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新时代里，每个港口人都应该有‘不待扬

鞭自奋蹄’的精神，才能与时代同步，与时代共

进。”站在山东港口青岛港自动化码头上，71 岁的

许振超说。不远处，正在作业的大型自动化集装

箱桥吊，正精确、高效地吊运着来自海内外的集

装箱。

许振超，1968年参加工作，1994年加入中国共

产党。1974年 7月调入青岛港工作后，他先后担任

青岛港集装箱公司桥吊司机、固机队队长、桥吊队

队长、党支部书记，现任山东港口青岛港前湾集装

箱码头有限责任公司工程技术部固机高级经理。

“是时代催着我学，催着我进步；也是时代成就

了我，成就了我们港口工人。”回顾 50 余年工作历

程，许振超如此总结。

三句话不离拼搏和创新，“不服输”，是许振超

的“成长密码”。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各大港口全球化运输火

热，但那时多数港口的集装箱装卸效率较低。有的

港口因为装卸慢，导致客户责备，甚至丢失客户。

为此，当时在港口一线干桥吊队长的许振超下

决心要提高装卸作业效率。

一遍不行两遍，两遍不行三遍……每天带领工

人开碰头会、反思会……许多工人一开始并不理

解，更不接受，“放着舒坦的活儿不干，偏要追求什

么工时效率”。

许振超就是“不服输”，他始终抱着一颗“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心态，一遍一遍地跟工人们在码头

上“磨”。

很快，他带领班组逐渐练就了“一钩准”“一钩

净”“无声响操作”等绝活，熟练掌握了各类桥吊的

技术数据和机械性能，他也成为名副其实的“工人

专家”，并亲手带出了“王啸飞燕”“显新穿针”等一

大批具有社会影响的工作品牌，装卸作业效率因此

提升了20％。

但许振超并没有就此止步。

一位去过日本的船员说，日本的码头装卸作业

效率极高，不愧是在全世界都闻名的高效率港口，

很多船员都赞叹不已。

许振超的同事、桥吊司机郭磊告诉记者，这个

小小的经历再次激起了许振超“不服输”的劲头，这

一次，他要为国争光。

此时，青岛港新港区建成投用，现代化设备也

逐渐部署到位。

“有了金刚钻，敢揽瓷器活。”许振超再度带领

工人埋头苦干，熟悉新设备、研究新技术、探讨新方

法。与此同时，单位也给许振超极大支持，要人给

人，要钱给钱，要政策给政策，帮助许振超和他的团

队克服了很多困难。

2003 年，作为桥吊队长的许振超第一次带领

他的作业队打破了集装箱装卸世界纪录。此后，

“振超团队”又先后 9 次刷新集装箱装卸纪录。从

此，“振超效率”闻名世界。

尽管如此，许振超依然“不服输”。2006年，许

振超又领衔组织实施了轮胎吊“油改电”集成技术

创新，填补了该技术的国际空白，年节约资金 2000

万元以上，噪音和尾气排放接近于零。

如今，许振超依然在传统集装箱码头改造征程

上前行。他带领攻关团队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双起

升岸桥的远程半自动操作，让司机离开传统的高空

驾驶室，在现场控制室即可实施远程控制操作，为

传统码头向半自动、自动化转型提供了一条可复制

的成功经验之路。

正是凭借着过硬的素质和成绩，许振超先后荣

获改革先锋、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劳动模范、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第一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范、

最美奋斗者等称号，被誉为新时期中国产业工人的

楷模。

文/新华社记者 王 凯

许振超：新时代港口工人“不服输” 包起帆：扬起创新的征帆
在位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校区内的包起帆创

