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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刘健、俞文琛、陈胜男报道 近日，寒风呼啸，
钱塘江江面温度已是零摄氏度以下，但沪杭甬改建工程
钱塘江新建大桥工地依旧热火朝天，班长洪小兵正带着
20多个工友们坚守在工地上，冒着寒风安装钢桥面板。

钱塘江新建大桥位于彭埠大桥下游，是2022年杭州亚
运会的重大交通基础设施保障项目，大桥全长1350.8米，由

于时间紧、任务重，洪小兵带着团队每天工作近12个小时。
“我们的工地在江面20米高的位置，风会格外大一

点，站在工地上不到10分钟，脸就被刮得钻心疼。”洪小
兵说，“很多工友都戴着带绒的雷锋帽，但是，你瞧，风一
大，帽子都快要飞出去了。”

安装钢桥的面板，是个耗体力的技术活，需要抡着大
锤一遍遍敲打，将一根根冲钉
精准嵌入螺栓孔内。虽然寒
潮来临，气温降低了许多，但
没过一会儿，洪小兵和工友们
的后背就湿透了。

“一天下来，衣服差不多
要湿干 6 个来回，大家已经
习惯了这样的状态。”洪小兵
笑着说。为了防御感冒，大
家伙在衣服湿透的时候，会
更加使劲一些，让身体快速
热起来。

钱塘江新建大桥建成后，
将高效串联起萧山机场、钱江
世纪城、钱江新城等地，成为
杭州市民出行的重要通道。
每每想到给杭州百姓带来的
好处，洪小兵和工友们就会干
劲十足，不论严寒酷暑，刮风
下雨，他们都会站好属于自己
的每一班岗。

通讯员张晓燕、郑炜报道
江亮的生日是9月26日，这天
也是“工匠日”，去年生日他被评
为“杭州工匠”。他的好朋友戏
称他“天生是工匠”，匠人匠心也
一直是江亮做事的宗旨和努力
的方向。作为杭州宋酒酒业有
限公司技术总监、高级酿酒师，
江亮挖掘总结出一套古法酿造
结合花香酿造技术的工艺。40
多年来，他一门心思只为酿出一
杯好酒，让“杯中物”传递“醉中
趣”、讲述“文与雅”。

酿酒行业的人都知道一本
写于宋朝的酿酒专著《北山酒
经》，宋朝的酿酒工艺可谓是达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而杭州是南
宋时的都城。所以江亮想到结
合自己所长，酿一款独属于杭
州、传承南宋文化的好酒。

江亮酿的酒，源自南宋，叫
作“蓝桥风月”，属于红曲酒，其
历史已近900年。灵感源于《水
浒传》中浔阳楼的名酒“蓝桥风
月”，被杭州“老市长”苏东坡誉
为“世间无比酒”的好酒。历史
资料显示，此酒出自宋高宗赵构
的吴皇后之手。而在《北山酒
经》中，亦有红曲制造的记录。
至此，江亮明确了自己的目标。

“蓝桥风月”能否做好，最核
心的工艺是菌种。江亮及其团
队，从找米、育种到成功分离出
适用的红曲菌种，整整花了三
年。“记得当时为了要找到合适
的大米，跑了苏浙两省的许多米
厂。”江亮回忆，后来在一位农学
博士的帮助下，定制了一款介于
糯米与粳米之间的特级粳米，也
可以说是中国黄酒的首个“酒造
米”，奠定了生产优质“蓝桥风
月”的物质基础。

如果说米是酒的骨，那么水
便是酒的血。又和选米一样，江
亮团队为了选好水，东奔西跑，
最后锁定北雁荡水系，主要考虑
当地的火山岩、砂砾岩地貌和水
的弱碱性、低硬度。

在米、曲、水皆已具备的情
况下，新的考验又来了。酿酒的
工艺技术与经验也是决定好的
红曲酒的成败。江亮记得当年
在酒厂工作时，常常跟着老师傅
半夜起来，趴在酒缸旁，一个个
听声音，听原料发酵时的“呼吸
声”。在“蓝桥风月”的酿造过程
中，江亮坚持在开耙等关键环节
采取人工操作，确保品质。

