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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月桂

一个66岁的美籍华人，放弃含饴弄孙的生
活，远离家人，来到中国加班加点工作，而且不
拿一分钱加班工资，图的是什么？

“有生之年，能在中国服务，人生因此而圆
满；而能将自己的技术本领施展于此，更是拥
有无可比拟的成就感。”蔡焕堂言语诚挚、情怀
灼热，深深地打动着我们。

在精致的利己主义、庸俗不堪的成功学盛
行的当下，这个作风有些“老派”的美籍华人，
向我们展示了情怀的力量。

这个世界上技术权威不少， 但像蔡焕堂这
样有情怀的技术权威不多。醉心于冶炼、热爱着
中国，这是属于蔡焕堂的浪漫情怀与可贵初心。

采访中， 蔡焕堂颇有兴致地说起 “陶侃搬
砖”的典故，背诵《岳阳楼记》，古诗文信手拈来。
也许得益于中国文化的滋养， 他身上透出深厚
的家国情怀，以及对天地、时空的敬畏与大爱。

在工作之外 ，蔡焕堂对各种 “好处 ”不敏
感，对物质要求甚低，精神世界纯粹宁静。

专注与勤奋，让他在花甲之年仍在创造巨
大价值；情怀与梦想，让他的白发熠熠生辉。

我们知道，中国钢铁产能全球第一，但制
造圆珠笔笔尖“球珠”的不锈钢，却要从国外进
口。中国的制造业，仍有很长的路要走，这一切
都要靠“人”，实力和情怀兼备的人。

采访结束，蔡焕堂寄语年轻人：“中国现在
进步很快，希望现在的年轻人，多读点人文书
籍，而不仅仅是懂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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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大的厂房、 庞大的设备，挥
洒着粗犷的工业线条；空气火热发
烫，铁水沸腾不已……

这是三伏天的华菱涟源钢
铁有限公司210转炉炼钢厂，在
蔡焕堂看来， 这一切都散发着
“带着钢铁气息的工业美感”。从

青年时代开始直到现在，每一次
走进炼钢现场，都会燃起其血液
中的激情。

到明年7月31日， 蔡焕堂在华
菱的合约期限将届满。他觉得时间
紧迫， 密集地邀请专家前来讲课，
组织大家出国参观考察，每周三晚
上、每周六白天，都有例行的讲座
与培训……

进入炼钢厂，爬上楼梯，经过
高温转炉，来到控制室，蔡焕堂身
板笔直，走路带风。人们很难意识
到， 这是一个心脏装着支架的老
人。

穿着厚实的橙色工作服，走在
工人当中，蔡焕堂就是一个普通员
工的样子。 他跟别人最大的区别，
即满头灰白的头发，66岁的他是涟
钢最年长的工作人员。

蔡焕堂察看了前一天的设备
故障时间、中断连烧次数等生产指
标， 重点关注连浇炉数和铁水单
耗，“连浇炉数11炉，还不错；铁水
单耗这个月以来都在860公斤左
右，很好……”

从2010年到湖南执行安米对
华菱技术转让开始，蔡焕堂一直致
力于改进关键生产步骤， 节约成
本、提升能源效率、进行工艺开发
等。蔡焕堂认为 :“在美国，钢铁工
业的巅峰期已过，而中国还有足够
多的高山可以攀登。”

2010年左右，涟钢已经完成装
备升级改造， 拥有国内最先进的设
备， 但人们的观念和操作水平还亟
待提高， 用涟钢人的话说，“我们有
了一个金鸡婆，但下的是普通蛋”。

作为美国宾州州立大学冶金
博士、 安米研究发展部首席研究
员，蔡焕堂带来了许多具有颠覆性
的前沿理念， 并在涟钢不断实践，
推动涟钢向世界级的制造商进发。

钢铁行业有“吨铁吨钢”之说，
也就是说， 炼1吨钢要消耗铁水
1000公斤。得益于蔡焕堂的悉心指
导，今年以来，涟钢每吨钢的铁水消

耗历史性地降低到900公斤以下，
连浇炉数也由四五炉变成10多炉，
吨钢铁水消耗、 冶炼周期等技术指
标，达到国内同行先进水平。

此前，华菱生产用电有一半需
要外购， 一年电费最多时需要30
多亿元。蔡焕堂极力倡导二次能源
利用。华菱充分利用炼铁炼钢的余
热余温发电，如今，涟钢、湘钢的自
发电率都已高于85%，在行业内处
于领先水平。