新之路陈列馆，参观者络绎不绝，有高校的师生，有

工厂的员工……他们来到这里，都为寻找一个答

案：创新的持续动力来自什么？

包起帆，从码头工人到技术骨干、企业带头人、

物流专家、国际标准的领衔制定者……在众人眼中，

包起帆的人生充满惊叹号，而包起帆自己认为，他只

是从未在平凡的岗位上画上创新的句号。

1987 年 4 月 9 日，包起帆凭借“15 吨滑块式单

索多瓣抓斗”项目获第 15 届日内瓦国际发明与新

技术展览会金奖。2015年，同一个授奖台上，他再

次获得3枚国际金奖。时隔28年，港口生产实现了

由人力化向机械化，由机械化到数字化，再到自动

化、智能化的数次跨越，他的持续创新和卓越贡献，

令主办方都惊诧不已！

而他的发明远远不止于抓斗。他参与开辟我

国港口首条内贸标准集装箱航线，参与建设我国首

座集装箱自动化无人堆场，积极推进国际首套全自

动散矿装卸设备系统的研发，领衔制定了集装箱—

RFID货运标签系统国际标准。

上海港是中国航运经济扬帆起航的见证者，而

包起帆就是港口生产自动化创新的践行者。40多

年来，包起帆连续五届荣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荣

获全国优秀共产党员、第一届全国敬业奉献道德模

范称号。他带领团队技术创新，获国家发明奖 3

项、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3项，获巴黎、日内瓦等国

际发明展金奖 36 项。如今，他带领团队仍奋战在

创新一线。

包起帆的老同事王伟平讲述了一个“三上圆珠

笔厂”的故事。包起帆无意中发现圆珠笔的启闭结

构正是抓斗所需要的，但如何将这个原理应用到抓

斗中呢？包起帆找到圆珠笔厂希望能够看看图纸，

但不是吃闭门羹就是被推脱，最终他三上圆珠笔

厂，见到了图纸解开了谜团，抓斗新的启闭结构得

到实现。

“如果浅尝辄止，知难而退，就没有创新的成

功。其实，所有的技术革新都有一个破题、解题的艰

难过程。”王伟平说，“关键是面对困难时，你是选择

迎难而上，还是退避三舍，包起帆总是选择前者。”

哪里不安全，哪里效率低，哪里成本高，哪里质

量要提升，包起帆就在哪里动脑筋。从业 40 多年

来，围绕码头自动化、信息化、智能化和节能减排的

需求，他的创新版图不断扩大。

2006 年 5 月，在巴黎国际发明博览会上，包起

帆发明的诸多应用获得 4 枚金奖，成为 105 年来在

该展会上一次获得金奖最多的人。

包起帆提出的公共码头与大型钢铁企业间无

缝隙物流配送新模式，成为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

码头建设的优秀典范，为此，2009年他获得世界工

程组织联合会“阿西布·萨巴格优秀工程建设奖”。

进入 21 世纪，我国成为世界集装箱港口吞吐

量第一大国，但在这一领域国际标准的制定中却鲜

有中国的声音，更难有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中国发

明进入国际标准。

经过数年攻坚，包起帆团队制定的中国集装箱

电子标签相关国际标准——ISO18186（2011）终于

在日内瓦 ISO 中央秘书处正式发布。这成为我国

自 1978年开始参与 ISO 活动以来，在物流、物联网

领域首个由中国发起、起草和主导的国际标准。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包起帆践行生命不

止，创新不竭。他在工作中坚持创新，就是因为发展

的道路上会不断遇到新的问题，需要破除瓶颈，释放

活力。包起帆说：“我们艰苦创业需要付出汗水更需

要奉献智慧，要以创造性劳动为国家做出更大的贡

献，我们要在创新路上继续前行。”

