止痛药。在柏杨组的 20
多个日夜里，6 户人家没人知道王明
礼是残疾人。

一天下午，王明礼冒着大雨去杨
春茂家，在路上遇到杨春茂正牵着耕
牛回家，两人结伴而行。路过一座简
易木桥时，木桥突然断裂，耕牛掉进河
里，王明礼毫不犹豫地纵身跳进湍急
的河流中，追赶被冲走的耕牛。

事后，杨春茂深感惭愧，紧紧握住
王明礼的手：“啥也不说了，我明天就
带着大家搬家！”

2010年3月份，王明礼被选派到孙
家坝镇石门坎村开展帮扶工作。当时全
村一半的村民小组散落在山里，不通
路、不通水，年人均收入只有几百元。

为了解决群众吃水难题，王明礼

挨家挨户敲门，发动村民自力更生挖
水池。“修不完水池不下山。”他在乡亲
们面前拍着胸脯立下承诺。

40 个日夜，王明礼吃住在山上，
和群众一道挖土方、搬石头。高强度
的劳动使他的残腿伤口破了皮、发了
炎，他也只是悄悄吃上两片止疼药。
就这样，一共 50 多个小水池如期完
工，2公里长的通村公路也随后建成，
为当地发展特色产业打下了基础。

因驻村工作突出，王明礼在2013
年和 2014 年连续两年被评为铜仁市

“百佳驻村干部”。面对荣誉他说：“作
为一名退伍军人，就应该永远听党指
挥，自觉服从组织安排，到最艰苦最困
难的地方去锤炼；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就应该冲锋在前，吃苦在前。”

决战贫困，
带领乡亲立新功

担任村帮扶干部期间，王明礼发
现农村的一些退伍军人因为没有一技
之长，退伍后的生活并不好过。

看到战友和乡亲们忍受着贫困的
折磨，王明礼心里很不是滋味。如何
帮他们找到一条致富路呢？几经调研
思考，王明礼最终把目光投向历史上
的晏茶产地——万家山。

万家山地处武陵山脉与大娄山山
脉之间，乱石嶙峋，荆棘丛生，在当地
人眼中，是一座“三不通”的“死山”。

如何在这种恶劣的条件下刨出茶
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不可能。但王
明礼深信，思南的茶叶历史悠久，历史
上能产出好茶，今天也一定可以。

2005年，王明礼拿出自己的全部

积蓄，又向亲朋好友借了 60 多万元，
拖着残疾的双腿，带领退伍战友们打
响了“征服”万家山的第一炮。

为了争分夺秒，王明礼在山上搭
帐篷住，领着村民没日没夜地辟荒山、
开新路、种茶苗，平均每天劳动 10 多
个小时。手磨出了血泡，贴上创可贴；
伤腿发炎了，趁夜晚休息到就近的卫
生院打吊针。

凭借勤劳的双手，王明礼带领乡
亲们硬是把 1000 多亩荒山变成了绿
色茶园。

2008年，思南县开始启动实施生
态茶产业发展战略。王明礼随即辞去
稳定的工作，联合部分退伍战友，成立
了晨曦生态农业专业合作社，以租赁
土地、农民以土地入股等方式，将万家
山的茶园拓展到了近4000亩。

茶园建好后，王明礼和村民们还
没来得及享受成功的喜悦，灾难突然
袭来。刚种上的茶苗，连续两年遭遇
大雪灾害和凝冻天气，损失近四成。
但王明礼并没有气馁，继续带领乡亲
们补栽茶苗。

“不干不行！带领乡亲们创业，我
绝不能半路当逃兵！”说起当年的情
形，王明礼颇有些激动。

如今，在王明礼和乡亲们的呵护
下，万家山茶园已辐射6个贫困村，使当
地年人均收入从800元提升到近万元。

“过去，我们在部队里为了保卫
国家和人民安宁，不惜流血流汗；今
天，我们离开部队回到经济社会发展
的主战场，需要继续弘扬部队的光荣
传统，带领乡亲们与贫困决战，再现
人民子弟兵为人民的军人价值。”王
明礼说。

吕文强，青岛平度市朝阳中学一
名普通政治老师。从教41年来，他把
每一名学生都挂在心头，用微薄的收
入资助贫困学生，用温情呵护着每一
名“后进生”不掉队；他以不懈的钻劲
和韧劲，创造了青岛市政治教学的“绝
活”。2018年，吕文强被授予“全国教
书育人楷模”称号。

