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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周建巨报道 省劳模
王秋艳是浙江达峰汽车技术有限
公司研发中心主任，主要负责企业
新产品、新技术设计开发工作。

2012年7月，王秋艳从浙江大
学催化研究所博士毕业，很多研
究机构向她抛来了橄榄枝。但
是，让人大跌眼镜的是，她竟然选

择了当时在行业内还不具备名气
的长兴县一家小民企入职。身边
人不解：“放着好端端的研究院铁
饭碗不要，为何偏要去小企业吃
苦？”她则认为：“我在实验室里做
了五年的机动车尾气治理研究，
我想看看我们的研究成果是怎样
在市场上得以应用的，研究不应

该只停留在实验室阶段。”

新产品使销售收入连续五年翻一番

王秋艳初到公司那会儿，生
产车间的工人和质量部门的同事
得知她是博士，纷纷提出了生产
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彼时，刚出
研究所的王秋艳，连产品的生产
过程都还没有搞清楚。不过，她
拿出了博士惯用的钻研劲头，泡
在车间一个星期，和工人一起做
产品，针对问题，一个个通过设计
实验验证，赢得了大家的信服。

有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王
秋艳在达峰的机动车尾气催化净
化研发工作“开挂了”。仅一年时
间，满足国五排放标准的尾气净
化器产品就设计出来了，为企业
赢得了拓展市场的充裕时间。

新产品设计开发成功后，她
的脚步没有停下或者放缓，不断
将现有工作深化，于是有了性能更
优、成本更低的产品。2016年，研
究成果进一步深入，有了现在的满
足国六排放标准的产品。经她手
设计的尾气净化器产品，可以在国

标允许排放值基础上再降低30%
的汽车尾气排放，实现汽车的绿色
出行。

王秋艳凭借“先人一步”让达
峰汽车出产的尾气净化器打破了
外资企业独占鳌头的局面。2013
年，在提前三年研发出满足国五
排放标准的新产品后，公司销售
收入连续五年翻一番，让企业尝
到了科技创新带来的甜头。

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

王秋艳作为一名基层科研管
理者，她以助力企业长远发展为
己任，在提高自身业务素质的同
时，致力于企业自主创新能力的
提升，在产品设计开发过程中，
王秋艳也很好地体验了一把团队
建设的成就感。在浙江达峰汽车
技术有限公司工作的8年时间，
她见证了研发中心从只有3名员
工到公司现在拥有40多人的研
发团队。

研发团队中化学专业的都很
少，更别提专业研究方向的了。
大部分同事都是本科毕业，没有

设计开发经验。在这样的情况下，
她授人以鱼，更授人以“渔”。在项
目设计开发过程中，倾囊相授，教授
专业知识、实验设计方法，鼓励团队
成员进行技术创新。由此，团队中
有多位同事因为工作成绩突出，通
过“绿色通道”评上了工程师。这对
他们来说，是之前想都不敢想的。

近年来，王秋艳带领公司研
发团队申请50多项专利，授权30
多项专利，企业研发中心现在已
经被认定为省级企业研究院。作
为负责人先后承担国家级、省市
级科技项目10余项。带领企业
研发团队高效率开发新产品 50
余项，并均实现了批量化生产，其
中5个新产品被认定为省级新产
品，获得浙江省科技进步奖3项，
她领衔研发的满足国五排放标准
的尾气净化器产品，荣获2017年
度浙江省科技进步三等奖。

对此，王秋艳深有感慨：“我
非常庆幸，我选择的工作是我喜
欢的，让我们的环境变得更好是
我动力所在。只要肯钻研，小民
企也可以有大作为。”

通讯员包涛、陈芮、黄琳报道
9月8日，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
表彰大会在京隆重举行。来自国
网兰溪市供电公司的胡芳获得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她还有个身份——浙江电力
工会红船志愿服务平台心舞工作
室领衔人，她也是浙江代表团中
唯一一位以志愿者身份获此荣誉
的个人。

2006年胡芳就开始参与公益
活动，创办了心舞工作室，召集志
愿者从事志愿活动。别看她外表
娇小文弱，却是个志愿服务“小巨
人”。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胡芳和
工作室的志愿者们筹集物资超亿
元，为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贡献了自
己的力量。

竭尽全力，把温暖献给疫情肆
虐下的同胞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
后，国内物资吃紧，勇敢逆行的医
护人员缺少必要的防护物资怎么
办？去海外找！为此，胡芳和工作
室的志愿者开始了一场争分夺秒
的抗疫物资海淘战。