“安米是世界上最优秀的钢铁
制造商，蔡博士把最先进的钢铁技
术和理念带到华菱，让我们找到了
追赶跨越的方向。” 涟钢总经理肖
尊湖说， 蔡焕堂带来的安米技术，
让涟钢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

“蔡博士让涟钢这个‘金鸡婆’
开始下‘金蛋’了。”涟钢员工更喜欢
以通俗的比喻夸奖蔡焕堂的功劳。

涟钢的汽车板用钢生产体系，
正是在蔡焕堂的指导下建立起来
的。

2012年6月，华菱安赛乐米塔
尔汽车板有限公司（VAMA）启动
建设， 作为VAMA的上游基板供
应商，涟钢由此开始了从普通板材
迈向高端汽车板材的艰难攀登。

“这些年在安米的技术支持
下，涟钢的汽车板基板质量已达世
界先进水平。”蔡焕堂介绍，有了高
质量的汽车板基板， 今年以来，
VAMA持续盈利， 已成功开发出
系列高端汽车板，并顺利通过一汽
大众、长安福特、菲亚特、德国本特
勒等多家主流汽车主机厂及一级
零部件供应商的认证审核。

7月26日晚，VAMA基板技术专题研讨周
三例会，蔡焕堂照例第一个走进会议室。

讲课过程中，蔡焕堂忽然停下，温和地对
一位年轻人说：“回家后再玩手机吧。”

离开湖南的日子还有1年， 他就有一种时
不我待的紧迫感， 每周保持2次以上的技术讲
座和案例分析，双休日都会参加公司的技术研
讨会。去年大年三十，蔡焕堂才带队从法国考
察回到长沙， 然后转机回台湾与家人吃年夜
饭。蔡焕堂还是中南大学的客座教授，经常到
国内的高校、钢厂交流讲学。

“我愿将毕生所学贡献给湖南。”蔡焕堂多
次这样表达，他认为涟钢的设备在中国是最先
进的，美国二三十年前的设备还在生产优质汽
车板， 涟钢完全有条件有能力把质量搞上去，
关键是要培训好“人”。

“蔡博士所做的一切远远不止于合约内
容。”华菱涟钢总经理肖尊湖说。为了尽可能全
面地接受安米的汽车板生产技术，涟钢专门成
立了一个技术小组跟随蔡焕堂“贴身”学习，
每年还安排了500多万元的技术培训费用。
一个尽心教，一个用心学，涟钢这个汽车板生
产的“小学生”进步很快，一步步赶超成为了
“大学生”。

“就像大学教授教小学生微积分，需要不
厌其烦地‘手把手’地教，”涟钢技术中心罗纲
介绍，蔡焕堂第一次到涟钢讲汽车板时，全厂
没有一个人听得懂。几年后蔡焕堂拿出同样的
PPT再次讲解，大家才觉得豁然开朗。大到整
个汽车板用钢生产体系的建立， 细到一个表
格、一个报告，他都不遗余力地传授、把关。

涟钢技术中心的赵如，因为同一个取样方

法，曾请教过蔡焕堂3次，每一次，蔡焕堂都同
样地耐心温和。

蔡焕堂是毫无保留的，办公室和家，随时
向所有技术人员敞开。他电脑里的文件，可以
直接拿U盘拷贝走。涟钢人说，这些都是“有钱
也买不到的宝贝”。

除了技术的传授，还有作风的影响。涟钢
技术中心邓必荣还记得2010年第一次见到蔡
焕堂的场景。那天他被派去办公楼门口迎接刚
刚到任的蔡焕堂，左等右等，都没有接到人，询
问同事才知道专家早已直接去了设备维修现
场。“有问题，第一时间到现场”，这是蔡焕堂的
工作原则，也渐渐成了涟钢所有技术人员的工
作守则。

