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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料是战争血液，输油管线是战争动
脉，管线兵则是托举战争大动脉的钢铁
脊梁。

逢山开路，遇水架桥。联勤保障部队
某输油管线团管线一队士官吴勇，用血性
和坚韧在大山深谷中驾驭钢铁“油龙”，被
授予“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荣誉称号。

有一年，吴勇所在部队接到紧急命
令，开赴青藏高原，为应对某项任务铺设
一条近百公里的输油管线。吴勇知道，青
藏高原高寒缺氧、地形复杂，很多地段车
辆无法通行，只能人工布管。

像以往一样，吴勇又争取到了最难啃
的硬骨头。刚开始，他带领特殊地形布管
组队员，沿着最复杂路段一路高歌猛进。
但当管线穿越一个村庄时，一个8米多长
的涵洞挡住了“油龙”挺进的道路。

大家认为涵洞内缺氧严重，纷纷建议
绕路。吴勇却不顾战友们的劝阻，拿起工
兵锹，一头钻进涵洞边清理淤泥、边匍匐
前进。当他从涵洞另一端爬出来时，嘴唇
已冻得发紫，面色苍白几近晕厥。任务完
成，吴勇在日记中记下这样一组数字：带
领特殊地形布管组穿涵洞15个，蹚冰河3
条，负重4吨，历时3天。

吴勇最喜欢《狼图腾》书中的一句话：
进攻战斗时，决不示弱从不退缩，不达目
的誓不罢休。吴勇的军旅人生也似战狼
一般，从不退缩，无所畏惧，誓死拼杀。

一次，某油料仓库发生泄漏爆炸事
故，吴勇主动申请奔赴抢险一线。在现场

一片油海、爆炸随时可能再次发生的情况
下，吴勇果敢地跳入污油中，迅疾展开抽
油作业。

“没有战胜不了的困难，没有铺设不
了的管线。”吴勇凭着这股拼劲，在 13 年
的军旅生涯中始终冲锋在前：执行某项任
务，他4次递交请战书；参加抗震救灾，他
6过家门而不入；参与山火扑救，他连续奋
战5天5夜。

2015年，吴勇所在部队第一次去西藏
驻训。演训在即，输油泵却出现渗漏。吴勇
取出专用工具，一番望、闻、问、切，诊断出“病
因”：某精密部件的机械密封出了问题。

管线兵只负责装备操作和基本维修保
养，涉及精密部件的相关故障一般由厂家
派人维修。等厂家来人维修肯定要影响演
习，但自己动手修理，很可能引发更大故
障。就在大家犯难时，吴勇站了出来。

查阅说明书、研究工作原理、上网查
找资料，吴勇带着大家从拆卸器具到更换
部件，一步步试着来，连续奋战 14 个小
时，最终解决问题，“油龙”恢复畅通。经
此一战，吴勇在部队可出了名，他的手机
也因此成了“维修热线”。

吴勇学历不高，只有高中学历，刚开
始接触泵机时，他连几个闸阀的名字和作
用都记不准，学原理更是摸不着头脑。但
他坚信，再复杂的管线也要一根根地连。
凭着锲而不舍的精神，吴勇征服了一个个
难题。原理搞不懂，就缠着骨干学习请
教；一遍记不住，就对照流程图练十遍。

“当兵13年，几乎没有看到他午休。”吴勇
的战友邹志强说。

管线作业一整套工艺流程所用管线
装备接近 3 吨，一般需要 6 个人才能展
开。没人陪练，吴勇经常一个人一扛就是
一整天，肩膀被磨破是家常便饭。一次，
战友李斌发现吴勇的床单上一片血红，非
常吃惊。原来，吴勇在训练时被铁片划
伤，一心扑在训练上的他却没有察觉。