深夜，在人们进入了甜甜梦乡
后，却是胡芳他们最忙碌的时候。

“白天是中国时间，晚上是世界时
间。因为有时差，晚上基本不能休

息，海量的资源都是晚上涌过来
的，我们怕漏掉任何一条有效的物
资信息。”胡芳说。

当时境外采购防疫物资也不
是件容易的事，胡芳和志愿者们发
动了很多力量。没过多久，一名志
愿者在南非找到一大批 FFP2、
FFP3口罩。“得知消息后，我跟团
队都很激动，无论如何都要想办法
把口罩运回国。”

为对接基金分会、国际物流、
绿色清关，胡芳和团队成员每天在
线18个小时，每人每天至少跟进5
个群，人人机不离手。她联系兰溪
侨务南非联络站长，委托其到南非
德班验货口罩，并联系中国驻南非

大使馆，为运输申请特别航线……
几经波折，2月6日，载着286万只
口罩的飞机终于落地萧山机场，很
快就被运到“前线”。

雷神山物资告急！火速筹集
物资支援

3月28日，一辆满载着80箱
防疫物资及生活必需品的火车从
浙江金华出发，星夜兼程抵达武
汉。这是胡芳发出的第15批援鄂
物资，而这批物资，将被送到抗击
疫情的主战场——武汉市雷神山
医院，以解燃眉之急。

这80箱物资背后，有胡芳和
她的团队所付出的艰辛。全国的

物资都很紧张，想要在这紧要关头
拿到一批质量合格且价格公道的
口罩绝非易事。可一想到，兰溪市
援鄂医疗队出征前，每人手里拿着
的5只口罩，以及出发前医护人员
亲属眼中噙着的泪花，胡芳就重拾
了信心：“我一定要筹集到这批物
资！”

她翻着手机里的一个个微信
群，在其中寻找手头可能有现货的
供应商。好在功夫不负有心人，爱
心如同涓涓细流汇聚成河。在大
家坚持不懈的努力下，80箱物资
就像存钱一样被存了出来，有采购
到的，有个人捐赠的……在交通部
门的大力支持下，物资被安排上运
输专列驰援雷神山。

那一周，胡芳只睡了不到24
小时。“当我们看到武汉志愿者在
群里传回的签收照片时，每个人都
哭了。”胡芳说，只要国家需要，人
民需要，那就值得去做。

大爱无疆，让公益事业走向国
际舞台

“你好，请问是胡芳吗？我是
驻叙利亚大使馆的……”5月6日
的深夜，一个突然的来电，再次使
胡芳的内心紧张了起来。叙利亚
常年战乱，疫情更让民众的生活雪
上加霜。为了能够给当地民众提

供力所能及的帮助，胡芳再次召集
团队，为海外疫情防控贡献一份中
国力量。

7月12日，国网兰溪市供电公
司门口，80个装着爱心单位捐赠的
防护服、防护面罩、口罩、护目镜、无
创呼吸机等物资的箱子被搬上卡
车。如果顺利的话，这些物资会在
30多天后漂洋过海抵达叙利亚。

可惜，天不遂人愿。8月5日，
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口附近发生
大爆炸，这80箱通过水路运输的
物资无法通过地中海，暂时“滞留”
在了茫茫大海上。庆幸的是，爆炸
发生时，这批物资并不在港口附
近，除了时间上耽误了一点以外，
其他并无损失。终于，在8月31
日，这批物资有惊无险地运抵了叙
利亚，等待清关验货。

迄今，胡芳和团队志愿者们通
过对接和捐赠防疫物资、提供物流
渠道、交流抗疫经验等方式，共计
支援了包括日本、德国、瑞士、意大
利、加拿大、新加坡、西班牙、叙利
亚等在内的19个国家抗疫。

“抗疫路上困难重重，感动也
重重。涌现出了这么多爱心人士，
大家凝聚在一起，不分彼此，都在
拼尽全力为抗击疫情共同努力。”
胡芳说，这次参与战疫经历将是他
们一辈子的记忆。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省电力工会志愿者胡芳

翩翩“心舞”自芬芳

“让我们的环境变好是我的动力所在”

博士扎根小民企 钻研创新大作为

近日，台州市路桥区路北街道和兴
村，党员和网格员正在开展走访宣传工
作。村居平安是整个社会和谐稳定的基
础，近年来，路桥区充分发挥党建的引领
作用，依托村居社区的党员和网格员对

