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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宁集团副总经理姚敏——

创新路上的“大国工匠”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许 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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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前凯：危急关头谱写生命赞歌
本报记者 王轶辰

深山里的“健康守护人”

自从400万吨/年煤炭间接液化项
目试车成功，神华宁煤的名气越来越大，
其创新团队领军人物——集团副总经
理姚敏也越来越受到媒体关注。“别总
采访我，所有创新成果都是神宁人拼命
干出来的，是集体奋斗的结果，我也就
是一名工匠。”53岁的姚敏一脸坦诚。

沉入基层起步

姚敏出生在黄河岸边宁夏灵武一
个农民家庭。1983 年，他考上西安矿
院电气自动化专业。4 年后大学毕业
时，同学们都希望留在大城市工作，只
有他申请到基层一线锻炼。于是，他被
分配到了灵武矿务局办公室动力处。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下到基层——磁窑
堡煤矿机电科，当上了一名电器技术
员，负责高压班和井下电钳班的设备维
护。“这可是个好活儿！3 年里我整天
背着电器井上井下跑，与矿工们同吃同
住同劳动，工人们遇到大事小情都愿意
找我解决。”姚敏很得意。

有一件事令姚敏至今记忆犹新。
1990 年的一天，灵新煤矿井下基地出
现接地故障，造成中央变电所停电，如
果不能及时解决井下水泵房水位上升
问题，将会造成井底淹没引发事故。
矿务局一位指挥调度的副局长焦急万
分，马上组织矿务局下属各煤矿技术
人员来抢险救援。谁能行？“我来试一
试！”25 岁的姚敏挺身而出，1 个多小
时后，故障排除。姚敏的技能给人留
下了深刻印象，一年后姚敏被点名调
回灵武矿务局任工程师。此后几年，
姚敏先后被调任灵武矿务局动力处和
水电公司任工程师，直至 1997 年 5 月
份，当时只有 32 岁的姚敏，被任命为
灵武矿务局水电公司总经理。

姚敏在基层工作摔打了 18 年后，
于2015年被调任集团总部。“我就是这
么平凡地走过来的。”姚敏平静地说。

打造科技“梦之队”

地处内陆的宁夏，企业不多，尤其
缺少国家级大企业。进入 21世纪，宁
夏经济改革锁定宁夏煤业集团。几经
并购改革，2006年12月份神华宁煤集
团闪亮登场。

在外人眼中，有煤、有钱就能干煤
制油。自从与神华集团成功联姻，神
宁似乎具备这两个条件，但由谁来干
呢？姚敏再一次挺身而出。由于煤制
油项目每一个环节都涉及世界顶尖技
术，因此，技术人才队伍的建立成为项
目成败的关键条件。

“没有技术，没有人才，你们这些
靠挖煤为生的人，想建煤化工基地简
直就是白日做梦！”15 年前，一位长者
的话深深刺痛了姚敏的心。“一定要让
5万神宁人梦想成真！”姚敏暗下决心。

理想远大，现实骨感。姚敏牵头拉
起了由 5 人组成的煤化工技术研发小
组，竟没有一个是学化工的。一张白纸
能否画出美丽的蓝图？一双脚，一个公
文包，一个手提电脑，外加一颗赤诚的

心。姚敏他们从东走到西、从南跑到北
招贤纳士：“来我们这里吧！煤制油大
规模工业化运用是一项填补国内外空
白的项目，是个大事业，只要我们齐心
协力，会梦想成真的！”

北京燕山石化老专家刘志芳来
了，湖北中石化第六建设公司总工程
师梅占奎来了，九江石化总工程师钱
效南来了，中石油宁夏石化公司生产
运行处处长梅加义来了……

“这里是个大家庭，姚总他们把我
们当宝贝，虽然年纪大了，可我浑身有
使不完的劲儿！”钱效南说话有板有
眼。“细致入微的关照，真金白银的激
励，在姚敏身上我们看到一种精神，他
给予我们的关心支持帮助，让我们感
受到了家的温暖。”女专家刘志芳快言
快语。

其间，姚敏与梅占奎的友谊已被传
为佳话。梅老是国内著名的大型设备
安装和吊装专家。最初请梅老来神宁
讲课，他说退休后已接到一家大企业的
聘书，没有时间去神宁。姚敏哪能甘
心？一次又一次去北京登门拜访，给梅
老讲攻克煤制油国际顶尖技术的国际
意义，讲神华宁煤的发展前景，最后干
脆跑到北京与梅老全家过春节……梅
老被感动了，他不仅来到宁夏，来到神
宁煤制油大会战基地，还为煤制油项目
奋斗到生命最后一刻。