两年的坚持，让吴勇在义务兵期间就
掌握了所有管线装备的操作技能，成为单
位最年轻的泵站长。

担任泵站长后，吴勇发现，要想成为
一名优秀的泵站长必须做到一专多能。
于是，他主动拜师傅、学操作、啃理论，先
后考取了中级管线装备修理工、中级汽车
驾驶员等6个专业证书，做到了司泵精操
作，装备会维修，汽车能驾驶，成为名符其
实的“兵专家”。

“快闪开！”吴勇一个箭步冲上去，将拆
卸管线接头的战士扑倒在地。一瞬间，
100多斤的管线由于内部高压水冲击，弹
起一米多高。这是2016年全军管线部队
跨区轮训时的一个场面。一名参训学员解
决渗漏问题时的不当操作，险些酿成事故。

此事对吴勇的触动很大，一个人就算
浑身是铁，也打不了几个钉子。能否把实
践经验汇总起来，编写一套通俗易懂的教
材，让全军的管线兵照着就能做？吴勇的
这一想法得到队领导支持。

收集资料、梳理经验、推敲内容……

2017年，部队成立了教材编写组，作为成
员的吴勇，结合联战联训联保体系下的野
战输油实践，区分漏油、喷油、跑油3种常
见突发情况，总结出52条操作心得，被纳
入训练教材，填补了行业空白。

身在兵位，胸为帅谋。作为一名基层
战士，吴勇总是瞄准管线部队发展前沿。

不久前，吴勇所在部队承担《联勤保
障部队军事训练大纲（野战输油管线大
队）》试训任务，他创新训练方法，提出构
建营区内实输训练循环系统，将单兵专业
训练置于合成训练环境之中，既提高了司
泵员专业水平，又培养了整体协同意识。

有战友劝吴勇，守好自己的一亩三分
地就行，少操领导的心。吴勇却说：“士兵
的眼界决定着军队的未来。”

一次野外驻训前，吴勇在整理器材时
发现，4寸门桥受损严重，如不解决将会影
响任务完成。吴勇立即向上级报告情况，
并提出一个大胆的设想：放弃制式门桥，
立足现有装备重新设计组装“新”式门
桥。制式门桥是院校专家研制设计的，吴
勇的想法一时间在官兵中炸开了锅。

胸有成竹的吴勇带队研究了一周，经
过反复试验攻关，终于用短管器材架起更稳
固的门桥，部队因此圆满完成演训任务。后
来，4寸门桥新架法被管线部队推广应用，
有效提升了管线部队输油保障能力。

最近，吴勇又拜师学习军兵种知识。
吴勇说：“不了解保障对象的情况，咋能当
好联勤的兵！”

人的一生，往往有很多事情难以预
料。钱鸣高 16 岁那年，在江苏苏州老家
无意间路过一所学校，被学校的名字所吸
引——焦作工学院。一所河南的学校为
何会出现在苏州？它是教什么的？年轻
的钱鸣高对此产生了好奇。

后来，这所名不见经传的焦作工学院
几经合并、辗转，成为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的前身之一，而后者则是钱老70余载
煤炭研究事业的“根据地”。

作为我国矿山压力和岩层控制学科
的奠基者之一，钱鸣高数十年如一日地潜
心科研，在上覆岩层活动规律与采场岩层
控制理论研究方向上形成了自己的体系
和学派。他提出的“绿色采矿”“科学采
矿”等思想在国内外产生广泛影响。这些
成就的取得，源于他对煤炭事业的热爱，
基于他对国家对民族的责任与担当。

“另类”的选择

1950年4月份，钱鸣高和一群南方同
学一起前往东北工学院（现在的东北大
学）求学。他们的第一站，是我国当时的
重工业基地——抚顺。

这些在江南水乡长大，只见过面粉
厂、纺织厂的学生，在参观了闻名世界的
近百米厚煤层的西露天煤矿，以及当时国
内设备数一数二的龙凤煤矿、老虎台煤矿
后，深深地被重工业的磅礴气势所震撼。
年轻的钱鸣高坚信，国家的兴盛必须走发
展重工业的道路。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国家工
业化首先需要能源支撑，而我国当时90%
的能源要依靠煤炭。为此，发展能源急需
采煤工程方面的专业人才。入学几个月
后，钱鸣高响应学校号召，由机械系转入
采矿系学习。

