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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沂蒙山到青岛港，从打工仔到技
术能手，28年来，他带领全队278名农民
工，创造了66项绝活，先后4次刷新纸浆
接卸船世界纪录，创造了5个以自己名字
命名的港口作业技能品牌，成为青岛港区
的一面旗帜。

他先后荣获“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全国交通运输系统劳动模范”、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他就是皮进军，青岛港（集团）有限公
司大港分公司装卸大队副队长。

连创高效生产纪录

1991 年 8 月，怀着打工挣钱改变贫
困生活的梦想，皮进军从沂蒙山区来到了
青岛港。港口给广大农民工在政治上、工
作上、经济上创造了与城市工同样的条
件，坚定了皮进军扎根海港、干事创业的
信念。皮进军相信“干工作就要扑下身子
苦干”，脏活、累活抢着干，急活、重活跑着
干，苦活、难活用心干，很快在工作中脱颖
而出，成为装卸作业的行家里手，并担任
了青岛港大港分公司装卸大队副队长。

“一个人努力是加法，一个团队努力
是乘法”，这是皮进军的座右铭。皮进军
挑头成立了“进军青年突击队”，专挑难干
的活啃。

在冻鱼大会战中，皮进军主动请战，
第一个进入船舱内，带领大家放高、分票，
别人一次搬运一件，他每次都搬两件，船
舱内温度低至零下20摄氏度，大家多次
劝他上岸休息，但他咬牙坚持着，发誓要
啃下这块硬骨头！经过10小时的艰苦奋
战，终于提前1小时完船，为后续船舶作
业赢得了时间。

随着“进军青年突击队”连创高效，名
气越来越大，一时间队里不少青年骨干都
争着参加，也激发了全公司职工比着干、
抢着干、创纪录的热情。今年以来，皮进
军和工友们同心协力，并肩作战，每月组
织开展“安全生产、有色金属矿、粮食、火
车装车”等会战，创出了80多项高效生产
纪录。

农民工变技术能手

“以前，码头装卸公司发展主要靠流
汗，工人挣的是辛苦钱。如今，在物流、商
贸流、资金流和信息流深度融合的港口现
代物流体系中，我们都是靠‘两个脑子’干
活。一个是人脑，把用脑和用力相结合；
另一个是电脑。”皮进军是青岛港有名的

“点子大王”，他励志要把装卸工从繁重的

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让搬搬抬抬、装装
卸卸的力气活变得省时省力高效。

近几年，随着铜精矿等稀有矿石进出
口的增加，铜精矿已经成为大港公司主要
作业货种，一年达200多万吨。以前的铜
精矿做包箱从进料到卸料是整体结构，上
大下小呈倒梯形，卸料口为喇叭口形状，
越往下横截面积越小。这种货物本身黏
性较大、比重也很大，容易造成下料困难，
甚至堵塞下料口。

“虽有震打器进行辅助卸料，但效果
并不理想，还需工人使用大锤敲击四壁进
行辅助，不仅影响生产效率，还增加职工
的劳动强度。此外，长时间的大锤敲击，
也让设备的使用寿命大大降低。”抡着大
锤干活，皮进军很“反感”，“港口正在进入
机械化、信息化、智能化时代，这个问题必
须解决”。

为此，又一场“创新革命”开始了。为
解决下料问题，皮进军反复查阅资料，与
技术人员研讨，经过几次模拟实验后发
现，如果将包箱上方存料的大料斗与下方
灌包用的分料口通过链条进行软连接，在
下料时加上震打起的作用会使分料口出
现轻微摆动，就可以杜绝堵料的情况
发生。

有了想法就立刻实践，在公司领导的
大力支持下，皮进军对所有的铜精矿灌包
箱进行了改造，作业效率明显提高。

然而，皮进军还没高兴几天，改造的
新技术却又引发了新问题。作业中，由于
软连接存在拉扯后缝隙间大，导致货物在
灌包时出现往外溢料的现象。“铜精矿货
值很高，为了保证货主的利益，作业中一
星半点的撒漏都要人工清扫起来，保证颗
粒归仓。”新包箱虽然不用大锤了，但是工
人的劳动强度和效率问题并没有彻底
解决。

皮进军心里不是滋味，于是又开始拉
着技术人员夜以继日研讨，翻阅大量资
料，进行模拟压力试验研究，最终，找到了
最合适现场作业的下料方式。他将分料
口原本四个倒斜面中的两个改为直面，并
在直面一侧安装一台专用投料器，使得下
料速度加快，并将下料口的尺寸与转轴位
置更改了十几次，终于满足了现场需求。
改进后的铜矿箱单箱作业量由原先的不
足300吨增长到1000吨以上，作业工人
们终于不用抡大锤了。

近年来，皮进军带领创新团队共创造
近千项科技创新成果、176项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和 6 项国家发明专利，有 37 项获
得集团级及以上奖励，累计创收 2.8 亿
元，节支1.2亿元。