经过近十年的焦灼等待，终
于开瓮迎来“蓝桥风月”。见到
那琥珀色、深红中带点橘黄的液
体时，江亮内心无比激动。“这杯
酒，深藏了我对酒的热爱，也有
我对这座城市的热爱，更有我对
于历史文化传承的责任和使
命。”江亮说，这是一款真正属于
杭州的本土酒。

历史名酒“蓝桥风月”重新
面世后，由于其协调的甜酸比，
特有的植物芳香和古朴典雅的
包装，立刻受到市场的欢迎。“蓝
桥风月”酒的美誉度与知名度也
与日俱增。由杭州宋酒酒业有
限公司发起的“南宋酒文化节”
也被杭州市政府定为西湖博览
会的正式项目。“我们还和相关
部门举办了以‘蓝桥风月’为主
题的‘世界看杭州体验日’活动，

‘蓝桥风月’以历史之名向国际
友人传递了我们杭州的文化自
信。”江亮表示，接下去将在酿好
酒的基础上，延伸打造酒文化产
品，把“蓝桥风月”做成杭州特色
的世界名酒。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郑颖思报
道 2020年12月24日，位于南美
洲的圭亚那首都乔治敦损坏近一
个月之久的海底电缆抢修成功，中
断的电力得以恢复的背后，是宁波
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特别技术
组历时 23天跨越半个地球的驰
援！

这支由全国工业机械劳模刘
明带领的技术小分队，以精湛的专
业技能和超越常规的速度克服了
超出想象的困难，高效完成国家使
命。

至今，刘明还在回想着那20
余天内发生的一幕幕。

那一天是2020年12月2日，
身为宁波东方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的刘明，刚刚执
行完在江苏的一个海缆现场接头

任务。在返回的路上，他接到了公
司的电话，想派他去圭亚那首都抢
修一条被损坏的海缆。没有多想，
他就答应了。

2020年11月底，位于南美洲
北部的圭亚那，连接首都乔治敦市
金斯顿和文丁厚朴横跨德默拉拉
河的该国唯一一条69千伏海底电
缆遭到大型船只锚链勾中损坏，导
致首都部分地区供电中断。彼时
距圣诞节只有不到23天时间，用
电高峰将至。而圭亚那新政府执
政刚逾百天，面临较大压力。

圭亚那此次破损的这根海缆，
刘明并不陌生。2019年6月，圭亚
那该电缆曾因类似原因损坏，当时
就是由刘明带领团队安装修复，高
效的工作得到高度认可。此次，刘
明带着重大使命，再次出征。

然而，疫情全球流行的大背
景，注定了这一趟圭亚那之行是不
平凡的。圭亚那人口约为75万，
但新冠肺炎疫情确诊人数当时已
超6000名，其中事发所在的区域
确诊人数接近一半，加之当地医疗
条件及检测能力有限，确诊人数还
在继续上升。

疫情笼罩下，如何突出重围，
远赴大洋彼岸？刘明不是一个人
在战斗。行程单、邀请函、保险单、
接种证明、出境证明、两国免签协
议……省市两级领导对此次赴圭
抢修任务高度重视。宁波市外办
第一时间成立工作专班，在因公护
照办理、出国任务审批、人员出入
境安排等方面开辟绿色通道，为赴
圭特别技术组按时、安全往返提供
坚实保障。原本需3个月的出发

准备，仅7天就顺利完成。
一切准备就绪，在经历70多

个小时的长途跋涉后，刘明和特别
技术组于当地时间2020年 12月
12 日凌晨抵达圭亚那首都乔治
敦。不顾旅途疲惫、当地气候和国
内截然相反的时差带来的身体不
适，刘明和特别技术组一下飞机，
立即赶往码头查看施工船只及接
头备件的准备情况。

抢修过程也没有预想得那么
顺利。由于当地缺乏专业的团队
和设备，光打捞海缆就花去了6天
时间。这时候，留给特别技术组的
维修时间只剩下了6天。于是，三
名技术专家早上六七点就出门，晚
上干到12点才休息，他们把一天
当做两天用，争分夺秒修复海缆。