有事业的吸引，更有人文情怀的
感召，来神宁的精英越聚越多，人气越
来越旺。姚敏告诉记者，目前神华宁
煤集团科技创新小组从 18 个发展到
500 多个，成员发展到万余人。几年
来，姚敏亲手打造的这支科技队伍累
计研发国家专利 12项，实用新型专利
128项，创效达10亿元……

问鼎尖端技术

煤有了，钱有了，人齐了，拼命干
是否就能干成？这还要取决于技术瓶
颈能否突破。“借船出海，借梯登高。
我们神宁人决意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跳

舞！”姚敏说。
搞煤制油项目，首先要拿下世界

顶尖的煤化工技术。以煤炭为原料生
产煤基甲醇、煤基烯烃以及煤炭的液
化、气化、油品合成等 37 项科研课
题。没有成型的经验可循，没有现成
的路径可依。只有拼命干！何止是

“白加黑”“5+2”，神宁人还发明了“吃
3睡5干16”。

超负荷，神宁人在挑战极限。为了
争时间、抢速度，姚敏和同事们昼夜奔
波在项目建设工地，经常是一两个月回
不了家，半个月洗不上一次澡。酷热夏
季，姚敏经常在 30摄氏度以上的帐篷
里连续研究方案七八个小时；寒冷冬
日，他冒着刺骨的寒风到会战工地检查
工程进度和调试设备。2006 年 5 月
份，姚敏意外摔伤了髋关节。为了不影
响项目建设进度，术后 45天姚敏便坐
着轮椅回到工地现场。2007年项目试
车中，为解决气化炉辐射废锅频繁结焦
问题，姚敏拄着拐杖每天往返几次爬上
相当于14层楼高的气化框架……

姚敏深知，顶尖技术是硬碰硬的，
仅仅凭借“拼命三郎”的精神还远远不
够。为了拿下无数个国内第一，若干
世界首个，神宁集团确定八字原则：引
进、消化、吸收、创新；一个思路，即高
起点规划，搞标准建设，高效益推进。

说到技术突破，姚敏感慨良多。神
宁取得的第一次技术突破是25万吨甲
醇项目。当时，国内同行业许多人质
疑，宁夏那么小的地方，那样一家传统
企业，那么几个人、几件设备，能生产出
国际顶级品质的甲醇？“当时，我们真的
很难！几十次、上百次的失败，拿技术
人员的话说，就是‘点不着火，投不进
煤，挂不上渣，出不了灰’。在万分迷茫
下，我们一咬牙，改变老外的图纸和操
作流程，变压差进料为流量控制。”姚敏
说，按此思路实施多项技术调整后，一
切都出现了历史性逆转。25万吨甲醇
项目于2005年3月份开工建设，2007
年6月份气化投料一次性成功，8月份
产出国际一流甲醇产品。

说到科技创新，姚敏要讲的故事更
多。“就拿50万吨煤基烯烃项目来说，我
们前前后后做了 100 多项技术创新。
比如，这个项目中有个DME反应器技
术环节，按德国技术专家的工艺流程操
作，每次投料时温度总控制不好，怎么调
试也运行不下去。我们提出尝试其他
方法，德国专家既傲慢又固执，认为若不
按照他们的方案运行，他们就走人。于
是，我们白天跟他们磨，夜里自己大胆创
新研发，终于有一天德国专家看到‘还是
中国人的方法好’时，再也不牛气了！”

当今世界，谁掌握先进技术，谁就
有话语权。姚敏率领神宁人做到了！
首创了400万吨/年高温浆态床中温费
托合成及油品加工成套技术，攻克了大
型高温浆态床反应器设计、制造和工程
技术难题——成功地完成了GSP（干煤
粉气化技术）和MTP（甲醇制丙烯技术）
全球首次工业化应用，其中单项工程近
万个；投资178亿元的年产50万吨煤基
烯烃项目一次性投料试车成功，作为全
球最大的煤制丙烯项目，涵盖了当今世
界最先进的煤化工技术，完成烯烃项目
技改5200项，多套装置实现世界首次工
业化运行；攻克了世界级装置规模、套
数、系列、公用工程配置上的优化集成难
关，打破传统的规模装置工程化限制和
研究方法的局限性……

十年磨一剑。作为我国煤制油化
工产业的领军人物，姚敏扎根宁东20余
年，以“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胆魄，“不
到长城非好汉”的拼搏精神，先后主持和
组织了8个大型现代煤制油化工项目建
设与运营，并针对煤制油化工部分关键
技术、装备、材料国外垄断状况和工业
化、大型化难题，在大型煤气化技术研
发及甲醇制丙烯、煤炭间接液化等核心
技术工程化方面取得了突破性成果，填
补了多项国际、国内空白，奠定了我国在
煤炭清洁转化领域的国际领先地位。