当时，我国的采矿科学事业几近空白，
采矿手册和教材不是英文就是俄文的。而
且，更重要的是里面的学术观点、技术方法
没有一条是由中国科学家提出的。在这样
两眼一抹黑的情况下，钱鸣高主动加强英
文、俄文的学习，将外国的技术、观点、经验
消化吸收并形成自己的知识体系。

本科毕业后，钱鸣高被分配到北京矿
业学院续读研究生，师从我国著名采矿学
家张正平及前苏联专家伊·叶·洛莫夫。
钱鸣高非常珍惜继续学习的机会，全身心
投入到科学研究中，带病坚持下井测定数
据是家常便饭。长期超负荷工作，使他的
身体受到较大损伤。

1956 年，他被确诊患上空洞型肺结
核。经过一年多的治疗，钱鸣高于 1957
年出院并留校任教，科研方向是当时直接
影响煤矿安全生产的矿山压力及控制。

变“压力”为动力

钱鸣高的科研工作是从研究矿山压

力开始的。“煤炭是从地层中获取资源，采
矿是对浅部地层的破坏性扰动，因此采煤
引起的岩层运动是岩层破断时和破断后
的力学行为，别的学科无法借鉴。”

同时，采矿学科更是一门实践性很强
的科学，它要求研究者不断地深入现场，
需要具备扎实的基础理论知识，这样才能
在实践中将千变万化的现象提炼成反映
事物本质的力学模型。

一次，钱鸣高在开滦赵各庄煤矿通过
研究得到了开采过程中矿山压力变化的
一些规律，他激动地向矿总工程师汇报，
以为能得到好评。没想到对方的回答让
他心凉了半截儿，“说得不错，但是怎么解
决咱们矿的实际问题”？

经过这件事以后，钱鸣高明白了，规
律也好，模型也罢，必须应用到实际生产
中，能解决问题，这才是科研的关键。

1958年至1964年间，钱鸣高在阜新、
开滦、阳泉、大同等矿区一线搞技术革新，
置身于工人、工程技术人员中间，学习他
们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同时也丰富了自
己对矿山压力控制的认识。

在那个技术相对落后的年代，矿井工
作基本上是人工操作，非常危险，频繁发
生的矿难事故迫使钱鸣高不断思考工作
面矿压形成的原因及解决办法。他发现，
问题的关键在于层状坚硬岩层随着工作
面推进破断成块状后，其运动有一定的规
律性，而破断岩块由于边界条件限制互相
挤压有可能形成承载结构，而此结构形态
的稳定与否和状态的改变将表现为工作
面矿山压力。

钱鸣高把坚硬岩块视为构件单元，用
结构力学的方法获得老顶破断岩块相互

“铰接”形成结构力学模型的解释，并确定
了其稳定条件，这使得采矿工作面各种来
压现象（顶板大变形和台阶下沉等）和支

护原理得到了合理的解释。
后来，结合矿井的实际开采，钱鸣高

和科研团队进行大规模测定，得到块体运
动的全部信息，证实了他的岩块结构力学
模型的成立。

1982 年，在英国举办的国际岩层力
学讨论会上，钱鸣高宣读了他的论文《岩
壁开采上覆岩层活动规律及其在岩层控
制中的应用》，得到与会科学家的高度评
价。大会主席称赞该文：“给人们留下深
刻印象，为大会作出了贡献。”有的学者还
把钱鸣高的理论称为“鸣高模型”加以评
论，由此该理论得到了学术界认可，把中
国的矿压研究提升到国际先进水平。

