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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黄利飞

三一重工从涟源发源，1994年挺进长沙
并进入工程机械行业， 瞄准的第一个产品就
是混凝土泵车。

混凝土泵车对三一重工来说， 是辉煌的
起点。

20多年来，从三一重工泵送制造部“走”
出去的产品， 曾为公司创造了最高达60%的
销售业绩。混凝土泵车对三一重工来说，也是
“命脉”般的存在。

2019年，三一重工泵送制造部荣获“全
国工人先锋号”。 记者走进泵送制造部车间，
探访员工，寻找三一重工走向世界、走向一流
的密码。

“‘世界泵王 ’就是在我们
这里造出来的”

三一重工泵送制造部是一个大部门，共
有员工2036人， 包含大小制造工序上百道，
除安排生产计划、零部件制造加工外，还有装
配、涂装、检验等。其作战的“主战场”，就是亚
洲最大的智能化制造车间、行业闻名的18号
厂房。

在18号厂房，各个环节紧密协作，通过
最后一道检验工序后，喷涂着“SANY”品牌
标识的混凝土泵车等设备，“肩负” 着各自使
命，奔赴世界各地。

欧胜是三一重工泵送制造部经理， 谈起
从他手中“出去”的设备产品，满是自豪：“‘世
界泵王’就是在我们这里造出来的，我们生产
的混凝土泵送设备，已遍布全球。”

泵送制造部曾最高为三一重工创下60%
的销售业绩；现在挖掘机等板块崛起，逐渐成
为三一重工新的业绩增长点， 泵送板块的利
润贡献率仍达30%左右。

有人称， 泵送制造部是三一重工的“命
脉”所在。除了业绩贡献率高外，其产品还是
三一重工品牌的一面旗帜。

三一重工超高压混凝土拖泵参建了迪拜
塔、香港国际金融中心、苏州国际金融中心、
广州东塔、上海环球金融中心等高楼，不断成
功“挑战”世界的高度。目前中国300米以上
的高楼，80%由三一重工的混凝土设备施工；
500米以上高楼， 全部由三一重工泵送设备
完成混凝土输送。

“不制造不良品、不传递不良
品、不流出不良品”

今年年初， 三一重工泵送制造部在年度
科技大会上， 给优秀员工和项目共颁发了
1500万元奖金，“2桥37米泵车” 获得了大会
的最高奖金826万元。

受益于如火如荼的新农村建设， 三一重
工生产的2桥37米混凝土泵车， 因很好地解

决了农村混凝土泵送效率低下这一难题，备
受市场青睐。

三一重工泵送制造部经理欧胜告诉记
者，在产品开发制造过程中，工作人员“日日
夜夜跟着车跑”，不停地发现和解决泵车在实
际施工中遇到的问题， 产品也由此快速更新
迭代，并且质量过硬，代理商和施工方“慕名
而来”，“2桥37米泵车”供不应求。

“品质改变世界”是泵送制造部20多年
来始终坚持的理念， 工匠精神在这里得到充
分体现。

欧胜介绍，进入泵送制造部的员工，第一
堂培训课不是传授技能，而是灌输质量意识。
在日常工作中，每一位制造人都坚持自检、互
检，严守质量关，确保产品高质量。

在泵送制造部，工作人员都自觉遵循“三
不”的质量承诺：“不制造不良品、不传递不良
品、不流出不良品”。如原材料供应环节，任何
一块钢板没达到相应强度， 哪怕只差0.01兆
帕，都要求“回炉锻造”；在装配环节，螺丝拧
紧度必须完全符合标准， 否则无法进入到下
一工序。

设备在重要工程作业时， 制造人员还会
进入项目特级服务小组，与其他小组成员24
小时轮班，对设备“望、闻、问、切”，确保施工
质量。

万丈高楼平地起， 三一重工从起步研发
混凝土泵车， 到成为全球最大混凝土机械制
造商，质量管控是第一要诀。

“从制造到‘智’造，制造部门
得做前锋”

在18号厂房，物料从立体仓库“自动”配
送，机器之间相互“传达”生产信息，人、设备、

公共资源十分协调。仅50分钟，一台全新的泵
车就能成功下线。一条装配线日均可下线20台
泵车。

2011年，18号厂房一条装配线一天也能下
线20台泵车， 但今天的20台跟当年的20台，完
全不可同日而语。

“以前600人干活，现在不到200人，人均效
率和经营指标要好得多。”三一重工泵送制造部
经理欧胜说，这得益于制造部通过信息化平台
升级，全面实现制造业务数字化。

如，制造车间配备了智能数据录入系统、智
能物流系统、智能检测系统等智能化信息系统。
如果整个车间是一个大机器人，以上信息技术
的融合，便使这个大机器人拥有了一个十分聪
明的大脑，它收集并下达指令，指挥车间的人和
设备在正确的时间和地点做正确的事，并随时
应对外部的变化。