“海底高压海缆一共有8层，我们

要一层一层地接上。”刘明介绍说，
电缆的接头是核心技术，中国在这
方面的水平和能力已经达到甚至
超过了欧美国家。

经过“白加黑”，“七加零”的紧
张工作，海缆终于在当地时间
2020年12月24日修复成功，圣诞
节当天，圭亚那首都乔治敦恢复了
供电。

2020年12月29日，特别技术
组在出色完成使命后，由圭亚那首
都乔治敦机场乘机经巴拿马、荷兰
回国。今年1月2日，特别技术组
踏上祖国的土地，并在广州接受隔
离，他们内心久久不能平静。“身后
有祖国，心中有信念！我们有幸不
辱使命，向圭亚那人民传递了光明
与友谊！”刘明在自己的朋友圈写
道。

前几天，新一轮强冷空气扫过，气温又再下降，绍兴
329智慧快速路工地亦进入“冰冻模式”。三分部超前安
排，把防冻保暖工作纳入工序环节，一手抓新冠肺炎疫
情防控，一手抓施工生产进度。涉铁段连续梁施工紧锣
密鼓，参建员工坚守在各自的岗位上，寒风寒流难掩参
建工人战天斗地、忘我拼抢的热情。 通讯员张陈 摄

见习记者金钧胤报道 这些
天，嘉兴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
（下称加西贝拉）的管理层们正在
紧锣密鼓地向职工们征集愿望和
想法，希望能给积极响应留“浙”过
年的职工，准备份既贴心又实在的

“春节礼包”。走访过程中，记者收
集到了这些新春心愿。

体系管理业务专员李久宁：接
父母来“浙”过年

一转眼，东北小伙子李久宁在
嘉兴工作已经两年多了。高考毕业
来到杭州旅行时，李久宁发现马路边
的共享自行车摆放整齐，每个摆放区
上都安装了挡雨棚。干净、整洁、人
性化的环境，给他带来了不小的震
撼，不禁让他生出一些向往。填志愿
时，浙江的大学成了他的优选项。

“两年时间里我成长了不少，
刚来的时候就是个对体系管理一
无所知的小白，到如今已经可以把
制度和流程的建设报告写得很流
畅了。大学的很多朋友也是浙江
的，我很爱这里，我的‘第二故乡’。”
李久宁说道，“家里就我一个孩子，
每年就过年回去那么几天。每次
回家，父母看到我，眼中都感觉好
像噙着泪水。新年的愿望，就是希
望能把父母接到这儿来，一家人可
以团聚在一起。”

绕组管理人员王小梅：盼孩子
平安健康成长

王小梅，加西贝拉电机车间的
一名普通职工，9年来默默无闻地
坚守在她的工作岗位上。去年疫
情暴发期间，公司订单减少，同在
这里上班的王小梅夫妻俩曾经十
分地担忧。

渐渐地，加西贝拉从疫情的阴
霾中走了出来。不用担心“饭碗问
题”的轻松之余，新的烦恼也随之
而来。“去年5月之后，订单突然增
多，每天都要加班加点，比往年任
何时候都要忙，是我进厂以来最忙
的一年，劳动的收获让我很开心，
但是对于孩子，我就十分愧疚了。”
说到这，王小梅的声音不由地低了
下来，“所以，只要转班休息那天，
我都会陪在孩子身边，给他烧他爱
吃的菜，算是补偿他吧！”当问及新
年的梦想的时候，王小梅脱口而出

“希望孩子能好好读书，并且平平
安安、健健康康地成长！”

电机车间主任强建明：望车间
“后继有人”

“我做过槽绝员、最终测试、设

备维修等岗位，也算是跟随加西贝
拉的步伐，一步一个脚印，从一线
做起，走到今天。”1991年就加入
加西贝拉，一待就是30年的车间
主任强建明，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

