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我大三时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誓
词对我来说，最核心的是‘奋斗终身’4个
字!我的生命会比一般人短，我的人生也
许只是别人的半辈子， 所以我更珍惜时
光。”5月5日，湖南省纪念五四运动100周
年座谈会上， 长沙理工大学计算机与通
信工程学院研究生邹勇松分享了自己的
故事。台上的他自信飞扬，哪里像个曾经
需要每天自己腹膜透析4次以维持生命
的病人。

1990年， 邹勇松出生在新化县芦茅
村一个农民家庭，4岁那年， 因为持续高
烧，得了肾炎。2017年，被诊断为尿毒症。
为挣钱给邹勇松治病，父母、哥哥和姐姐
相继离家前往广东打工。

2017年6月手术后，邹勇松在没有亲
人陪护的情况下，每天给自己做透析。他
用紫外线灯给帐篷消毒、 用加温箱给透
析液加热、用透析管将一袋4斤重的透析
液输入腹腔。 每天四次， 一年时间上千
次，很多时候，做完透析后的他痛得在被
子里蜷缩颤抖。

“对待病痛，哭能怎样，它又不会轻
一点；只有笑，才能给自己带来勇气与希
望。” 有人问邹勇松，是什么让他在微笑
中熬过病痛的时光？ 他说，“贫穷虽然限

制了我的医药费， 但不能限制我的意志
力，我要活下去！”

邹勇松在与病魔作艰苦斗争的同时，
自强不息，顽强拼搏，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申请获得3项软件著作权、2项专利发明、1
项实用新型专利； 先后获得湖南省大学生
数模竞赛二等奖， 全国大学生数模竞赛三
等奖，全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全国大学
生年度人物”提名奖称号。

“这些发明都来源于现实问题，在看
到救护车因交通堵塞而延误救治后，我
研究设计了‘紧急救助系统’；在发现同
学们打印资料不方便后， 我研发制作了
‘共享打印机’。”邹勇松说。

2018年11月27日， 邹勇松等到合适
肾源， 成功接受移植手术并逐渐恢复健
康。 病后重生的经历让邹勇松深深感悟
到，一切奋斗的价值，最终要通过奉献来
体现。 恢复健康后的邹勇松积极为贫困
地区儿童募集物资， 向红十字会登记捐
献自己的器官和眼角膜， 成为了一名器
官捐献志愿者。

“下学期， 我就要开始攻读博士学
位，开始新的奋斗之旅，尽管未来仍将艰
辛曲折， 但我知道， 我不是一个人在战
斗，我会更加爱护自己的身体，更努力、
更奋斗、更优秀。现在人人为我，将来我
为人人。”邹勇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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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
青
春
的
礼
赞

� � � �青年兴则国家
兴， 青年强则国家
强。 在广袤的三湘
大地上， 激扬着热
情与活力的青年们
正以蓬勃向 上 之
力， 在平凡的岗位
中挥洒着汗水，在
自我奉献中展现人
生价值。

“五四”青年节
之际， 湖南日报记
者采访了部分 “湖
南青年五四奖章”
获奖单位和个人，
探访他们背后的奋
斗故事和青 春 梦
想。 这些青年生力
军用努力奔跑的姿
态证明， 奋斗是青
春的底色， 更是青
春的礼赞！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当地时间2018年7月22日，国家主席
习近平向塞内加尔总统萨勒移交塞内加
尔竞技摔跤场项目的“金钥匙”，标志着
援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这个承载中塞情
谊的民心工程正式完工。

这一工程的建设者们， 是湖南建工
集团援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项目部。一
群年轻的湖南青年，用3年的青春和汗水
谱写了“一带一路”征程上的动人诗篇。

竞技摔跤， 是非洲国家塞内加尔的
一项古老运动，代表着力量和荣誉。

由中国政府援建、 湖南建工集团承
建的援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项目是国家
商务部的重点援外项目， 也是非洲首座
现代化竞技摔跤场。 项目总建筑面积
18000平方米，2万个座位，总造价2.79亿
元。

“这里曾是一片充满泥泞、杂草丛生
的沼泽地。摔跤场项目占地面积大、地质
条件差、地下水位高、异形结构多、钢罩
棚跨度大， 这些不利因素给整个项目团
队造成了很多困难。”湖南建工集团第六
工程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李朝回忆说。

为此， 项目部根据项目各个班组的
人员结构、 工种特点选拔了一批业务过
硬的青年班组长组建了一支15人的青年
突击队，专门为攻克技术难点出谋划策，
钻研解决方案。

由于工程场地的地下水位过高，桩
侧土层以砂土为主， 桩基施工容易发生
塌孔，桩侧阻力受到影响，建设初期就让
施工队碰上了技术难点。

青年突击队的团支部组织委员朱科
主动提出要从源头抓起的解决思路，组
织大家通宵达旦在现场试验， 清除杂填
土， 严格把关桩基成孔及水下砼浇筑的
质量，保证桩基施工顺利开展，节约了宝
贵的施工时间。

