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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大勇

初秋的长沙，阳光依旧炽热。位
于长沙经开区的中国铁建重工集
团股份有限公司的厂房内， 更是热
火朝天。几台直径10余米的重型盾
构机上， 工人们正在做交货前最后
的检测。

“这台是出口到印度的， 直径
12.14米。那几台是出口到俄罗斯和
韩国的。” 中国铁建重工党委书记、
董事长刘飞香走在井然有序的车
间内，娓娓道来。看着盾构机，他如
同看着自己的孩子， 目光中流露出
自豪与温柔。

变外商的“印钞机”为
中国的“争气机”

盾构机，全名叫“盾构隧道掘进
机”，是一种隧道掘进的专用大型工
程机械，被称为“地下航母”。长期以
来，盾构机技术被国外垄断。

“国外每台盾构机售价都在1.5
亿元左右。 刀盘和零部件的更换，
要价更是高得离谱。盾构机变成了
他们的‘印钞机’。”铁建重工首席
专家何其平介绍。

“用国外的产品，吃过亏，受过
气。不但配件供应不及时，服务也
跟不上。” 刘飞香说，“如果不掌握
核心技术，中国的地下工程建设很
容易被扼住喉咙。”

2007年开始，刘飞香带领团队
扎根长沙，瞄准盾构机这一国内研
发空白，立志要造出中国人自己的

“地下航母”。
“那时候条件艰苦，设施简陋，

办公室就是几个工棚， 四面进风，
但我们必须迎难而上。” 刘飞香回

忆起那段创业岁月，颇有感触。研发
期间，整个团队没有周末、没有节假
日，全力以赴，层层攻关。

2009年，铁建重工研制的第一
台具有完全知识产权的盾构机面
世。这台盾构机一下线，便用于北京
地铁建设。

前线指挥打来电话报捷， 这台
盾构机顺利掘进， 完成预定目标，而
且月进度达600多米，远超国外的同
类型盾构机。刘飞香长舒了一口气。

2010年，长沙地铁盾构机采购
竞标， 铁建重工的产品凭借优异的
技术性能和高性价比，一举“击倒”
国外知名品牌。

在长沙地铁2号线的施工中，铁
建重工的盾构机创造了一次性掘进
1800米不换刀盘的纪录。 整个区间
作业完成后， 刀盘的磨损程度很轻，
甚至刀盘内侧的很多地方连油漆都

没有掉，盾构机完好率达到96%。
目前，铁建重工研发制造的盾

构机已经出口到欧洲，其在地下工
程装备方面逐步成为全球领跑的
专业企业。

“我们要做，就做自主创新，只
研发能填补国内国际空白的产品，
只研发市场占有率能达前两位的产
品。”刘飞香说这话时，一股湖南人特
有的霸气和闯劲洋溢在眉宇间。

正是这股精气神，把盾构机这
一外国厂商的“印钞机”变成了中
国人的“争气机”。

科技创新是第一要务，
也是发展的根本

铁建重工科技发展部的郝蔚祺
用了3个“超出常人”来评价刘飞香。
她说：“刘总对待科研开发工作，有着
超出常人的严谨，超出常人的热情，

还有超出常人的创新能力。 在刘总
身边， 我们必须随时绷紧脑海中的
弦，才能跟上他的节奏。”

在刘飞香看来， 铁建重工是科
技型企业，科技创新是第一要务，也
是发展的根本。 他担任国家级企业
技术中心主任， 每个重要的项目都
去研发一线，带领团队攻坚克难。

铁建重工从2007年创办至今，
一直坚持战略创新、 制度创新和科
技创新。“虽然铁建重工现在成了行
业的领头羊，但始终坚持两个不变，
一是研发技术人员占员工总数的
20%不变，企业现有超过1000名研
发技术人员； 二是研发经费占营业
收入的6%不变，企业每年都会拿出
几亿元经费开展研发。”刘飞香说。

在铁建重工， 整个研发团队的
平均年龄在35岁。35岁的秦念稳，
因工作出色，技术过硬，被提拔为铁
建重工智能技术研究设计院院长。
在人才的提拔任用上，“不拘一格”
与“有为便有位”是刘飞香的原则。