“浸”在车间里。
“平时的话，我都是在车间内，

调试一些员工用起来还不熟练的
设备。偶尔半夜里设备突发故障，
我也会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一直到
设备恢复运转才回家。”强建明
说。加西贝拉从建厂时一条意大
利引进的生产线，到如今多条国内
技术生产线，甚至有些设备还是由
技术部门自行研发、量身定做的。
设备的不断更新换代也给职工们
提出了更高的技术要求，强建明一
个人对于偌大的一个车间来说，有
时也显得分身乏术。望着繁忙的

车间，强主任说道：“希望能够在将
来的日子里，车间能有更多的青年
才俊涌现出来！”

班组长郭晓燕：教好徒弟，充
实自己

在加西贝拉“家喻户晓”的名
字中，一定少不了郭晓燕，她的目
检操作法曾获评“浙江省先进职业
操作法”。荣誉的背后必有一段刻
苦的成长历程。

“刚进来做目检那会儿，我啥
都不知道，一个件有五六十种毛
病，每检查一个件都是战战兢兢
的。”郭晓燕回忆起自己刚刚进厂
做学徒那会的场景，“就一直做一
直问，后来做得多了，慢慢就找到
了目检这项工作的窍门。”郭晓燕
总结出的“一滚二转六检”九步操

作法，不仅把目检环节的时间节
省了一半，还将产品的退回率降
低了53%。如今这套操作法，已
成为加西贝拉目检的标准工作流
程。

对于新的一年，郭晓燕期盼：
“新的一年，我希望能把我的徒弟
们都教好，也希望自己能够通过不
断学习，跟上时代前进的步伐。”

维修班班长黄利华：寄语孩子
做个有用的人

作为加西贝拉的设备改良骨
干，黄利华给自己的评价就是

“呆”。从进厂至今，他一直醉心于
研究机械设备，常常和设备一待就
是一整天、一个零部件一琢磨就是
一小时。正是靠着这份“呆”，他实
现了注铝管的料管工作寿命翻倍；
实现了模具在使用周期内不会再
出现排气堵塞；实现了30万转子
中只有42个次品的成果。

这份“呆”也被他带到了家
里。“从孩子二年级开始，我就要
求他不要在我眼前做作业。”这看
似无理的要求背后实则蕴含着深
意，“那时候他做作业慢，我工作
忙，回家也迟，所以我就说‘我到
家你就不能做作业、看书，你明天
能不能按时上交作业我不管，反
正在我眼前你不能做’。”除了学
习，生活上也是严格要求，生活费
按需拨款，零花钱使用前都要请
示……“他高考发挥十分出色，考
出了学习生涯中的最好成绩。”说
起儿子，黄利华脸上洋溢着口罩
都掩不住的自豪。提及新年的梦
想，他说道：“孩子成年了，希望他
能秉持本心，做一个对社会有用
的人。”

记者胡翀 通讯员胡昌清、
朱晋葶、樊益妃报道 今年55
岁的吕宝进是缙云县公安局五
云派出所民警，1999年转业到
地方，他就扎根基层派出所一
干就是20多年。接处警、寄递
业管理、维稳安保一样都不落
下。老吕不服老，他总说，年轻
人能干的我就能干。

刚刚过去的1月 10日，老
吕和所里的其他民警一起过了
第一个中国人民警察节。敬礼
仰视警旗缓缓升起的瞬间，老
吕感慨万千——2017年，他被
省委宣传部推荐为“浙江好人
榜·浙江好人”，同年被省公安
厅评为“千名好民警”；2018
年，他被丽水市人民政府授予
市劳动模范称号……老吕这20
多年的从警生涯，用实际行动
捍卫了这面旗帜的荣光，守护
着一方百姓的平安。

老骥伏枥

虽然年纪摆在那儿，可老
吕拒绝了所里的照顾，并要求
所里把他和年轻民警安排到一
起参加接处警。每隔4天就值
上一次24小时全天候的班，负
责辖区当天全部警情的处置任
务。近5年来，老吕所在的警组
接处警2976起，查处治安案件
221起，破获刑事案件23起，查
获违法犯罪嫌疑人员36名，这
份亮眼的成绩单丝毫不输年轻
人。