农民工兄弟的贴心人

工作之外，皮进军视团队里的600多

名职工为亲人，真心实意地给他们办实
事、服好务。有农民工的父母或家属来青
岛探亲，皮进军都自备礼品前去看望。在
他的倡议下，只要职工休假或亲属来探
亲，队里都安排专人代购车票、帮助接
送。多年来，皮进军帮着100多名职工办
理了子女转学和入学；2015年，一位农民
工家中发生火灾，他第一时间赶去慰问，
帮助安排一家四口食宿，并号召全队捐款
5000 多元；2016 年，一名农民工突发疾
病，他不遗余力地协调医院和劳务公司积
极治疗，组织全队捐款2万多元，职工家
属为此专程送来感谢信；他还制作了“为
您服务连心卡”，发给全队每名职工，把手
机号印在上面，承诺24小时开机。

作为装卸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自去年
以来，皮进军组织队里的党员持续开展解
放思想大讨论，结合工作实际，围绕“青岛
港是什么？有什么？凭什么？成为什
么？”4个问题，边研讨、边实践，不断深化

“亮身份、亮名字、亮品牌”活动，以点带面
增强全体职工的主人翁意识，提升队伍的
战斗力与执行力，人人尽职尽责地当主
角，比学赶超地当标杆。

近两年，全队有80余人次被评为“优
秀班长、优秀工序长”称号，命名了“锡锐
实干”等60余个党员和员工品牌，构建起
一个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创
新的党支部品牌体系。

从农民工到新时代产业工人
——记青岛港（集团）有限公司大港分公司装卸大队副队长皮进军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刘 成

皮进军（左二）在和工友们研究创新成果。 （资料图片）

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总
装车间副主任崔蕴多年来，始终秉持“知
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的工作理念。作为
一名火箭导弹装配工，他不光善动手，还
善动脑。

“虽然总装时都是按照设计图纸进
行，但是图纸毕竟只是一张蓝图，很多问
题只有在总装过程中才显现出来。”崔蕴
说，总装不仅需要搞懂火箭上数千个传感
器，把握设置程序，还要解除它们之间的
电磁信号干扰问题。崔蕴告诉记者，火箭
在空中飞行要靠很多发动机相互作用，调
节运行方向，确保火箭沿着轴线直线飞
行，如果任意一点受力不均，火箭就会跑

偏，上亿元就会化为泡影。因此，即使是
一颗螺丝钉的安装，都要精益求精，确保
准确无误。

为了保证每个零件之间配合达到最
优，崔蕴阅读了大量资料，从力学到化学、
从金属材料到化工研究，只要与火箭沾
边，他都不放过。早些年，崔蕴一有空就

“泡”在图书馆里。崔蕴说：“那个时代信
息没这么发达，火箭涉密性较高，书上的
信息很少，我就一本接一本的看。有时一
本书里只有一个段落或者一个章节与火
箭相关，我会用笔记下来，回去认真学习、
研究。”靠着一股韧劲儿，崔蕴一步步从普
通钳工逐渐成长为航天特级技师。

崔蕴从骨子里热爱火箭，他说早已做
好了为祖国的航天事业流血牺牲的准备。

那是 1990 年 7 月某一天，一次发射
任务前，火箭4个助推器的氧化剂输送管
路上的密封圈忽然出现泄漏，燃眉之急是
排除故障。而此时，火箭助推器里已充满
了四氧化二氮，这种燃料会烧伤皮肤，如
果吸入肺里会破坏肺泡，窒息而亡。当年
只有29岁的崔蕴，是抢险队员里最年轻
的，他和另一名同事作为第一梯队的成
员，迅速戴上滤毒罐，身上洒些防护碱水，
就冲了上去。

很快，熟悉火箭结构的崔蕴找到了漏
点，按照既定方案，他用扳手拧紧传感器
本体，想压紧密封圈。没想到，密封圈已
经被腐蚀透，稍微一拧，里面的四氧化二
氮竟像水柱一样喷出来。刹那间，液态的
四氧化二氮气化为橘红色烟雾，舱内的有
毒气体浓度急剧上升，瞬间达到滤毒罐可
过滤浓度的100倍，崔蕴强忍着痛苦，坚
持在舱内操作。时间一分一秒地飞过
……突然他眼前一黑，晕倒在地。

崔蕴被连夜送进医院抢救。此时，他
肺部75%的面积已经被四氧化二氮侵蚀，
只剩下一小部分肺还在工作，生命危在旦
夕。医生说：“如果再晚1小时送来，肯定
没救了！”因为吸入的有毒气体太多，医生
不得不冒险给他加大用药，最后竟一直加
到正常人能承受极限值的10倍，这才捡
回了崔蕴的一条命。

这次死里逃生没有阻止崔蕴为祖国
火箭发展事业奋斗的步伐，而是让他更加
无畏地投身到工作中。

2013 年 7 月，崔蕴被天津火箭公司

聘为总装车间副主任，作为新一代运载火
箭总体装配的带头人，既要带队伍，又要
传技术。2014 年，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以他名字命名的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崔蕴技能大师工作室正式
成立。