“就算我退休了，没有了我刘飞
香， 铁建重工也能继续朝前发展。”
刘飞香爽朗地笑着。

正是年轻化的研发团队和干部
任免上的灵活机制激发了活力。铁建
重工目前拥有专利超过1000项，并创
造了每周研发2项成果的业界纪录。

在骄人的成绩面前，科技创新的
脚步并没有停滞。刘飞香把下一个目
标瞄向地下工程装备的数字化与智
能化，他说：“智能制造是中国制造的
一个历史性机遇，会是下一个经济增
长点。必须主动抓住数字化智能化机
遇，实现企业转型升级。现在，我们的
地下工程装备已经实现半智能化，未
来两到三年将全部实现智能化。”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阮涛 何坤鸿 何翔宇

9月7日，在兴隆步行街启动腾讯
“九九公益日”募捐活动，对城市贫困
农民工进行大病救助。

9月8日， 走访慰问环卫工人，送
上中秋月饼。

……
9月11日， 记者打开郴州市兴隆

步行街商会会长张朝旗的工作记录
本，一股暖流扑面而来。

今年58岁的张朝旗出身贫寒，小
时候缺吃少穿， 在邻里乡亲的关爱中
慢慢长大。1979年， 张朝旗高中毕业
后招工到郴州湘南大酒店工作，2003
年下岗，一家人生活陷入困窘。

下岗不落志的张朝旗，2006年东
拼西凑10多万元，在兴隆步行街租下
一间门面开起服饰店，每天起早贪黑，
生意越做越顺，日子好了起来。

有了节余不忘回报社会， 张朝旗
热心捐资助学、 帮助困难群众，10多
年来个人捐资达30多万元。他还倡导
成立兴隆步行街志愿者协会、 兴隆步
行街爱心捐助互助会， 吸引众多商户
加入。今年5月，张朝旗荣登“湖南好
人”榜，被评为“助人为乐好人”。

今年秋季开学前夕， 张朝旗致电
北湖区仰天湖瑶族乡大塘中心学校负
责人：“近期， 将组织爱心商户对学校
贫困学生进行一对一资助。”

大塘中心学校贫困学生多， 张朝
旗非常牵挂他们。去年秋天，他带领爱
心商户来到学校，向77名贫困学生捐
助32600元。看到学生们穿着单薄，张
朝旗又发动兴隆步行街商户捐赠衣服
1300多套，送到学校给学生们穿上。

“感谢张伯伯，衣服漂亮！暖和！”
临走时，有学生把张朝旗紧紧抱住，不
让他走。

北湖区教育基金会负责人说：“张
会长非常关心教育，这些年他带领爱心
商户资助贫困学生的事例不胜枚举。”

“公益路上不停步，好事做了一箩
筐。”说起张朝旗，兴隆步行街爱心捐
助互助会常务副会长李胜利竖起大拇
指称赞。

兴隆步行街商会办公室墙壁上挂
满了锦旗，有不少是送给张朝旗的，其

中一面是这里商户员工的亲戚龚菲送
的。

龚菲说：“前几年，舅舅、舅妈因癌
症相继去世。今年初，在兴隆步行街工
作的表弟也被查出患了肝癌。 张会长
知道情况后，立即组织商户进行捐款，
当天把募捐的1.7万元送到表弟手上，
让他放心治病。”

“表弟已是癌症晚期，最终没能治
愈， 但张会长给了他莫大的温暖。”龚
菲哽咽道。

每天天微亮， 张朝旗和志愿者在
兴隆步行街党群服务站准备好粥、馒
头和桌椅，热忱接待周边60多名环卫
工人吃早餐。

为使“爱心早餐”继续下去，张朝
旗建立兴隆步行街爱心捐助互助会每
日一捐微信群，吸引100余人加入。每
天，大家争先恐后往群里发红包，金额
不限。 张朝旗早上醒来第一件事就是
往群里发6.66元红包，他还要负责“爱
心早餐”采购、加工、发放。

在张朝旗带动下， 兴隆步行街的
商户纷纷加入志愿服务行列， 献出自
己的一片爱心。

■点评

下岗不落志， 自己创业致富后不
忘回报社会。10多年来，张朝旗坚持捐
资助学、帮助贫困群众，好事做不停。

“德不孤 ，必 有 邻 。 ”在 他 的 感
召下 ,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助人为
乐 行 列 ，爱 心 在 不 断 传 递 ,社 会 也
越来越温暖 。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9月9日晚，湖南护鸟志愿者周
自然宣布赢了一场“赌局”。