在华菱及涟钢服务7年， 蔡焕堂用统一规
格的笔记本记了数十本笔记。他喜欢用蓝墨水
写字，字如其人，敦厚严谨，有如印刷体。他做
的PPT简洁严谨，笔记图文并茂，带有鲜明的
“蔡氏”风格，已成为涟钢人学习的范本。

转炉炼钢厂精炼车间主任谢建府写过一
份分析报告交给蔡焕堂。 两天后报告送还给
他，上面密密麻麻修改过的，不仅有技术上的
细节，连错别字标点符号都精心订正了。这是
谢建府上过的关于“严谨”最深刻的一课。

转炉炼钢厂技术科长周军军，大学毕业进
入涟钢成为一名炉前工。 有一次随蔡焕堂去
俄罗斯钢厂参观访问，进厂之前，外方有一个
安全生产理念的介绍， 周军军觉得这不是什
么高新技术，就心不在焉地四处张望，却瞥见
蔡焕堂拿着笔记本，已记了满满一页。从此以
后，无论何时，周军军都养成了认真记笔记的
习惯。

一日三餐， 蔡焕堂几乎都在涟钢的员工餐
厅用餐，“食堂的饭菜做得很不错。”

在美国生活多年，始终只习惯吃米饭，除了
觉得娄底的“三合汤”实在太辣了以外，湖南的
食物很合他的胃口。“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他对记者说。从胃到心，从内到外，蔡焕堂都是
“中式”的。

出身于台湾农家， 蔡焕堂有着中国人的勤
奋。靠自己的努力，考入台湾最好的高中和最好
的大学，拿下美国硕、博学位，成为全球最大钢
企的高管。 如今他的做派仍像最朴实勤劳的中
国老农， 他喜欢说的一句话是：“我们农村人不
怕吃苦。”

“考考你，锡矿山产什么？这是我小时候的
地理试题。”他得意地问记者。自小他就从课本
里知道，锡矿山产锑不产锡；他知道“于斯为
盛”的岳麓书院，也背过“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
下之乐而乐”； 他还有一批祖籍湖南的中学同
学， 其中包括台湾地区前领导人马英九……他
对中国的一切充满热情，对湖南尤感亲切。成年
后，蔡焕堂一直在寻找机会到中国亲身感受、验
证这一切。

1993年，蔡焕堂主动争取到一个机会，第一
次访问中国，参加一个技术研讨会。随后几年，
这个会讲中文的美国人， 成为冶金部和中国各
地钢企的“红人”，每年都要到中国传授“转炉溅
渣护炉技术”，该技术使我国钢铁企业吨钢成本
节省4元左右；以2016年全国钢铁产量计算，年
可节省炼钢成本50.4亿元。1999年，蔡焕堂获得
国务院颁给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友谊
奖”。

2005年，第一次到湖南，参与安米与华菱
的合作谈判。其时，中国钢铁工业正突飞猛进，
蔡焕堂也有了大干一场的豪情。

2006年，做完心脏搭桥手术刚3个月，身体
还没有完全恢复，他就来到涟钢，亲眼见证涟钢
第一座RH精炼炉（一种先进的炼钢法，全称为
真空循环脱气精炼法）投产。

随着安米对华菱技术转让正式实施， 他申
请到华菱工作。“中国是我最向往的地方， 我年
纪大了，再不去就来不及了。”他这么说服妻子。

2010年，蔡焕堂的申请获得通过，正式开
始了在湖南的生活。

“中国真美，和书里读到的一样，和想象中
一样。”7年间，他到处寻访全国各地人文和自然
美景：去宁夏，感受“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
去乌鲁木齐，寻找与“丝绸之路”有关的蛛丝马
迹；吟诵着《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到赤壁怀
古……中国的书法、诗词、京剧、围棋，也都令他
赞叹沉迷。

7月23日，星期天，天气热得不像话，蔡焕堂
却和友人顶着大太阳去了一趟涟源湄江景区，
归来依旧兴致勃勃：“山、水、湖、洞，美不胜收
啊！”