制造部不仅要考虑制造过程的智能化，还
得负责为设备“装”上聪明的大脑。他们在每一
台设备上植入控制芯片和传感器，设备就变得
跟人一样，会根据施工现场的不同状况“随机应
变”，可以“听取”和“收集”客户的意见，还能感
知外部环境的变化和危险并发出警告。

“从制造到‘智’造是个系统工程，制造部门
得做前锋。”欧胜说，三一重工的智能制造还有
许多地方可以改进和优化，由此可见中国的智
能制造任重道远，三一重工泵送制造部将继续
奋进，为中国贡献一个名副其实的“智”造升级
样本。

■工匠感言

不制造不良品 、不传递不良品 、不流出不
良品。

———三一重工泵送制造部经理欧胜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名片】
罗靓，女，1990年出生，长沙市开福区

政协委员，润苗儿童康复中心主任。她自筹
资金创办康复中心，为百余名自闭症、智障
儿童提供康复服务， 组建了2000余人的志
愿者爱心团队，获评2018年长沙市“十佳爱
心基层残疾人工作者”、新时代学雷锋扶残
助残“善行四十佳”、开福区首批“星青年”。

【故事】
“这个视频中虎头虎脑的小男孩，出生

就被诊断为‘脑损伤+自闭症’。他不说话，
情绪极不稳定，经常捶打自己，因此身上总
是青一块紫一块。 我们通过6年的努力，现
在孩子能仿说三四个字，基本不自残了，大
小便可以自理……我记得， 当初教会他答
应一声‘唉’，就教了一个多月。”

5月4日，长沙市开福区首批“星青年”
代表罗靓讲述自己的故事时， 台下听众泪
光点点。

毕业于中央民族大学音乐系的罗靓，
主修音乐治疗。2009年， 大学二年级的罗
靓就开始接触特殊儿童群体， 她跟随导师
在中央音乐学院给一群自闭症、智障、唐氏
综合征儿童做音乐治疗， 经过3年实践，这
个亟需关爱和帮助的庞大群体更坚定了她
的初心。

2012年大学毕业后，罗靓带着所学回

到长沙一家特殊教育机构任教。2014年，
在家人的帮助和支持下， 她投入近百万元
创立了润苗儿童康复中心， 专门为0至14
岁自闭症和智障儿童提供康复服务。

“特殊教育机构最难的是招老师，一样
拿薪水但很多人都不愿意来。”

“先是在雨花区，后是在开福区，我们
的办公场地几易地方，困难重重。”

“很多家长不愿意承认自己孩子是有
缺陷的，这样却耽误最佳治疗时期。”

场地难、招人难、沟通难，深入走进
这个领域，各种“拦路虎”让梦想和现实
有很大差距，但罗靓并没有放弃。她告诉
记者，自己办学不为盈利，爸爸妈妈给的
嫁妆都拿来填了办学的“坑”，坚持要把
学校办下去。

2016年初夏， 她带着孩子们在长沙
学院的草坪上做康复治疗。 一位大学生
志愿者贾旭冉被她的精神所感动， 呼吁
发动了更多的志愿者和她携手帮助这些
特殊的孩子。

从土木工程学院到生命与环境学院
再到外语学院，从学长学姐到入校新生，
这支帮扶小分队在长沙学院逐渐发展到
2000余人。每天下午，可爱的大学生志愿
者们都会分组到润苗进行一对一帮扶，
并利用他们的钢琴、舞蹈、音乐等特长启
迪孩子们心灵。

2017年，在开福区政协、团委、残联的
帮助下， 政府扶持残障儿童的项目在润苗
落地。近几年，通过积极的康复治疗，中心
送出了十几个孩子回到幼儿园， 这对罗靓
来说是莫大的鼓励。

“我最大的幸福是孩子们都可以清楚
地叫我一声罗老师。” 罗靓深刻感受到，个
人力量尽管微小，但只要坚持不懈，也能如
星星之火般凝聚起强大的爱心力量，“爱就
是让更多人感到幸福，大家一起努力，快乐
就能翻倍增长。”

爱意满满地轻抚着孩子们的手工作
品，这个身形单薄的“90后”女孩笑脸盈
盈，她乐观、积极、阳光的正能量让人肃然
起敬。近几年，罗靓先后提交了“关爱自闭
症儿童”“关注特殊教育”“优待特教教师”
等提案， 感召越来越多的政协委员、 大学
生、爱心人士加入到这个爱的大家庭。

“泵”发力量，驰骋世界
———记“全国工人先锋号”三一重工泵送制造部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罗靓：
把幸福分享
让快乐翻倍

