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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 2019 年“全国向上向善好青
年”创新创业好青年获奖代表，5 月 1
日，王婷荣幸地参加了“纪念五四运动
100周年大会”。

王婷是中国广核集团研究院堆工中
心流体系统与安全分析研究所副所长、

“ 华 龙 一 号 ” 英 国 通 用 设 计 审 查
（GDA） 项目堆芯设计与安全分析领域
负责人，她和她所在的团队应用最前沿
的设计理念，对满足事故后 30 分钟操
纵员不干预、事故放射性限值等关键技
术，提出了创造性的解决方案，经过反
复论证，凝练出了满足三代核电型号安
全设计要求的设计方案。

意志坚定，做追梦“酷”女孩

2000 年，17 岁的王婷顺利考上西
安交通大学核工程专业。“我当时觉得
搞核的女生很酷、很纯粹呀，就像居里
夫人一样。”回想当初的选择，王婷脸
上露出了倔强的神情。

那个时候，正值我国核工业发展的
低潮期，很多设计院开始设计啤酒厂、
住宅和写字楼维持生计。搞“核”，意
味着收入不高，是一个很另类的选择。
家人得知这个消息后，要求她更改志
愿，但她还是成为了那一届西交核工系
仅有的两名女生之一。4年后，王婷义
无反顾地加入了核电科研队伍。

作为一名核电科研人员，王婷认真
勤奋、刻苦钻研，遇到问题总是刨根问
底，直到弄清楚每一个细节。2005
年，王婷被派往法国学习一项核电厂安
全分析中最复杂的技术，这项技术是核
电厂安全的关键，经验丰富的法国工程
师按流程完成一次需要一年时间。而王
婷不但要用一年时间学会，而且还要把
这项技术带回国内，难度可想而知。

刚满 22 岁的王婷来到法国后，法
国人看到被派来的是一位年轻小姑娘，

眼神里充满着质疑，他们不相信王婷能
够掌握那么复杂的分析。面对法国人的
质疑和祖国的期盼，王婷感受到自己肩
上的责任。

那一年，王婷每天第一个到办公
室，最后一个离开，晚上在宿舍里把一
天的总结与思考记录在本子上，时常工
作到凌晨，终于用 11 个月的时间提前
完成了任务。当她把自己的分析报告交
给法国导师时，导师感慨道：“你是阿
海珐大学的优秀毕业生！”这让王婷的
脸上露出了自信的微笑。如今，这份曾
经必须由外方完成，每次耗时一年，费
用近百万欧元的项目，已完全实现自
主化。

从无到有，竭力只为“中国芯”

2007 年 ， 我 国 核 电 发 展 政 策 由
“适度发展”调整为“积极推进”。为了
提升自主研发能力以及核电国产化水
平，中广核启动了中国自主三代核电技
术的研发。

王婷所在的中广核研究院安全分析
团队所从事的安全分析工作，是“华龙
一号”研发最核心的工作之一，要为

“华龙一号”装上“中国芯”和“中国
盾”，确保在安全特性上，全面实现第
三代核电指标。

王婷和她的团队开展了广泛调研，
在掌握了国际先进堆型设计理念、特征
与设计方法后，他们反复研究核电厂事
故现象、机理和计算理论模型，梳理了
反应堆安全系统配置和功能需求、事故
处理策略等 10 余个关键领域，应用最
先进的设计理念，对满足事故后 30 分
钟操纵员不干预、事故放射性限值等关
键技术，创新性地提出了多个解决方
案。每个方案提出后，都需要经历反复
多轮的迭代论证，每一个参数的确定，
都需要经过成百上千次的计算分析，以

保证核电站在发生事故后仍能保持充足
的安全裕量，最大程度地缓解事故
后果。

历经千锤百炼，一个满足三代核电
型号安全设计要求和针对福岛核事故后
对于新建核电厂的设计要求的技术方案
才被最终确定下来。

2015 年 10 月，中广核与法国电力
集团签约，共同投资建设英国三大核电
项目，其中布拉德韦尔B项目采用中国
自主三代核电技术“华龙一号”。2015
年 12 月，王婷参与设计的“华龙一
号”技术在国内开工建设。

2017 年初，英国政府发表声明，
正式受理中广核提交的“‘华龙一号’
通用设计审查 （GDA） ”。与此同时，
王婷被任命为 GDA 项目安全分析领域
负责人。“华龙一号”走上国际舞台，
成为又一张“国家名片”。

8年里，王婷从设计者成长为安全
分析团队负责人。8年里，王婷的团队
屡立奇功，斩获中国广核集团及中广核
研究院科技成果奖 23 项，王婷因此被

评为中广核“最佳师傅”。

化零为整，凝心聚力共奋进

王婷带领的团队，平均年龄不到31
岁，这个数字对于这支硕士、博士占比
高达90%的队伍来说，也意味着经验不
足。在工作量和工作难度不断增大的情
况下，如何帮助青年员工快速成长，如
何将大家拧成一股绳，攻坚克难、聚力
前行，王婷一直在思考。