摔跤场的场馆中央是一块长达
206.9米的钢罩棚，如何施工成为整个项
目钢结构施工环节中最大的拦路虎。

青年技突击队队长袁楼主动请缨，
接下了这块难啃的硬骨头。 他带领着钢
结构班组找出关键点， 对关键位置的构
件进行应力监测， 确保构件在最终进入
使用状态后的初始应力在设计范围内。
吊装工况多，主次桁架共分为49段，每段
重量、长度、吊装位置各异，钢结构班组
的青年们顶着40摄氏度的高温， 在距地
面一百多米的钢桁架上从组对、 焊前清
理、焊接工艺、焊层清理、质量检验等几
个方面严格管控，保障了质量全面达标。

项目完工后， 塞内加尔体育部长马
塔尔·巴发出感慨：“塞内加尔人民的摔
跤梦、体育梦从此有了扎根的土地。”

作为一个援外项目的海外建设团
队， 援塞项目部的青年们还充分展现了
中国人的专业和善良， 赢得了当地人的
点赞。

“项目共为当地民众提供了4000多
个就业岗位。 为增强塞籍员工的职业技
能，项目部在中塞员工间建立起了‘师徒
结对’帮扶关系，对塞方青年员工进行一
对一指导、传授，共培训塞方员工1500余
名。”李朝说。

项目部还向当地困难家庭送去生活
物资及慰问金、 帮助附近居民清理社区
排水渠道、 为社区活动广场修葺垮塌的
围墙、 免费为附近学校修建儿童足球场
等，被当地民众称为“中国好朋友”。

为表达感谢， 塞内加尔政府授予湖
南建工集团相关负责人“国家雄狮勋位
团骑士勋章”和“荣誉勋位团骑士勋章”，
这是塞内加尔首次向国外企业负责人颁
发此类勋章。

如今，每当夜幕降临，灯火通明的摔
跤场在夜色映衬下仿佛是一颗耀眼的明
珠，屹立在“西非之角”。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从口袋里只有2300块钱，到“中国A
股IPO电商第一股”，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
创始人戴跃锋用了15年的时间，将面膜卖
到183个国家和地区。

1982年，戴跃锋出生在湖南邵阳市洞
口县黄桥镇。那个镇子出了两个互联网明
星，一个是微信之父张小龙，另一个就是
戴跃锋。

2003年，大学毕业后，戴跃锋进入长
沙一家国有企业，一年后他提出辞职。“当
时想得很简单，主要是不想过着一眼望得
到尽头的生活。”戴跃锋说，当时口袋里只
有2300块钱。

2004年， 戴跃锋在淘宝网开了自己
的第一家网店，正式“触网”。当初戴跃锋
和朋友在长沙南面一个破旧的小区里，两
三个人蜗居在50平方米的房间，没日没夜
地“网上淘金”。

“创业改变命运。每一个创业者在创业
的路上可能会有100次想放弃，但最终可能
他又有101次想过要坚持下来。”戴跃锋说。

2011年， 公司销售额实现过亿元，戴
跃锋被阿里巴巴评为全球十佳网商。随
后， 戴跃锋带领公司入驻长沙高新区，有
了正式的“家”。期间，获得团省委的创业

扶持资金和长沙团市委的支持，“这对我
们的草根创业团队来说，如同雪中送炭。”

为了把产品做得更好， 戴跃锋先后体
验过从几块钱到几千块钱一片的几百个品
牌面膜； 聘请新加坡科学家担任研发总监，
组建100多人的研发团队，成立院士专家工
作站， 研发500多款产品， 申请专利100多
项。2018年初御家汇顺利在A股上市， 被媒
体誉为“中国A股IPO电商第一股”。

戴跃锋说，自己有两个愿景，第一个
愿景是做全球第一的面膜企业，第二个是
做全球前十的美妆企业。2018年公司营业
收入超过22亿元， 其中进出口额超过4亿
元， 通过电子商务渠道出口到俄罗斯、巴
西、美国等183个国家和地区，单面膜销量
超过7亿片， 已成为世界销量第一的面膜
企业。

“我相信，创业的本质是完善社会。创
业不只是追求财富、地位和荣誉，更重要
的是一定要常怀感恩之心， 有家国情怀，
主动履行社会责任。” 戴跃锋说。

2018年，戴跃锋个人通过质押股份贷
款，捐赠3600万元，创立了汀汀公益基金。
现在已奖励了360名乡村教师和360位品
学兼优的学生， 奖励金额超过500万元。
“希望能让更多农村孩子，相信自己，看见
未来。” 戴跃锋说。

御家汇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戴跃锋———
把面膜卖到183个国家和地区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5月2日，开化至上海南D5690次动车
组列车静静停靠在开化火车站，通体绿色
的外形特别引人注目。这组动车组是“复
兴号”家族新成员，因其翠绿色涂装，被称
为“绿巨人”。

“绿巨人是我们参与研发的一款绿色
环保、具有完全自主创新知识产权的轨道
交通产品,是我国动车组的又一张闪亮名
片。”5月5日，中车株机公司机车系统研发
部经理、 党支部书记王位兴奋地告诉记
者。