黄春娥：

“快带孩子出去，这里有我”
湖南日报记者 唐善理
通讯员 张兴国 杨万里

5月22日， 记者来到永州市零陵区梳
子铺乡水字桥完小采访。 提起黄春娥这个
名字，学校师生和乡亲们个个都称她是“好
样的”。

“黄春娥舍己救人、勇斗歹徒的壮举让
人感动，值得我们每个人学习。”回忆起几
年前发生的事情， 时任水字桥完小校长彭
新强至今仍激动不已。

“那天若没有黄春娥的奋不顾身，也许
学校会出大事。”当时受到歹徒伤害、现年近
70岁的当事人眭兰英奶奶眼含泪水地说。

今年49岁的黄春娥，是永州市零陵区
梳子铺乡人，1992年去浙江杭州打工。
2013年，黄春娥回到娘家，受聘担任水字
桥完小的生活老师， 负责学生的宿管及清
扫卫生。

黄春娥对待工作严谨认真、 一丝不苟，
把自己的爱心融入到孩子们的日常生活中，
学生们都亲切地称她为“黄阿姨”“黄妈妈”。

2016年4月30日早晨6时许， 天刚亮，
早早起床打扫卫生的黄春娥， 发现校园内
出现一名20岁出头、 下身赤裸的男子。该
男子先是闯入二楼男生宿舍， 而后穿上学
生放在宿舍里的衣服，飞快跑上三楼，对住
在三楼宿舍内的守校员眭兰英老人进行殴
打，致其呼吸困难。见此情状，黄春娥一边
大声呵斥其不要打人，一边走上前去制止。
男子又从三楼跑下来， 走到教师宿舍入口
处。黄春娥担心男子伤及他人，便手持撑衣
杆，尾随其后。男子突然闯入一楼守校人员
房里， 欲对一名躲在那里的四年级女学生
施暴，黄春娥见状，快步冲到男子身后，拼
命拽住男子的手臂。这时，该男子转身对其
殴打，黄春娥一边大声地对同事喊“快带孩

子出去，这里有我”，一边紧紧抓住男子手
臂不让他伤人。男子摁住黄春娥，朝她的前
额猛咬数口后，又死死咬住黄春娥的鼻子。
承受着剧痛的黄春娥并没有屈服和放弃，
而是使尽全部力气，经过一番殊死搏斗，从
男子手中挣脱，并迅速跑出屋外，将房门反
锁，把男子控制在房内。

跑出来的黄春娥， 气喘吁吁地对守校
人员说：“快，快打电话报警！”话未说完，就
昏倒在地。

10多分钟后，当地政府和派出所工作
人员赶到现场，将行凶男子制服。此时的黄
春娥额头、鼻子、衣服全被鲜血染红，被迅
速送到永州市中心医院抢救。

黄春娥右眼被咬伤，眉毛处缝了15针；
鼻子被咬致鼻软骨断裂，因无法缝合，只能
进行假鼻手术。 经鉴定， 黄春娥属重伤二
级，至今她的鼻子还是没有完全修复好。事
后经司法鉴定，施暴男子系精神病患者。

说起当年舍身救人的举动， 黄春娥对
记者说：“我不是什么英雄，当时只想，就是
拼了命也不能让学生和老人受到伤害。那
天搏斗的经过至今还让我经常做噩梦，但
我不后悔。”

黄春娥先后被省、市、区评为“见义勇
为”先进个人，还相继荣登“湖南好人”“中
国好人”榜。

■点评

人的伟大是精神， 人的美丽在心灵。虽
然黄春娥的鼻子再难以复原，失去了对一个
女人来说重要的容颜，但她奋力保护他人安
全的那一声“快带孩子出去，这里有我”的豪
言壮语,彰显了她的浩然正气，诠释了一个农
家女子舍己救人的牺牲精神。 她的一言一
行、一举一动，虽然那么朴素，却那么美丽。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肖畅 通讯员 王成奇

36岁的廖敏还记得， 当他3年前带着妻
儿登上从东京飞往长沙的飞机时， 脑海中闪
现出一句话“科学无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尽管当时，他已是世界著名学府的助理教授，
并被日本法务省认定为高级别人才， 有着丰
厚的薪资待遇。

“留学前就知道自己一定会回来，因为这
里才是我的国， 这里才有我的家。”5月15日，
记者见到的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
授廖敏，一副黑框眼镜、一件浅蓝色衬衣，正
埋头扎在一堆科研资料里。