文/新华社记者 贾远琨

“我知道我得罪了很多人，但我从没得罪过纪

委书记这个称号。”这句话出自王瑛之口，她生前曾

担任四川省巴中市南江县委常委、纪委书记。

王瑛，1961年出生。1982年，她从西南民族学

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巴中县畜牧局工作，之后被调入

地方纪委工作，成为一名纪检监察干部。

个头瘦瘦小小的王瑛一身硬骨。了解王瑛的

人都知道，在她面前说情是行不通的。在担任南江

县纪委书记的几年里，她直接牵头查办各类疑难、

典型案件 50 多起，面对来自各方面的阻力坚持一

查到底，为国家挽回直接经济损失1000多万元。

在纪检监察工作岗位上，她探索创新纪检监察

工作为民服务零距离、干群关系零隔阂、监督监察

零空档、案件查处零搁置、再塑形象零起点的“五个

零”工作法，严格监督执纪问责，坚决维护党的纪

律、国家法律权威，营造风清气正的良好环境。她

提出设立村级党风廉政建设督查员制度的设想，使

村级信访案件大幅下降。

父老乡亲的疾苦，让她牵肠挂肚。她奔走协调

相关部门，为住房与耕地被河流相隔的村民建了一

座铁索桥，极大便利了村民的耕作和生活；她用自

己获得“全国纪检监察系统先进工作者标兵”得到

的 2 万元奖金，资助农村贫困孩子读书；她还为当

地以背运为生的“背二哥”们建起了公寓，让他们有

了安身之所……在群众的心里，她就像一缕阳光、

一阵春风。

王瑛工作在纪检监察一线 20 年，担任南江县

级领导多年，一直清正廉洁、不徇私情，多次拒收礼

金，甚至拒绝了亲弟弟要她特殊关照的要求。她常

说：“我们手中的权力都是公共权力，如果用权力谋

私利，就是对人民的背叛！”

2006 年 7 月，南江遭遇特大旱灾，王瑛累倒在

抗旱一线，经查身患肺癌晚期。她谢绝上级组织调

换轻松岗位的提议，说：“我知道我没有多长时间

了，干一天算一天。我热爱纪检工作，我要在岗位

上坚持到最后。”

在 2008 年的汶川大地震中，南江成为重灾区

之一。地震发生后，当时已是肺癌晚期、正在重庆

接受化疗的王瑛立即提前结束治疗返回南江。她

深入乡镇，组织群众转移安置，监管救灾物资，一连

数月，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2008 年 11 月，王瑛因病去世，年仅 47 岁。她

被授予“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全国三八红旗手”“改

革先锋”“最美奋斗者”等称号。这位一生痴爱红叶

的女子，有着红叶一般的风骨和品格，她把一生奉

献给了革命老区巴中这片红色沃土，被大巴山人亲

切称为“永远的巴山红叶”。

文/新华社记者 吴晓颖

王 瑛 ：巴 山 红 叶 别 样 红 任长霞：登封“女神警”百姓“贴心人”
任长霞已经牺牲 17 年，但社会各界群众的缅

怀没有淡去。17年来，长霞精神化作一座丰碑，矗

立在嵩山脚下，高耸在人们心中。

任长霞生于 1964 年，河南省睢县人。1983 年

警校毕业后，分配到郑州市公安局中原分局从事预

审工作。1992年 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生前是登

封市公安局局长。

从警 21 年，她始终把人民群众的疾苦和安危

放在心上，忠诚履职尽责，守护一方平安，赢得群众

广泛赞誉。任长霞曾多次立功受奖，荣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全国青年岗位能手、全国三八红旗手、全