“绿巨人”的研发团队，是一支生机勃
勃的青年军。研发部的78名设计人员中，35
周岁以下的占了54人。近年来，这支年轻的
队伍发挥青年优势， 在重大创新任务中冲
锋在前，与国内外众多竞争对手同台竞技，
主动出击、“专啃硬骨头”，实现“多点开花”。
2年来， 机车系统研发部共有专利申请73
项，发明专利63项，专利授权27项，发明专
利18项，显现出生力军的担当。

青年人才大量涌现， 背后原因何在？
对此，王位说，研发部采用“师带徒”“压担
子”的人才培养方法，新员工都会与相关
技术专家签订一份培养协议，充分发挥专

家的传帮带作用。“这种制度为年轻员工
快速成长提供了好的机会，新进的员工两
到三年后都会成长为行业骨干。”

目前，在中车株机公司机车系统研发
部，由青年人担任项目主管是常态。在动
车组领域，担任总体设计主管的许良中博
士只有34岁，担任电气设计主管的李辉只
有33岁，而整个项目组成员平均年龄不到
32岁。近年来，通过国家级、省部级研发项
目、海外项目的锤炼，研发部先后培养出
“中青年科技创新领军人才”1人，获“全国
优秀科技工作者”称号1人，享受国务院特
殊津贴专家1人，多人获得正高级工程师、
高级工程师职称。

近年来，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
机车系统研发部还承担了马来西亚米轨
货运、南非双流制窄轨货运、北马其顿货
运等多功能电力机车的研发，出口南非的
电力机车更是创下了国内最大的整车出
口订单，创汇近20亿美元，为全球轨道交
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去年6月，中车株
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与德国铁路股份公
司签订了20台新型混合动力“火车头”框
架协议，这是中国首次进入欧洲核心国家
的轨道交通产品，开创了中国轨道交通产
品首次出口世界一流制造强国的里程碑。

中车株洲电力机车有限公司机车系统研发部———
为全球轨道交通发展贡献“中国智慧”

湖南日报记者 于振宇

成功发射我国第一颗军民融合鉴定
技术验证卫星；帮助清华大学成功探测到
空间X射线和带电粒子触发的径迹；与中
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共同组建“先进微纳
卫星研制联合实验室”……

成立仅三年，长沙天仪研究院交出的成
绩单，牛气十足。不仅如此，这支平均年龄不
到33岁的天仪星空远征团队，三年内共完成
6次太空任务，把12颗卫星送上了太空。

“目前，我们团队已经完成第二代标
准化平台的技术研发，一年可批量生产10
颗小卫星，这也是中国商业航天首次实现
批量化生产。”天仪研究院创始人、CEO杨
峰的语气里，满是自豪。

2015年，北航毕业从央企离职的杨峰
遇到了曾参与神舟四号到八号等工程任
务的工程师任维佳，两个同样具有航天情
结的人一拍即合，创立了致力于太空科研
事业的天仪研究院。

在很多人看来，太空科研市场是块难
啃的硬骨头，规模小、攻坚难、利润薄。但
在杨峰看来， 这却是件很有意义的事情。
“按照传统的实验卫星发射方式， 国内大
量的太空科学实验难以上天验证。” 杨峰
举例说， 中国空间站曾向全国征集到了
1000多份太空科学实验需求， 而通过发
射卫星得到验证的项目只有70个，这意味
着其余900多个科研项目没有等到太空
实验的机会。

巨大的供需矛盾，让天仪研究院坚定
地选择了研发微小卫星平台的决心。没有
资金， 没有办公场所， 没有专业的团队
……但再简陋的条件也没能阻止初创者
的创业热情，天仪研究院成立当年就研制
并发射了自己的第一颗卫星。

2016年，天仪研究院完成了基于商业
微小卫星的太空试验平台的研制。该平台
可以为全世界科研机构、企业和个人提供
灵活、高效的太空科学实验和技术试验服
务。 试验的准备时间从原来的5-10年缩
短至1年以内， 成本也由原来的动辄上千
万元降到100万元。

“航天不是遥不可及，我们希望让航
天技术与每一个普通人发生联系。” 杨峰
说，近年来，天仪研究院在跨界合作上积
极探索，与华为、江苏卫视、优酷、小新星、
星球奇境等众多组织合作；服务模式也从
原有单一的技术验证拓展至卫星+具体行
业应用等，让天仪的技术应用到更多的生
活场景中。

从人造卫星到载人航天， 从月球探
测到火星计划，从“悟空”到“墨子”，从
天宫到天舟， 中国航天事业一步步走向
辉煌。“我们预计2019年发射20颗卫星，
拥有发射30颗卫星的能力，预计到2020
年有发射100颗卫星的能力。”杨峰自豪
地说， 今天的天仪研究院把企业梦想和
中华民族航空航天梦想紧紧地联系在
一起， 在这个伟大的时代规划出自己的
宏伟蓝图。

长沙天仪星空远征团队———
3年把12颗卫星送上太空

湖南建工集团援塞内加尔竞技摔跤场项目部———
谱写“一带一路”征程上的动人诗篇

长沙理工大学研究生邹勇松———
世界以痛吻我，我要报之以歌

制
图/

张
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