为促进团队能力建设，王婷用标准
化的理念，将安全分析需要掌握的相关
技术能力按照基本技能和扩展技能分解
成近百项独立技能，分析每一名成员掌
握情况并制定出特色培养方案。在这一
理念下，每个人的工作水平与进度都可
量化、可比较，一方面保证了新人成长
的质量，另一方面促成了年轻员工比学
赶超的热情，使团队的工作能力不断
增强。

为提升团队管理水平，王婷将所内
管理详细地划分为五大模块共 20 多个
关注项，根据每名员工的性格、能力特
点，给予相应的权利和义务。所有员工
都逐渐地参与到所内管理事务中，充分
调动了团队成员的积极性，逐步消除了
所内管理的痛点。

她总是关注身边每一位同事的需
求，发现有同事挨饿加班，她自掏腰包
购置食物填补零食箱。每逢过年，她都
会给每名员工的家人寄一封感谢信，与
同事的家人分享团队这一年的工作成
就，感谢团队成员的家人对核安全事业
的大力支持。

在王婷的带领下，历经数个重大项
目浴火淬炼打造出的安全分析团队，能
攻关、勇创新，在“华龙一号”的研发
中屡建奇功，先后荣获中国广核集团示
范党支部、质量标杆班组、最佳学习型
团队等荣誉称号。

为国家核电事业奉献青春
——记中广核集团研究院安全分析科研团队带头人王婷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杨阳腾

人未到声先至，伴随着爽朗笑声，王
云平走了过来。

“我刚写好工艺技术方案，今晚就可
以给兰州一家企业生产300吨X65管线
钢。”酒钢集团钢铁研究院产品研发正高
级工程师王云平热情直爽的性格，正如
热轧生产线上火红的钢带，“现在生产这
样的产品已经很熟练了，10年前，管线钢
的订单满天飞，我们只能干着急，造不出
来啊！”

正是从研发管线钢开始，王云平成
为酒钢集团有名的“钢铁女创客”。刚
接到研发任务时，王云平可没这么轻
松。“管线钢主要用于制造输送石油或
天然气的管道，它是在地下几十米深处
服役，管道一旦爆裂后果不堪设想。”
王云平回忆说，“落锤撕裂”指标是评
价管线钢低温韧性和止裂韧性的一项重
要性能，“那段时期，受当时工艺水平
的限制，我们的‘落锤撕裂’指标长期
不达标。”

面对这一困境，王云平和她的研发
团队通过查阅相关资料，精心策划方案，
经过一次次试验，3个多月后，终于解决
了厚规格管线钢X65“落锤撕裂”指标的
瓶颈问题。随后，王云平又主动请缨，大
胆提出研发试制管线钢X70。功夫不负
有心人，王云平靠着一股刻苦钻研的“轴
劲儿”，最终不仅结束了酒钢不能生产厚
规格管线钢带 X65 的历史，同时还填补
了酒钢管线钢带 X70 的空白，为企业拓
展品种钢市场、创造效益提供了有力的
产品和技术支撑。

王云平的父亲是第一代酒钢人。

1994年，王云平大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
回到酒钢，成为第二代酒钢人。25年来，
王云平无论在哪个岗位，都对技术钻研
和产品质量情有独钟。

2013年5月，“王云平劳模创新工作
室”正式挂牌成立，她开始率领团队围绕
生产现场开展技术攻关，有了团队的力
量，工作效率更高了。几年来，王云平率
领轧钢专业技术团队不断研发新产品，
解决现场技术瓶颈问题，每年依靠科技
创新为企业创效千万元以上。

“工作室成立后的第一件大事，是主
持修订《汽车大梁用热轧钢板和钢带》国
家产品标准，该产品标准2015年9月发

布，2016年6月实施。”提起技术创新，王
云平的语气中难掩兴奋，“这是酒钢首次
修订国家产品标准，大大提高酒钢在冶
金行业的知名度，也让酒钢掌握了轻量
化汽车大梁用高强钢技术质量的话语
权。”

此后，在酒钢集团支持下，王云平和
团队围绕汽车制造行业用户需求，成功
研发了 500MPa 轻量化汽车车轮用钢、
500MPa混凝土搅拌车用钢、600MPa汽
车大梁用钢、700MPa 重卡车厢厢体用
钢等轻量化高强钢，为酒钢在汽车制造
领域增添了新的高附加值产品。2017
年11月，“王云平劳模创新工作室”被中

华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示范性劳模和
工匠人才创新工作室”称号。

尽管技术成果丰硕，但王云平并没
有关起门来搞创新、躺在功劳簿上过日
子。在钢铁行业产业变化影响下，王云
平带领团队成员主动走向市场，通过技
术营销挖掘市场需求。

近几年跑市场，王云平体会到了生
产车间之外的酸甜苦辣，“为开拓汽车结
构专用钢市场，我们选择重点区域，挨家
挨户走访每个工业园区、每个生产企业，
有时候一连串吃‘闭门羹’”。