2018年 2月年关将近，老
吕接到了有人要跳楼的警情。
和老吕一同出警的是副所长杨
勇，两人来到县城闹市区的一
幢楼前，看见楼顶的男子情绪
激动挥扬着手臂。

上到楼顶时，已经有其他
民警在做男子的思想工作。言
谈中，老吕得知男子姓饶，为了
讨薪选择了跳楼这样极端的方
式。“可能是小年轻讲话太生
硬，饶某始终不让他靠得太
近。”老吕笑着说，“我年纪大
些，看着不那么严肃，他才让我
靠近一些跟他说话。”老吕的语
气更像是家里的长辈，让饶某
慢慢放松了警惕，也让老吕来
到了与他只隔两步的距离。抢
在男子表达情绪分心的瞬间，
老吕一个箭步冲了上去，将男
子从墙边拉了下来。男子被救
下来的瞬间，楼下传来了群众
的阵阵鼓掌声。

“现在想想倒是有点后怕
的，毕竟楼有六七层高，挡墙也

就到大腿那么高，控制不好重
心有可能就跟他一起掉下去
了。”老吕回忆。“我们也没想到
老吕直接就上手了，真为他捏
把汗。”杨勇说。尽管老吕嘴上
说着后怕，可遇到这样的情况
他还是会冲在第一个，护住身
后一帮小年轻。

功在平时

救人如此，破案如此，就连
疫情防控，老吕也总是冲在前
头。

2020年1月26日，正月初
二，五云派出所召开疫情防控
动员会。老吕是第一个向所里
领导请战的，他说：“‘非典’时
我就在一线，我有经验。”

老吕是防疫卡点值班组的
负责人，带领所里3名辅警，还
有2名交警，24小时三班倒，整
整23天，实现了安全防控。可
没想到的是，卡点撤除后老吕
却接到了一小超市店主报警，
称遇到健康码“红码”的警情，
好不容易松下来的弦一下又绷
紧了。

老吕向店主了解情况后马
上就找到了亮“红码”的人——
某快递公司的快递员李某。据
李某称，头一天晚上在家里，自
己无聊就打开健康申请资料，
填了外地一个地名，出现了“红
码”自己也没放在心上。

事情本身并不复杂，但同
事们却纷纷为老吕竖起了大拇
指，能从那么多快递员里快速
精准找到“目标”，没点真本事
可不行。老吕分管寄递业多
年，翻看材料、日常走访、询问
沟通，平日的积累让老吕对缙
云的每一个寄递业网点情况了
如指掌。

在工作中，他还依照《邮政
法》、《反恐怖法》，对县城8家
寄递公司的 15个门店收寄点
逐一建立健全《快递实名登
记》等12项管理制度，与各快
递业主签订责任书，定期召开
业主会议，进行快递业治安管
理业务知识培训，树立严格教
育、严格管理、严格检查，及时
发现堵塞管控漏洞，掌握寄递
物品的来源及去向。在历次平
安考核检查与上级暗访中，缙
云五云辖区的开包验视、查验
身份与实名登记、安全检查均
达到了三个100%。这一项项
扎实的工作，也为所里的一帮
年轻民警树立了认真负责的榜
样。

我工友的小心愿
本报见习记者走基层聆听职工的新春新期盼（一）

编者按：2020年是极不平凡的一年，众志成城，克难攻坚是这一年的关键词。尽管如此，大到国家，还是开启了火星探测计
划、建成了北斗全球导航系统、迎来了“十三五”的圆满收官……小到个人，奉献自我的无畏，坚守岗位的收获，转岗再就业的新
起点，对家人、对生活、对工作都有不同感悟和收获，对新的一年亦有一份新期盼。

近日，本报见习记者相继走进嘉兴加西贝拉压缩机有限公司、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浙江佐力药业股份有限公司学习锻
炼，聆听工友们的心声。

跨越半个地球的驰援
全国机械工业劳模刘明的“非常23天”

天寒地冻不减建设热情
寒风中，他的衣服一天被汗水浸湿了6回

工作中的洪小兵。

“杭州工匠”江亮：

酿一款属于
杭州的好酒

总是冲在前头的老吕

“年轻人能干的
我就能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