“煤田”变“油田”，几代人的能源
化工梦在这里变成现实，宁东能源化
工基地已由沉寂千年的戈壁荒原成为
我国西部一颗璀璨的明珠。

“我只是做了我该做的事，无怨无
悔。现在唯一想要的，就是如何重新
学会走路，如何重新开始人生。”他笑
容爽朗，目光中透出坚毅。在生死抉
择的瞬间，他纵身一跃、奋不顾身勇救
老人的义举，映射出最耀眼的生命光
芒，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的正气歌。

2018 年 5 月 3 日下午，徐前凯被
授予第 22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装上义肢的徐前凯神采奕奕，手拄拐
杖上台领奖，现场响起雷鸣般的掌声。

2017年7月6日15时22分，中国铁
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重庆车务段荣昌
站值班员徐前凯等人开始调车作业。

15时49分，当机车推进车列运行
至车站联络线293公里580米处时，意
外发生了。

正在作业的徐前凯看到，在列车
前方 10多米远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
位老婆婆。

徐前凯的第一反应是按下停车按

钮，竭力呼叫停车，用力吹响口笛提
醒。列车以大约 10公里的时速行驶，
即使按下刹车键，依然会继续滑行约
50米才能停下。

“让开，让开，快点让开，撞上来
了！”吐出口笛，徐前凯大声吼道。

耳 背 的 老 婆 婆 依 然 愣 在 轨 道
中间。

10米、8米、6米……
容不得多想，来不及犹豫，说时迟、

那时快，徐前凯纵身一跳，飞奔救人。
由于距离太近，救人过程中，徐前

凯右腿在侧身旋转用力时进入钢轨，
火车车轮无情地从他的右腿上轧过。

“那个穿工装的小伙子从火车上
跳下来，跑过去拉老婆婆，第一次没拉
动，第二次又上去才把她推出来，结果
自己没跑脱，火车从他腿上轧过去。”
现场目击者、村民吴开华说：“其实他
是可以躲开的，但还是选择了再次救
人。”

老婆婆得救了，徐前凯的右腿却
被轧断了。

徐前凯奋不顾身救人的事迹经媒

体报道后在山城重庆引起强烈反响，
不少市民和网友希望给他募捐，还有
爱心企业发起专项资助，但都被徐前
凯及家人婉拒。“我儿子救人是因为他
认为这件事该做，不是为了别人的捐
赠，更不是希望以此来获得什么回
报。”父亲徐荣贵说。

徐前凯的英雄壮举绝非偶然，铁
路骄傲，玉汝于成。徐前凯出生于
1987年12月份，家中祖孙三代都是铁
路人。作为“铁三代”，阳光开朗的徐
前凯从小就有着一种英雄情结。

2005年12月份，徐前凯参军来到
云南省军区边防某连服役，因为表现
优异，2007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他当
兵两年，连续两次获得嘉奖，一次获得
优秀士兵荣誉。2008 年 9 月份，徐前
凯退伍后被分配到遵义车务段工作，
历任都拉营站连结员、盘脚营站助理
值班员、天台站车站值班员、小寨坝站
车站值班员，2016 年 2 月份被调到重
庆车务段荣昌站工作。

在遵义工作期间，徐前凯曾有过
一次救人经历。

2012 年 6 月份的一天，担任助理
值班员的徐前凯值白班。当时，盘脚
营站一道一趟货物列车准备通过，正
在接车的徐前凯突然发现列车前方70
米处有一位七八十岁的老人正在横穿
铁路。徐前凯立即一边呼叫司机紧急
停车，一边朝老人飞奔而去。当他将
老人一把拉上站台时，凭惯性运行的
列车与老人擦肩而过，已经降速列车
经过时的气流还掀起了老人的衣服，
大家都吓出一身冷汗。

工作生活中的徐前凯，是出了名
的“热心肠”，助人为乐已成为他的一
种习惯。在盘脚营站任职期间，他以
站为家，经常利用休息时间主动清扫
站区道岔，打扫车站卫生。无论谁家
有事，徐前凯总是第一时间站出来帮
忙，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在荣昌站说起徐前凯，职工们谈论
最多的是他的敬业精神和踏实肯干的
工作作风，“安全生产标兵”“优秀青年
复退军人”“优秀共产党员”……这一项
项沉甸甸的荣誉都是徐前凯参加工作
以来获得的，他是爱岗敬业的标杆。

肩背宽大的工具包，脚蹬笨重的
绝缘鞋，一分钟爬上 10 米高的电线
杆。刚过 25 岁的湖南姑娘项祎轻轻
松松就做到了。可是，怎么看都与这
位娇柔的小姑娘格格不入。