国优秀人民警察等荣誉称号。

过硬的业务素质、强烈的责任心，使任何嫌犯

都休想从任长霞手下溜走。据统计，任长霞在中原

分局预审科工作期间，共挖余罪、破积案 1072 起，

追捕犯罪嫌疑人 950余人，创造了河南公安预审史

上无可比拟的成绩。

2001年 4月，任长霞被任命为登封市公安局局

长，成为河南省公安系统有史以来第一位女公安局

长。由于当地各类积案堆积严重，任长霞组织“百

日破案会战”。特别是面对在登封白沙湖畔非法拘

禁、敲诈勒索、打杀无辜、民愤极大的王松黑社会性

质犯罪团伙时，任长霞通过缜密侦查、巧施计策，组

织干警将王松及其65名团伙成员全部收入法网。

在任登封市公安局局长的短短 3年中，她带领

民警打掉涉黑涉恶团伙 20 个，破获各类刑事案件

3420起，亲自处理群众来访来信 3467人（件）次，查

结积案 100 多起……当地群众都说登封来了一位

“女神警”。

2004 年 4 月 14 日晚，任长霞在郑州市公安局

汇报完工作，连夜赶回登封部署一起重大案件侦破

工作，途中遭遇车祸不幸牺牲，年仅 40岁。噩耗传

来，10 余万名群众自发从四面八方赶来为她送

别。任长霞牺牲后，被追授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

模范称号。2019年 9月，她又荣获“最美奋斗者”荣

誉称号。

今年4月14日，在嵩山脚下的登封市连天公墓

任长霞塑像前，警旗飘扬，青年民警们以诗歌、讲

述、献花等形式怀念任长霞，长霞精神代代传承。

17 年来，任长霞同志先进事迹陈列展接待前

来参观的群众近百万人，群众留言册积累了 150多

本，敬献花篮的挽联就存了三大麻袋。

任长霞生前常说：“心中只有公，人民才能安。

警察的前面为什么要加‘人民’二字呢？就是让你

牢记自己是人民的警察，人民的警察就要为人民办

实事、办好事，一切为了让人民满意！”

任长霞牺牲时，儿子卫辰尧还不满 17 岁。如

今，卫辰尧已从警 12 年。“我将沿着母亲走过的路

继续走下去。”卫辰尧说。

文/新华社记者 韩朝阳

当前的广州，正全力抗击新冠肺炎

疫情，广东省中医院派出多批护理队伍，

支援当地大规模核酸检测工作。“我和身

边同事都在学习叶欣护士长的精神，努

力奉献自己。”一位参与支援的护士说。

1956年，叶欣出生于广东徐闻一个

医学世家。1974年，叶欣被招进广东省

中医院卫训队。1976年毕业时，因护理

能力测试成绩名列前茅留院工作。后

由于突出的业务能力，被提升为广东省

中 医 院 二 沙 岛 医 院 急 诊 科 护 士 长 。

1996年，叶欣加入中国共产党。

2003年春节前后，一种病因未明的

非典型性肺炎开始在广州一些地区流

行。2 月上旬刚过，广东省中医院二沙

岛医院急诊科开始收治确诊或疑为“非

典”的病人。叶欣身先士卒，全身心投

入对急危重“非典”病人的检查、抢救、

治疗、护理工作。

“这里危险，让我来！”这是叶欣在

抢救“非典”患者时常说的一句话。为

了防止同事被感染，每天上班，她第一

件事就是亲自打来开水拿来预防药，亲

眼看着大家吃下去。她反复提醒大家

做好各项隔离措施，从医生到护工一个

不落，检查极为严谨和认真。

随着“非典”患者急剧增多，科室工

作强度不断增加。叶欣主动申请加班，

忙的时候，她拒绝接听家人的来电，只

是对接电话的护士说：“告诉他，我在班

上，没事。”

在一次抢救危重“非典”患者过程

中，叶欣不幸被感染。3月 4日，极度疲

倦的叶欣开始出现发热症状，不得不住

进了病房，随后被确诊染上了非典型性

肺炎。

即使倒在病床上，叶欣仍然不时通

过呼叫仪询问其他“非典”患者的护理

情况。最初几天，每当医护人员前来检

查和治疗，她总是再三叮嘱他们多穿一

套隔离衣，多戴几层口罩。她甚至提出

自己护理自己：“我是老护士长了，有什

么不行？”