本村居人员、环境等情况熟悉的优势，采
取“党员微格+全科网格”这一“双格联
动”模式做好基层基础工作，把矛盾纠纷
和安全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

通讯员蒋友青 摄

“党员微格+全科网格”
夯实平安根基

通讯员邵建荣、吴敏亮报
道 “小莹，今天是你和结对的
宁波公交集团第四分公司364
路班组的‘公交爸妈’们第一次
见面，往后，你要更加努力学
习，用实际行动来回报他们。”
近日，在宁波市特殊教育学校
的会议室里，进行了一场迟到
了将近一年的“会面”。

今年是宁波市公交集团第
四分公司和宁波特教学校结对
20周年，虽然公交驾驶员和结
对的孩子换了一拨又一拨，但
是这份爱心一点儿没变。

年初，因为疫情，学校无法
正常复课，这让“公交爸妈”们
很是牵挂，他们通过手机视频
连线、发微信等方式跟孩子们
交流联系，嘱咐他们要在家好
好上网课，保质保量地完成老
师们的作业。公交班组成员们
还纷纷通过邮寄的方式给孩子
们送去了最爱吃的零食和新衣
裳，还和他们约定等疫情好转
了，开学季一定再见。

如今，“公交爸妈”们如期
赴约，见到了久违的“亲人们”，
孩子们一个个争相扑上去熊抱

“爸妈”，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
容。“公交爸妈”们依照惯例给
孩子带来了学习用品、生活用
品，并送上了助学金。

“今年，我一直结对的孩子

陈国宝毕业了，他发微信告诉
我，他在城里找了一份手工制
作的工作，他说他一定努力工
作、自力更生，不让我失望。收
到信息后我特别感动。”作为关
爱折翼天使助残结对项目的发
起人，郑海红感慨万分。据统
计，20年来，公交的线路班组
和爱心职工累计结对帮扶特教
孩童多达60余人，自筹助学基
金20余万元，累计志愿服务时
长多达6万余小时。

“驾驶员师傅们不仅仅是
在经济上支持孩子，还把很有
限的工作之余的时间拿来陪伴
和照顾孩子。”回忆这段结对助
学的故事，宁波市特殊教育中心
学校副校长吴旭亚记忆犹新，

“像搭建爱心公益义卖平台寄卖
孩子们的手工艺品，寒暑假组织
爱心私家车队送孩子们回家，平
日里带孩子们出校园丰富业余
生活……他们真的把这些当成
自己的孩子在照顾，这段长达
20年的接力大爱让我很感动。”

结对项目开展以来，“公交
爸妈”的爱心事迹感动了无数
人，也同样得到了来自社会各
界的褒扬。结对爱心故事被评
为省最美爱心故事，项目带头
人“爱心妈妈”郑海红也被授予
省助残先进个人、宁波市慈善
楷模等荣誉称号。

通讯员朱颖婕报道 建筑是
一段凝固的历史。位于杭州萧山
区所前镇的娄元丰大院始建于
1920年，面积约2200平方米，布
局广阔、房间众多，当地俗称“九
十九间半”，是萧山区现存最大
规模的近现代建筑之一。然而，
因为年久失修，加上人为破坏，
大院渗水严重，不少构件存在不
同程度的残损，一些椽子严重霉
烂。2018 年，当地启动修缮工
程，按“修旧如旧”原则对建筑本
体进行最大规模的保护。对缺
失、破损或霉烂的木构件进行修
缮油饰，恢复原来的功能和外
形。

如今，修缮后的娄元丰大院
寻回了古建筑的魅力，马头墙、石
板路、精致的廊檐，折射出屋主人
曾经的生活痕迹。这其中，有一
个人功不可没，他是明成木业有
限公司董事长夏叶明。在装修建
材领域，他是企业家“夏总”；而在
传统木工、古建筑建造修复领域，
他是不少萧山人心中亲切的“老
木匠”——“阿明师傅”。

木工行当里，建筑叫做“大
木”，家具称作“小木”。夏叶明
16岁入行，从木工学徒做起，和
木头打了大半辈子交道，既通晓

“大木”手艺，也擅长“小木”制
品。从家具到整栋的房屋，当年，
不少萧山人的家庭生活中都有来
自夏叶明的手艺。他不仅木工本
领过硬，对古建筑研究也很有心
得。杭州六和塔的塔身结构设
计、净慈寺的抬梁、灵隐寺大殿的