2017年广东电网公司举办的配网
运维专业青年员工擂台赛上，中山三乡
供电分局配电运维班的项祎在有114人
参赛的队伍中杀出重围，成为唯一获个
人奖项的女选手。

2015年，项祎从湖南工程学院毕
业后来到南方电网广东中山供电局，
转正后定岗在三乡分局配电综合班。
刚上班时，看到那些对她而言笨重的
工具与服装，项祎觉得自己找错了工
作。然而，第一次跟着师傅出去抢修
的经历让她改变了想法。

2015 年 12 月份，来到配电综合
班轮岗实习的第一天晚上，项祎就碰
上了第一单抢修工作。“当时我以为只
是跟着去现场转一圈就回来了，没想
到情况那么复杂。”项祎回忆说。到了
抢修现场，项祎被晾在了一边，看着师
傅们动作麻利地爬上爬下，各项操作
井井有条，每个人都无需多说话就能
达成一种默契配合，不到两个小时，就
完成抢修并复电，项祎被这种团队配
合精神吸引住了。

“志在山野”的项祎，每次有抢修
任务都央求班长一定要带她去现场，
有时候跟着大家一起通宵达旦。在多
次紧急和复杂的抢修现场，项祎发现
她只能在旁边学习却帮不上任何忙，这让她心里很不是滋味。

“我也要学会爬杆”，项祎暗自下决心。从小在农村长大、经常
爬树摘果的项祎，以为爬杆对她来说不是什么难事，可是当她穿上
脚扣才发现，身体负重抱着一根光溜溜的水泥柱是多么无助。

“不要抱着杆，身体放松，休息时身体后仰，靠安全带受力。”
班组技术能手罗林吉成了项祎的师傅，从穿戴脚扣的方法到爬
杆用力技巧，罗林吉都教给了项祎。项祎非常勤奋，实习那几个
月几乎天天跟着师傅，一有问题就请教。

“其实，我还挺喜欢登顶的感觉，好像整个世界都是我的，唯
一不好的是会晒黑。”项祎说。勤奋是最好的老师，没出3个月，
项祎就熟练掌握了爬杆技巧，并且可以独立完成一些检修任务。

2016 年 11 月份，项祎转正不久即被抽调参加广东电网公
司技能比武，身为初级作业员的比武项目只有爬杆，所以项祎觉
得很轻松。那次比赛，项祎的个人成绩排名第 13，但她并不满
足。2017年，项祎主动报名参加配电运维班中级作业员技能大
比武，这次比武不仅要爬杆，还要在杆上更换横担，对项祎来说，
体力和耐力都是很大考验。

比赛前，中山局举行了 13天封闭式培训，并从各供电分局
抽调技能专家对参赛选手一对一指导。“每一次练习，师傅们都
以参赛标准给我们计时、打分，记下我们做得不对或者可以改进
的地方，然后教我们正确的做法。”项祎说，技巧有人教，但力气
只能靠自己拼。因为身高不够，每次换瓷横担都要双手举过头
顶，顶着几十斤重的横担作业，每一次训练完都感觉双臂在发
抖。“咬咬牙就可以做到，生活不就是这样子嘛。”项祎坚信，困难
都是要被人踩到脚下的。有了这份坚持，项祎再次走上练兵比
武赛场，更换瓷横担比赛时，项祎绷紧每一根神经咬牙坚持到最
后，拿到了全场第二的好成绩，令参赛的100多位男员工汗颜，
纷纷点赞这个湖南妹子：小小身材竟然有如此爆发力，不得了！

赛后，项祎被问到最多的是，女孩子怎么也来参加这种比赛？
项祎认为，身为一名电力一线员工，穿上脚扣，就有了使命感！

江西赣州定南县岿美山镇寨头村是一个偏僻的小山村，村

子距离镇上有十几公里路程，23年来村民看病最先找的就是村

医何美英。

何美英1992年嫁入寨头村，她的公公是镇上有名的医生。何

美英看到村里没有一间诊所，就开始跟着公公学医，并用3年时间

考取了医师执业证，开设了寨头村第一家诊所。20多年来，无论刮

风下雪、寒冬深夜，只要村民需要，何美英就立刻出诊。“既然选择

了医生这个职业，就无法选择病人和病人得病的时间。”何美英说。

为留在村里当医生，她把两个在镇里上学的孩子托付给亲

戚照顾，只为守护村民的健康。近年来，寨头村的村民由 2000

多人减少到如今的200多人，但何美英依然坚守从医的初心，始

终把自己的人生和小诊所、小山村紧紧地连在一起。

陈地长摄影报道 （中经视觉）

村医何美英（左一）定期给村民做免费体检。

何美英去村民家出诊。

姚敏（前排左一）与同事们一起探讨项目进程。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