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她用笔吃力地

写下：“不要靠近我，会传染……”2003

年 3 月 25 日凌晨，叶欣经抢救无效去

世，年仅47岁。

从开始护理“非典”病人直到病倒，

叶欣始终没有离开过岗位，没有回过一

次家，用生命谱写了一个白衣战士舍身

救死的感人篇章。叶欣殉职后被追授

“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最美奋斗者”“人

民健康好卫士”荣誉称号及“白求恩奖

章”“南丁格尔奖章”；2009年，叶欣当选

“100 位新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国人

物”。为弘扬叶欣精神，广东省中医院

把3月25日确立为“叶欣纪念日”。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突如其

来，广东省中医院先后派出 9批 88名医

护人员驰援湖北，并派出相关专家赴香

港、河北、云南、辽宁以及马来西亚等地

支援抗疫。

曾参与抗击“非典”的广东省中医

院急诊科大科总护士长邓秋迎说，“叶

欣精神”深深扎根在我们心中，造就了

一支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思

想技术过硬的队伍。

文/新华社记者 徐弘毅

叶 欣 ：身 先 士 卒 的 白 衣 战 士
面对着鲜红的党旗，已在荆州大堤

上奋战七昼夜的李向群，缓缓举起右

拳，在滔滔洪水声中，郑重宣誓：“我志

愿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8 年 8 月 22 日，这位军龄 20 个

月、党龄 8 天的解放军战士，倒在抗洪

抢险的战场上，永远闭上了眼睛。

在海口市秀英区东山镇，李向群烈

士纪念广场的雕像前，不时有人瞻仰。

不远处的一条巷子深处，便是李向群出

生和成长的地方。

1996年底，对军营充满梦想的18岁

的李向群，又一次向父母提出了参军的

要求。彼时，在改革开放政策和海南经

济特区地域优势下，李向群家创办的服

装加工厂和两个服装批发店生意红火。

李向群帮助管理家中的几辆车，小小年

纪就能赚不少钱。父亲李德清明白儿子

的心意，鼓励儿子报名应征。

当年 12 月，李向群来到原广州军

区某集团军“塔山守备英雄团”9 连，成

为一名英雄部队的新兵。

“从一名地方青年到合格士兵，再

到优秀士兵，来自特区、家境优裕的李

向群让身边的战友刮目相看。”“李向群

连”现任指导员王仕鹏说。

1997 年，李向群先后获团、营、连 3

次嘉奖，年底被评为“优秀士兵”。1998

年 4 月，由于在铺设光缆施工任务中表

现突出，李向群荣立三等功。

“我不知道你是谁，我却知道你为

了谁……”一曲《为了谁》20多年来传唱

大江南北，让人们始终怀念在 1998 年

特大洪水抗洪抢险救援中奋不顾身的

英雄们。

那年，李向群所在部队接到了抗

洪抢险的命令。“我必须回部队，上前

线！”正在家中休假的李向群这样告

诉 家 人 。 没 想 到 ，这 一 别 ，竟 成 了

永别。

抵达灾区后，李向群递上入党申请

书，要求参加党员突击队。14天的抗洪

战斗中，他跳入洪水检查管涌，左脚被划

伤、血流不止，仍强忍疼痛不下一线；他

连续奋战14个小时，直到高烧不退、体力

不支而晕倒在地，体温高达40摄氏度；他

拔掉输液针管跑到大堤，运送数十包沙

袋后，再次晕倒在大堤上……

1998年 8月 21日上午，听到紧急集

合的哨音后，李向群又从病床上爬起

来，坚持加入抗洪队伍。10 时左右，他

第 3 次晕倒，村民把他扶到阴凉处。缓

解后的李向群继续坚持战斗，但因极度

虚弱疲劳，第 4 次晕倒在大堤上，再也

没能醒来……

“我要上大堤！”这是党龄仅 8 天的

共产党员李向群留下的最后一句话。

李向群牺牲后，原广州军区授予他

“抗洪勇士”荣誉称号，并命名他生前所

在班为“李向群班”，所在连为“李向群

连”。1999年，中央军委授予李向群“新

时期英雄战士”荣誉称号。他的英模挂

像，被张贴在全军连级以上单位。

“家富不忘报国，矢志不渝为民。”

20多年来，“李向群连”一代代官兵接续

传承“李向群精神”，先后荣立集体二等

功5次、集体三等功17次。

文/新华社记者 于晓泉 刘一诺

李向群：“新时期英雄战士”的生命凯歌

包起帆（左）在上海港码头和工友

一道研究装卸货物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许 振 超 在 青 岛 港 工 作 (资 料 照

片)。 （新华社发）

任长霞像。 （新华社发）

王瑛生前在四川省南江县光雾山

的留影（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叶欣像。 （新华社发） 李向群像。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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