科学开采造福后代

进入 21 世纪，我国经济进入高速发
展阶段。由于基础设施建设对电力、钢筋
和水泥需求量猛增，而这些都需要煤炭的
支撑。我国煤炭年产量很快由近10亿吨
提高到 40 亿吨，接近全世界产量的 40%
至50%。但与此同时，大规模的开采和利
用也超过了环境容量，对空气质量（雾霾
的形成）和开采地的水资源、土地以及区
域环境带来严重影响。煤炭在为国民经
济发展做出重大贡献的同时也受到社会
的责难。

鉴于此，钱鸣高和团队提出了岩层控
制的“关键层”理论，以解决开采过程中地
层内应力场和裂隙场的变化，并以此为基
础于 2003 年提出了煤矿“绿色开采技
术”，包括煤与瓦斯共采、保水开采、控制
地表沉陷、矸石减排等。绿色开采提出后
在国内外引起很大反响。

著名采矿专家 A.K.Ghose 对此专门
作了评论：“中国专家在绿色开采技术方
面的创新性发展是基于‘关键层’理论。

关键层理论巧妙地把岩层移动和上覆断
裂岩层中瓦斯和水的渗流及流动结合在
一起。这些技术为减少采矿对环境的破
坏提供了方向，有望改变煤矿开采作为环
境破坏者的面貌。”

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人
为本的理念越来越深入人心，但同时，煤
炭作为主要能源的现状在短期内仍然无
法改变。对此，钱鸣高在不同场合不遗余
力地呼吁，要珍惜资源，发展煤炭开采的
机械化和智能化，保护环境和保证工人安
全的“科学采矿”。

科学采矿同样在行业内引起强烈反
响。近年来，我国加大了煤矿安全技术研
究和管理力度，大量关闭小煤矿，从而煤
矿的百万吨死亡率由2002年的5.02降低
到2018年的0.15。同时为了保护开采地
的环境，大力发展充填技术和复垦技术，
有的学者还制定了科学产能以及煤矿开
采科学性的评分标准，为各种条件下科学
采矿提供了方向。同时提出了资源应该
实现在环境容量内的科学利用，这事实上
也是煤炭行业“由大变强”的必由之路，是
煤炭科学的发展方向。

如今，已经 87 岁高龄的钱鸣高仍然
时刻关注着我国煤炭行业的发展，他经常
来到学校和学生们一起分享国际上最新
的学术动态，还会参加一些国内外的会
议，为煤炭行业发声。

关于科技发展，钱鸣高在他 80 岁时
曾经说：“人生苦短，60年弹指一挥间。一
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而集体的力量是无
限的，我虽然在有些方面形成了思路，但
工作不可能全部完成，还是要后继有人，
若方向正确，就要让年轻人继续下去。希
望年轻人以批判的眼光去继承和发扬，使
科学研究以最高的效率，像接力一样达到
科学的顶峰，造福人类。”

七 十 载 无 悔 煤 炭 人 生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矿山压力与岩层控制学专家钱鸣高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常 理

联勤保障部队某输油管线团管线一队士官吴勇：

驾 驭 钢 铁“ 油 龙 ”
本报记者 姜天骄

“这是党和人民给我
的莫大荣耀，是祖国给予
我的最大鼓励和鞭策。”抚
摸着金灿灿的纪念章，回
想起前不久受邀参加国庆
70周年庆典，河南开封市
祥符区电影公司党支部书
记、经理郭建华依然激动
不已。“作为一名农村电影
放映工作者，我要为农民
群众送去更多更好的精神
食粮。”

郭建华是一位跨世纪
的农村电影放映员。她常
说，是一块洁白而神圣的
银幕，伴随着她从青春走
过花甲，一句为农民放电
影的承诺，让她坚守农村
电影放映阵地43年。

郭建华说：“我 40 多
年来没干完也没有干够的
一件事，就是为农民放电
影。”

从上世纪70年代起，
郭建华就在农村放电影。
刚开始，乡亲们叫她“放电
影的好闺女”；后来，孩子
们叫她“放电影的好妈
妈”；现在，大家都叫她“放
电影的老太太”。在她当
放映员的20年里，共为观
众放映 13000 多场电影；
在当站长和经理的 23 年
里，共组织放映故事片、科
教片14万多场，观众达上
亿人次。