讲起这些经历，天性乐观的王云平
哈哈一笑，“也不知道走访了多少家汽
车制造厂家，最终只有几家汽车制造厂
同意试用酒钢产品”。如今，酒钢不仅
成功研发 700MPa 重卡车厢厢体用钢，
而且研制出系列化汽车结构专用钢，并
实现供货两万余吨。从山东到四川再到
新疆，王云平带领的技术营销团队一步
一个脚印地开拓着酒钢品种钢市场，利
用自身生产线特点及特殊工艺技术，让
酒钢产品在同质化的激烈竞争中占得
先机。

“创新不是嘴上随便说说，要落实
到每个技术细节中、每个工艺方案中、
每个出厂产品中。”王云平说，每个技
术人员、每个企业都执着认真地搞创
新，最终汇聚成整个行业、整个国家的
创新力量。

“钢铁女创客”王云平
本报记者 李琛奇 陈发明

王婷（中）和她的团队。 （资料图片）

王婷在第 23 届“中国青年五四奖
章”颁奖仪式上。 （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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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耕时节，不少农民还在抓紧时间耕田育秧。在江西
吉水县双村镇桐木村，潘湘华和潘罗生两兄弟却早早干完
了自家近百亩田的农活儿，秘诀就是他们自己发明的水稻
直播机，被当地村民誉为水稻直播“神器”。

兄弟俩都是“80后”，初中毕业后便留在家里种田。因
为种的田多，他们一直琢磨如何减轻劳动强度。近年来，国
家提倡水稻直播，但人工直播耗时且播种不均，市面上的直
播机点播箱为分体式，出种速度不一。兄弟俩便琢磨着自
己发明个直播机。

和市面上水稻直播机不同的是，他们发明的直播机上
的点播箱是一体式，播种量、行距、株距都可以调整，出种速
度一致，播种均匀。2015年底，他们发明的水稻直播机还
申请到了国家专利。

兄弟俩发明插秧“神器”
廖 敏 王薇薇摄影报道

潘湘华（左）和潘罗生（右）两兄弟用自己发明的水稻直
播机在田里作业。

潘湘华（右）和潘罗生（左）在操作小型车床制作水稻直
播机配件。这两年，两兄弟不断改进技术，改进后的机器更
轻便、灵活，可以360度原地旋转，且只有20斤重，一个成年
人直播一亩地最多需要20分钟。

董绍江是山东莱西市沽河街
道办事处孙受邮政所的一名普通
邮政员，1990 年参加工作至今，
他在这个平凡岗位上一干就是近
30年。

30年来，董绍江走遍了所管
村庄的每一条大街小巷。董绍江
每天都风雨无阻地奔波在投递邮
件的路上，日均投递邮件报刊包
裹300余件，对每一封信、每一件
包裹、每一张汇款单的接发、投
递，从没出现漏接、丢失、损毁等
差错。这些年，董绍江骑坏了 4
辆自行车、6辆摩托车，总行驶里
程80万公里。

董绍江总是在别人需要的时
候伸出援手。2017年，董绍江在
回邮政所的路上发现一个小男孩
拖着书包边走边哭，董绍江停下
车一问，了解到小男孩在市里上
学，周末坐车回家，因错下了车
站，钱也被偷了，回不了家。董绍
江问明孩子的家庭住址后，把小
男孩送回了家。

30年走村串户的投递生涯，
让董绍江成为投管村庄的“小灵
通”。谁家有困难，他总是竭尽
所能地给予帮助。2016 年的一
天，正在沽河街道东杨格庄村投
送邮件的董绍江，来到独居的
80 岁宋大爷家看看，刚一进门，
发现宋大爷一动不动地躺在地
上，董绍江赶紧把宋大爷扶上
床，给他倒杯热水，一边喂水一
边为他按摩，渐渐苏醒的宋大爷
拉着董绍江的手感激地说：“小董，幸好你来了，要不我这
个老头子今天就交待了。”

董绍江管辖投递的 17 个村庄中，共有 30 多位孤寡
老人，每隔一两天，他就轮流到这些老人家中看看，老人
需要的生活用品，他都帮忙买来，碰到经济拮据的老人，
董绍江都不收钱。30 年来，他经常为老人们免费捎带物
品，但董绍江家里的条件并不好，妻子是残疾人，一家三
口至今还住在两间不足 40 平方米的小房子里。可董绍
江从不计较，他说村民和老人们的认可就是对他最大的
奖励。

从业30年，董绍江每年都被评为莱西市邮政系统劳动
模范或先进投递员，2016年他被评为青岛市邮政系统劳动
模范。“我努力工作和帮助别人不为别的，就为了这一身‘邮
政绿’。”董绍江说。

王婷，中国广核集团

研究院堆工中心流体系统

与安全分析研究所副所

长。她和她的科研团队应

用最前沿的设计理念，为

“华龙一号”装上“中国芯”

和“中国盾”，确保在安全

特性上，全面实现第三代

核电指标，助推“华龙一

号”走上国际舞台，成为一

张亮丽的“国家名片”。她

用自己的青春才华和干事

热情，为我国核电事业发

展作出突出贡献

王云平（右二）与同事一起交流工作。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