2009年，从湘大硕士研究生毕业的廖敏
考入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物理电子系统工程专
业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他便获得日本学
术振兴会 （JSPS） 博士特别研究员奖励
（DC2）和日本全球卓越中心 (GCOE)计划项
目的资助。2015年， 他被聘为日本东京工业
大学元素战略研究中心助理教授， 从事微电
子器件集成工艺方面的研究。当时，院系领导
强烈推荐他去三菱集团、 日本国立材料科学
研究所等单位任职，却被他一一拒绝。

“也许到国外之后你会更加爱国。”廖敏
说，在一次留学生活动中，曾有日本学者调侃
“偌大的中国，居然没得过科学类诺贝尔奖”，
这让一旁的廖敏内心五味杂陈。不久，当中国
科学家屠呦呦获得诺贝尔生理医学奖的消息
传来，“那种生为中国人的骄傲和自豪， 是无
法用言语形容的。咱们大中国，也能发明出世
界顶级的技术！”谈起这个，廖敏的眼里依旧
闪烁着光。

“以你的才干， 应该去更好的平台。”
2016年初，当导师得知廖敏想放弃日本优厚
的待遇回国发展时，劝导他。“学成报国，这是
我们中国科技工作者最庄严的使命， 也是初
心。”廖敏没有犹豫，直接回复说。

当年4月， 他毅然踏上了回国的旅程。随
后， 加入湘潭大学低维材料及其应用技术教
育部重点实验室， 从事航天用铁电存储器技
术国产化攻关研究,并成为该项目负责人。

“当时，国外的实验条件和待遇确实比国
内优越许多。而且，相对而言，在国内其实很
多研究方向与他所学的专业都不是很吻合。”
湘潭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党委书记谢胜
文坦言。

廖敏却不顾这些， 始终保持着一股干事创
业的激情，奋战在科研和教学一线。“他365天无
休息， 不是特别忙的时候大概凌晨一两点离开
实验室，忙的时候曾连续工作了48小时。”在湘
大攻读微电子学专业博士学位的刘晨说。

通过夜以继日的努力， 廖敏在国内首次实
现了新型铁电存储器单元的全后栅集成。 在协
助团队获批国家有关部委重要项目的同时，他
又作为项目负责人获批了相关重要科研项目。
在相关科研领域内， 该团队的研究已处于国内
一流水平。

“我们的目标，是要让中国成为除美国、日
本之外， 第三个能自主生产铁电存储器并能超
越传统技术的国家，以此打破国外垄断，维护国
家安全和利益。”廖敏说着，目光坚定。2018年，
他被破格晋升为教授，同年入选湖南省“湖湘青
年英才”支持计划。

“很多日本人对中国的了解大多还停留在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回国后的这几年，廖敏每
年都会邀请日本的专家学者来中国参观、交流。
经他牵线搭桥， 多次来中国交流的日本东京工
业大学电子电气工程学院一名教授曾发出感
慨：“中国的发展确实很快，这才是中国速度！”

爱国情 奋斗者 学成报国是初心
———记奋战在科研一线的青年“海归”教授廖敏

湖南日报5月23日讯 （记者 周月桂 通
讯员 戴帅汝）已是小满节气，季节仍在晴晴
雨雨中不太分明，夏天似乎迟到了。这两天湖
南又开启了升温之旅，多地最高气温突破30
摄氏度。这一次湖南要成功入夏了吗？气象专
家表示，24日晚开始强降雨再度发展， 高温
天气将偃旗息鼓，近期入夏的可能性不大。

今年5月以来，全省平均气温偏低，季节
在暮春与初夏间徘徊。 据省气候中心资料显

示，今年5月以来（截至5月21日20时），全省
平均气温为20.2摄氏度， 较常年平均气温偏
低1.4摄氏度，其中洪江、慈利、常德等地气温
偏低2摄氏度以上。此外，数据显示，今年5月
1日至5月21日， 全省平均累积日照时数为
46.4小时，较常年偏少了44.4小时，位居1951
年以来历史同期第十低位。

省气候中心气候预测首席专家谢益军指
出，今年5月上中旬，湖南冷空气活动频繁，且

势力偏强，带来了明显降温。同时，5月以来湖南
多阴雨天气，且日照时数偏少，在阴雨寡照天气
的影响下，气温上升乏力。

按气象学标准，连续5天日平均气温稳定超
过22摄氏度为入夏。从往年数据来看，全省平均
入夏时间是6月1日， 今年的夏天目前还不能判
断是否迟到。专家表示，5月24至27日，全省还
将经历一次较强降雨过程，降雨过程频繁，近期
入夏的可能性仍然不大。

月桂聊天
季节在暮春与初夏间徘徊，降雨将再度发展

近期入夏可能性不大

黄 春 娥 为
学 生 做 饭 菜 。
（资料图片）

通讯员 摄

� � � � 4月9日，长沙县三一重工18号厂房，工作人员对泵车臂架吊装工序进行验收。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摄

罗靓。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