有人问郭建华，这43
年你是怎样坚持下来的？她说：“是电影的魅力和老百
姓对电影的喜爱把我留在了放映场。”

1976年，郭建华成为开封县电影公司的一名农村
放映员。那个年代，农民一听说哪个村放电影，十里八
村的乡亲们早早就背着孩子、拎着凳子，成群结队地向
放映场跑去，一场电影的观众至少几千人。

1978年，电影《烈火中永生》刚在农村热映，大家
都翘首以盼。当时郭建华已经怀孕7个月，但为了能
让乡亲们尽早看上这部电影，她每天晚上去3个村放
映6场。到了第18天晚上，第二场还没放完，她疼痛
难忍地倒在了放映机旁。乡亲们用板车把她拉回家，
孩子早产了。丈夫对郭建华说：“你放映的电影主题曲
叫《红梅赞》，孩子就叫红梅吧。”

上世纪90年代，农村电影放映市场走下坡路，不
少电影公司相继关门倒闭。县电影公司前任经理辞
职，上级决定聘请郭建华当公司经理。“电影市场红火
的时候，我是一个放映员，电影市场不景气的时候，我
不能当逃兵。”郭建华临危受命，接过了这个担子。

上任第一天，她向职工们鞠躬说：“天上不会掉馅
饼，我没有给大家带来钱和物，只带了两横一竖一个

‘干’字。我们不能让乡亲们看不上电影！”就这样，濒
临倒闭的县电影公司又重新启动了。这一年，大家心
里都铆足了劲，电影公司年收入由原来的不足4万元
上升到20万元。

郭建华放过十几万场电影，最难忘的电影是《焦
裕禄》。她说坚持为群众放电影的原因源于电影《焦
裕禄》里的一个镜头：“当年的焦书记拉着板车，给
人民送去的是救命粮。我就是在焦裕禄精神的感召
下，下决心为农民送去精神食粮，让焦裕禄精神代代
传承。”

“这么多年苦过累过，但我为农民放好电影的信念
一天也没有改变过。几十年来，我只要一坐在放映场，
机器一转，随着银幕上精彩的故事和观众一起落泪、一
起欢呼、一起鼓掌的时候，也就忘记了什么是苦、什么
是累、什么是亏。”郭建华说。

作为一名老电影人，郭建华爱电影，爱农村，爱
乡亲们，她就想守好农村电影这块阵地，为乡亲们做
点实事。

村里看电影缺少场所，她带领职工经过反复试验，
研制出“春雨”牌流动电影放映棚，并获得国家专利。
农村婚丧嫁娶有人大操大办，她提出“红白事不大办，
演场电影大家看”，现在办红白事放电影成为新时尚。
基层社会治理难，她就告诉群众，要“多敲锣槌鼓槌，少
敲法槌”，在放映电影前，她在各村镇广场组织盘鼓队，
扇子舞、广场舞等活动，既吸引了农民观影，又增进了
邻里和谐。农村电影市场缺乏吸引力怎么办？她采取

“按需放映”“菜单式点映”，老百姓喜欢看啥就给他们
放啥。

郭建华生在花生窝万隆乡，长在花生主产区祥符
区。为了让乡亲们种植的花生获得更好的收成，在她
的建议下，河南影视集团拍摄了科教片《咱家花生好收
成》，影片有故事、有情节、有演员，让农民在欢声笑语
中学到了先进的花生种植技术。

2018 年，郭建华为农民放映了 143 场电影。“电
影是我的生命，我离不开电影，更离不开群众。只要
乡亲们喜欢看，俺情愿当一辈子乡村放映员。”郭建
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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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鸣高在介绍煤炭安全生产情况。 （资料图片）

郭建华介绍自己从事的放映工作。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