门柱，看似平凡无奇，却蕴藏着祖
先们的精工巧思，其制作工艺，让
他如痴如醉、时时琢磨：“别人以
为我去烧香拜佛，其实我对古建
筑更感兴趣。”木工中的榫卯结
构，讲究严丝合缝，夏叶明对待生
活、对待木工与企业经营，也一丝
不苟、认真负责。在夏叶明心里，

“匠心”正如一根顶梁柱，历经日
晒雨淋却不变形、不开裂、不弯
腰，坚挺如初，方能成材。

关注研究古建筑，夏叶明由
兴趣爱好开始，逐渐深化成一种
责任。在萧山，不少和娄元丰大
院一样的亭台屋舍无人照管、失
于养护。这让他非常惋惜：“古建
筑是传统文化的一部分，如果坍塌
了，损失不是用钱能够衡量的。”
为了保护传统建筑，夏叶明不仅
提出呼吁和建议，还身体力行地
参与古建筑修复。除了娄元丰大
院，他还参与主持了绍兴东浦黄
酒特色小镇和千年古村进化欢谭
岳王庙的新建修复等项目。

今年，夏叶明一直很忙：新的
古建筑修复项目即将开工；工厂
里引进的自动化生产设备正待调
试投产；来自海外的新朋旧友前
来寻求合作、查验工厂。公司升
级了生产设备，转变了生产方式，
推动了企业转型升级，开辟了海
外市场，践行了他精益求精的信
念。岁月流转，夏叶明已修复的
老宅，为我们回望从前的人居环
境留下了一扇窗户；他经营的事
业，也依旧为现代人的居家品质
不断前行。

醉心古建
的“老木匠”

点亮心中的光
宁波“公交爸妈”结对特教孩童20年

本报讯 记者羊荣江报道
宁波舟山港主通道项目工程建
设指挥部常务副指挥吴波明是
浙江跨海大桥建设及管养战线
的杰出代表。近日，吴波明获
选为“2019~2020年度十大桥
梁人物”，他是我省获此殊荣第
一人。

从投身舟山跨海大桥建
设，担任宁波段指挥部副指挥，
到2009年舟山跨海大桥建成
后担任首任管理处处长，再到
2016年参与主通道建设担任
常务副指挥。吴波明参与并见
证了我省跨海大桥建设水平的
突飞猛进。他积极倡导并践行
桥梁建设工业化2.0版，27个
月完成了9公里长的鱼山大桥
建设，创造了“鱼山速度”，得到
了省委领导的肯定；主通道创
造了省交通厅年度综合检查

“五连冠”的佳绩，成为全省名
副其实的“品质工程”样板，并
被交通运输部列为2018~2020
年品质工程桥梁预制构件提升
攻坚行动全国唯一牵头试点项
目……

吴波明注重营运管养中的
科研探索，开展跨海大桥健康
监测及安全评价系统研究和设
计，荣获2010年交通部公路学
会科学技术二等奖；主持《跨海
大桥耐久性提升技术研究》等
系列课题攻关，荣获2015年宁

波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取得2
项发明专利、7项实用新型专
利。同时，他组织编制了《舟山
跨海大桥巡检养护手册》，建立
并完善了舟山跨海大桥健康监
测系统，实时搜集了2010年23
次涡振及“海葵”台风西堠门大
桥横向漂移1.495米等重要数
据，为跨海大桥全寿命运营、养
护积累了第一手资料。并在专
家指导下，成功研制了吊索减
振分隔架，解决了主跨1650米
西堠门大桥吊索碰索难题，为
后续悬索桥抗风振积累了经
验。

在吴波明的带领下，主通
道项目依托品质工程创建，实
现了混凝土钢筋保护层厚度合
格率≥95%，混凝土强度标准
差≤2.0。总结出了区分河沙
与海沙的氯离子含量临界值
0.0016%。建立了我省首个交
通项目原材料DNA数据库，从
根源上确保了施工原材料的稳
定。首次将芯片植入混凝土试
件中，实现了混凝土强度与检测
数据同步传输，从根源上杜绝了
试验数据造假。主通道项目先
后吸引国内外400多批次近万
人前来学习取经，打响了浙江交
通工程建设“品质工程”管理品
牌，“搭积木式”建桥创新做法被
央视报道十余次，树起了“品质
工程”全国标杆 。

树起“品质工程”
全国标杆

舟山港主通道建设者吴波明
获选“2019~2020年度十大桥梁人物”

“公交爸妈”们买了学习和生活用品看望孩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