在工作室，崔蕴不仅每周给徒弟们讲
课，还要出题考试，分解问题。“他讲课的
内容，都是从实践中总结出来的，这些知
识能为我们打开一扇窗。”调度员王璐说。

2014年下半年，“长征五号”“长征七
号”火箭任务叠加。其中全新的“长七”
火箭，一半以上是新技术，而平均年龄25
岁的全新队伍中，无一人有过独立总装火
箭的经历。时任天津火箭公司总经理陶
钢认为，崔蕴善于思考、爱动脑筋，技艺超
群，是全能冠军，全公司找不出比他更适
合的人。造新火箭，非他不可。

说干就干，崔蕴带领着年轻人开始不
分昼夜地攻关。“师傅说不加班，就是夜里
12点下班。当天的任务，必须当天完成，
否则决不罢休。”装配员张琳卿说，连续3
个月下来，小伙子们都快撑不住了，可崔
蕴仍然每天最早来、最晚走。很多时候，
他都亲自上阵，他手里的活儿，不是最难，
就是最险。

2014 年底，首枚“长征七号”火箭诞
生。同年12月17日，作为押船人之一的
崔蕴，与“长七”合练火箭从天津港出发，
征战海南……

如今，我国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火
箭一次次飞向蓝天，是无数个像崔蕴这
样的奉献航天事业的大国工匠，支撑起
了航天强国的梦想。

天津航天长征火箭制造有限公司总装车间副主任崔蕴：

理想和火箭一起腾飞
本报记者 武自然

在广西南宁市江南区江西镇
扬美村村民的眼里，村妇联主席
梁彩丽是一位一心为大家谋福
利，为群众排忧解难的知心人。
因为梁彩丽在家中排行第八，所
以大家亲切地称她为“八姑”。

扬美古镇是广西著名的旅游
景点，青砖绿瓦、碧水长流。扬
美村虽修建了水泥路等基础设
施，但村民不文明行为时有发
生。作为土生土长的扬美村人，
梁彩丽看在眼里，急在心里。如
何美化村容村貌，改变卫生陋
习？她想出了一招。

身为村保洁队队长，梁彩丽
与村干部商议，让每一户村民都
参与到村里星级文明户评比中。

“人要脸，树要皮”，做得好的长
了脸，做得差的没面子，村民的
环境卫生意识慢慢建立起来了。
遇见乱扔乱倒垃圾的住户，她主
动说服教育，时刻监督，要求做
到垃圾入筒；遇到不文明行为，
她马上劝导，心平气和地把对方
说得心服口服。“扬美环境好
了，才能引来游客”。成为梁彩
丽的口头禅。

经过梁彩丽几年的努力，扬
美村民讲卫生的观念深入人心，
如今大家都自觉地做好门前“三
包”，“星级户”也成全村人的追
求，村容村貌从根本上发生了变
化，已连续多次在区、镇卫生评
比中获得第一名。

虽然扬美古镇美名远扬，但是村里还有建档立卡贫
困户 71 户 225 人。梁彩丽说：“作为村干部、共产党
员，自己有责任和义务为乡亲们脱贫做点事情。”

梁彩丽发现，村里有些贫困户有劳动能力，但苦于
找不到合适的就业岗位而影响生计。于是，她向镇政府
提出能否聘用当地贫困户为保洁员，得到了镇政府的大
力支持。之后，梁彩丽主动上门找到3名贫困村民，动
员他们，“在村里做保洁员，工作不复杂，压力也不
大，重要的是不用外出，在家门口就有一份稳定的收
入，还能改善村里的居住环境”。如今，3人将保洁工
作做得井井有条，3个家庭也相继脱掉了贫困帽子。

梁彩丽不仅是贫困户的好“八姑”，还是村民拓宽
农产品销路的“引路人”。早在1998年，她就与人合资
购买了6辆扬美旅游专线车，为村里的旅游发展服务。
同时，她还经常利用自家经营扬美旅游专线车的便利优
势，帮助村民销售香蕉、黄皮果、芋头等农特产品。

2018年，村里的甜玉米进入采摘期，但因天气及
交通等多重因素影响，外地客商下乡收购价压到每斤仅
0.35 元，甜玉米丰收却不好卖，村民们十分焦急。梁
彩丽知道后，立即与城区、帮扶单位联系，并通过“微
信平台”帮助村民推销玉米 14 万多斤，价格提升到 1
斤 1 元至 1.5 元；其中帮助 9 户贫困户推销玉米 2 万多
斤，收入2.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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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江永县上江圩镇荆田村教学点坐落在连绵起伏
的都庞岭中。近年来，不少打工的村民带着子女外出就
读，村教学点的老师和学生也逐渐减少。如今教学点只
剩下了1名老师和7名学生。

今年61岁的义湘全在这里执教40年，是教学点现
在唯一的退休返聘老师。“不管剩下几名学生，我都要
竭尽所能让学生们在这里学习生活得更好。我要对得起
在这里上学的孩子，更要对得起荆田村的乡亲。”义湘
全说。

大山里的坚守
田如瑞摄影报道

学生在认真听课。他说，只要有学生来上学，他
就会坚守在这里。

义湘全在给孩子上课。除了教学，义湘全还担
负起教学点行政、会计、保洁、学生营养餐等工作。

崔蕴（右二）和同事们在研讨火箭总装过程中的技术问题。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