吕文强出身贫寒，两岁丧父，他永
远忘不了母亲的那句话：“人穷志不
短，咱不敢跟人家比钱财，咱就光做好
事，照样也能活出个样。”自工作以来，
他目睹了很多贫困家庭孩子艰难求
学，他也一次次毫不犹豫地向这些孩
子伸出援助之手。

初三的小华（化名）因父亲瘫痪
在床，姐姐身有残疾，在一次暑假后
开学时没有返校，吕文强发现后晚上
骑车找到她家，他对小华父亲说：“学
习费用我出，家里的活儿我们帮着
干。有我在，就不能让孩子辍学！”吕
文强把小华接到自己家吃住，还抽时
间为她辅导功课。中考结束，小华被
平度师范学校录取，可 3000 元的学
费对于当时月工资不足 400 元的吕
文强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他一晚上
骑自行车跑了100多里的乡间小路，
找亲戚借钱给小华凑足了学费。

41 年来，吕文强共拿出 30 多万
元钱资助家庭困难的学生达几百名，

全家为此跟着他节衣缩食。“2006 年，
吕文强的女儿考上大学，但他家里却连
4200 元的学费都拿不出来……”和吕
文强共事15年的李老师说。“钱没了可
以再挣，可我做不到眼睁睁看着这些孩
子因贫困不能继续上学读书。”

无论什么样的学生，只要到了吕文
强的班里，一个都不会掉队。小瀚（化
名）从小缺少父爱，小学开始迷上了网
络游戏，经常夜不归宿，妈妈以死相劝
都无济于事。吕文强了解情况后，对小
瀚特别关注，平时和他一起吃，一起睡，
一起运动，减少他接触网游的机会，转
移他的注意力。一天晚上，小瀚趁老师
不在又跳窗外出，被吕文强“逮”个正
着。吕文强没有批评小瀚，而是把他带
到办公室，给他泡上方便面，打开电脑，
对他说：“你已经坚持27天没外出上网
了，这是很大的进步。今天老师奖励
你，先吃了面，老师陪你玩一会儿。”望
着吕文强真诚和蔼的笑容，小瀚很惭
愧，他发誓从此戒掉网瘾，专心学习。
最后，小瀚用一张重点高中的录取通知
书践行了对吕老师的承诺。

在吕文强的字典里，没有“放弃”两
个字，“不放弃任何一名学生，不放弃任
何一点希望”是他的教育信念。

尽管吕文强已不再年轻，记忆力不
如从前，但他不甘落后，利用业余时间

不断充电。他潜心探索的“读、议、导、
练、用”五步教学法被评为青岛市教学

“绝活”，在山东省公开课上应用，并在
国家教育学会承办的经验交流会上推
广。他带的班在成绩、升学率等方面
总是名列前茅。

朝阳中学是一所面向全社会招生
的封闭式寄宿制学校，不少家长因没
时间管教孩子或是管教不了才把孩子
送来。为了能真正走近这些情况复杂
的孩子，吕文强开始学习心理健康方
面的知识，并兼任全校心理健康辅导
老师。他经常在课余时间和学生谈心
交流，替他们保守各种“小秘密”，
帮他们解决各种问题。学生们非常信
任他，每天他的“心晴小屋”还没开
门，学生就排起了长队等着他，所以
每天早上他都是在学生起床前就来到
学校。吕文强老师的敬业和爱心，感
动了众多学生和学生家长。有一次他
感冒发高烧，一位年过七旬的奶奶竟
然从百余里外的山区专门到学校给吕
老师送来“土方药”，“俺孙子昨晚哭
着给我打电话，嘱咐我一定要找方子
给吕老师治好病……”每到逢年过
节，吕老师家里总是最热闹、最温
馨，一波波的学生都来看他。这是他
最大的幸福，他最欣慰的是播种了爱
的信念。

山东青岛平度市朝阳中学教师吕文强——

师之道，从爱出发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孙科强

吕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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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华程”团队职员在缅甸施工项目援建中。
（资料图片）

左图 万家山茶
园一角。

左 下 王 明 礼
（右）与村民一起劳
动。

右下 王明礼在
茶园查看茶叶长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