“我要感谢湖南给我的馈赠，”蔡焕堂说，有
生之年，能在中国服务，人生因此而圆满；而能
将自己的技术本领施展于此， 更是拥有无可比
拟的成就感。

他也是想家的。采访中，他主动邀请记者翻
阅家庭影集。他有一儿一女，7个孙子孙女，都在
美国生活。7年间， 每年只能见上一两面，“孙子
大的10岁，小的1岁，小一点的都不认识我。”蔡
焕堂有些失落。妻子也因此一再催促他回家。

蔡焕堂原本在华菱的合约期是3年，后来合
约期延长，变成5年，后来又变成了7年。

66岁在国内早已是退休年龄。“这一次合约
期满，您还会延期吗？”他思索着回答：“只要健
康允许、中国需要，我愿意一直干下去……”

“中国还有足够多的高山可以攀登”

“我愿将毕生所学贡献给湖南”

“我是百分之百的中国人”

一个有情怀的技术“大拿”■记者手记

蔡焕堂：
“中式”洋专家与湖南的情缘

� � � �他是世界顶尖的炼钢专家，因主导引进“转炉溅渣护炉技术”，使我国钢铁企业吨钢成本
节省4元左右，由此获得国务院颁给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友谊奖”；

他是安赛乐米塔尔集团（简称“安米”）的顶级专家，目前在湖南执行安米对华菱的技术
转让工作，将世界最先进的炼钢技术带到华菱，助推着这家湘企攀越行业之巅；

他是美籍华人，出生于宝岛台湾，有一个中国胃，更有一颗中国心，在湖南工作生活7年，
对湖南怀有特殊的感情———

蔡焕堂

� � � �蔡焕堂（右二）在工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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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 �荨荨（上接1版）
通知指出， 要深刻认识习近平总书记

“7·26” 重要讲话的重大意义， 领会精神实
质。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站在党
和国家发展全局的高度， 立足历史和现实、
理论和实践、国内和国际，科学分析了当前
国际国内形势，系统总结了党的十八大以来
党和国家事业发生的历史性变革、取得的历
史性成就，深刻阐述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坚持
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重大理
论和实践问题，深刻阐明了未来一个时期党
和国家事业发展的大政方针和行动纲领，提
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思想、重要观点、重大
判断、重大举措，具有很强的思想性、战略
性、前瞻性和指导性，是一篇指导我们党决

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伟大胜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为党的十九大胜利
召开奠定了重要政治基础、思想基础和理论
基础。

通知强调，加强领导，明确要求，迅速兴
起学习宣传贯彻热潮。全省各级党组织要把
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作为
当前理论武装工作的重点任务， 与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和

治国理政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紧密结合起
来，切实增强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
识、看齐意识，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
同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高度
一致。

通知强调，要紧密结合“两学一做”学习
教育，作出专门学习安排，制定周密的学习计
划和方案。 坚持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带头学
习，把学习习近平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
神纳入党委（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的重点内

容，结合实际作出相应安排，带动基层单位和
普通党员干部的学习。 各地要结合学习型党
组织建设，采用主题报告会、座谈讨论、主题
征文等形式， 组织基层党组织和党员干部开
展学习； 各级党校和行政学院要把学习习近平
总书记“7·26”重要讲话精神列入教学计划，
各级各部门要结合自身实际举办多种形式的
学习班、研讨班、培训班；推动习近平总书记

“7·26”重要讲话精神进高校、进课堂，组织广
大师生进行学习；切实做好习近平总书记“7·

26”重要讲话精神的宣传报道，在全社会迅速
兴起学习宣传热潮；组织撰写一批有分量、有
深度、有说服力的理论文章，不断把学习引向
深入。

通知要求， 各级各部门要切实用习近平
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精神指导湖南工作，抓
好党中央各项决策部署贯彻落实， 扎实有效
推进全省各项工作开展， 以优异成绩迎接党
的十九大胜利召开。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严
格落实管党治党“两个责任”，推动全面从严
治党向纵深发展，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营造
良好政治生态。 要进一步抓紧抓实意识形态
工作， 及时掌握、 准确研判意识形态领域形
势，敢于亮剑、敢于发声、敢抓敢管，为党的十
九大召开营造良好氛围。

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
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重要讲话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