故事还得从洞庭湖小白鹭“南海
姑娘”说起。

湖南日报7月12日以《南海姑娘
的山河壮游》为题，整版报道了一只
洞庭湖放飞的小白鹭， 经过长途迁
徙， 到广西南海边的防城港过冬，并
于今年夏天曲折迁回洞庭湖的故事。

小白鹭“南海姑娘”是去年国庆
节当天自洞庭湖出发向南迁徙的。
今年什么时候起飞呢？ 她会沿去年
相同的路线迁徙吗？更重要的是，她
会在洞庭湖生儿育女并一起南迁
吗？对此，环保志愿者们十分期待。

8月22日， 湖南高科技企业环
球信士装在“南海姑娘”身上的鸟类

卫星跟踪器显示，“南海姑娘” 已启
程南迁。

这个时间比去年提前了30多天。
从她今年在洞庭湖区活动的信

号位置分布来看，“南海姑娘”没有一
个月以上的固定巢穴， 说明她没有
生儿育女。作为“单身狗”的“南海姑
娘”，有更多的说走就走的自由。

启程后，“南海姑娘”从湖南沅江、
城步，飞过广西融水，23日飞进广西南
部茫茫的十万大山。

周自然根据路线判断，“南海姑
娘”今年只怕要飞到越南过冬了。

可是， 就在周自然苦苦等待小
白鹭传来下一个信号的时候， 环球
信士负责人周立波告诉他， 信号断
了，“南海姑娘”很可能遇害了。

“怎么可能呢？”周自然说，“应
该是23日8时后她一直飞， 飞到越

南后信号回不来了吧？”
周立波说不可能， 这只小白鹭

戴的跟踪器是升级版的， 不但重量
轻， 还开通了国际漫游，“没传回数
据，十有八九出问题了。”

是否有这种情况，“南海姑娘”在
十万大山深处滞留几天， 而那个地方
没有信号？周自然问专家。

然而， 周立波对他的仪器很自
信，他说志愿者的意愿是好的，但是
“南海姑娘”的生还，已经是小概率
事件。

“我赌‘南海姑娘’还活着！”周
自然坚决不相信心爱的鸟儿就这
么轻易离去。

“如果我赢了，你给我3个信号。
如果输了，给2个。”周自然这个条件
让人哭笑不得。

就是说，不论输赢，都要周立波

给他新鸟的信号， 这样他就可以关
注更多的鸟的迁徙了。

就这样， 大家开始了沉默中的
等待。

9月9日22时， 消失半个月的
“南海姑娘”，终于又传回信号，回到
了大家的视野！

原来，“南海姑娘” 飞过了头，飞
到越南才“刹车”，然后往东折返去年
的越冬地防城港。

至于为什么出现一段时间的信
号丢失， 这就是专家们要解决的问
题了。

“南海姑娘玩失踪，专家鸟友说
纷纭。迁徙江湖大赌局，皆大欢喜忘
输赢。”这个两厢情愿的“赌约”为一
只鸟而设， 而这可能也是一个空前
绝后的“赌局”。

赌约的背后， 是科学家和鸟友
对鸟的牵挂和对科学问题求真务实
的态度。所以，当结果出现的时候，
输赢已经无需在意了。

刘飞香：

造出中国人的“地下航母”

为一只鸟， 立一个赌约

好事做了一箩筐
———记“助人为乐好人” 张朝旗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 � � �张朝旗 颜石敦 摄

刘飞香 通讯员 摄

湖南日报9月12日讯(记者 肖祖华
见习记者 郑丹枚 通讯员 魏志刚 张
亦斌)9月12日，邵东县举行第五届中秋
音乐诗会，来自湖南本土及北京、内蒙
古、陕西、湖北、广东、广西等地1000余
名诗人及诗歌爱好者共赏视听盛宴。省
作家协会主席王跃文等参加诗会。

恰逢盛世， 邵东县文艺创作活跃，
文艺工作者以诗歌、音乐等不同的艺术

形式歌颂祖国、讴歌时代。邵东中秋诗
会活动也成为省内外颇有名气的文化
名片。目前，该县诗歌创作者超过1000
人，省诗歌学会会员70人，诗作在《诗
刊》《星星》《散文诗》《芙蓉》《湖南文学》
《湘江文艺》等各类文学刊物刊发。

当天下午， 邵东文学爱好者还聆
听了诗评家草树和著名诗人刘年的诗
歌讲座。

邵东举行中秋音乐诗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