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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嫱 本报通讯员 王海燕 陈伟佳

山东沂水吕家官庄村，一台“明星机器”正

轰隆隆地运作，所到之处花生被连根拔起，经

过一系列操作，不仅花生果实完成收获，花生

秧蔓也装箱收集。田埂上，农户们的喜悦之情

溢于言表，“劳作强度大大降低，新鲜的秧蔓还

可以带回家喂牲畜，一点都不浪费。”

这台秧果兼收型花生联合收获机研发团

队的主要负责人便是青岛农业大学机电工程

学院院长王东伟，他是全国首批黄大年式教

学团队骨干成员，也是今年的全国五一劳动

奖章获得者。

“最欣慰的事，就是看到有了自己研发的机

械设备，农民干活更轻松了。”王东伟对记者说。

让小芝麻用上大机械

20世纪 80年代，王东伟出生于泰山脚下

的一个小村庄。

那时，农业机械化程度很低，农作物种

植、收获基本依靠人工。“当时花生收获时，爸

爸在前面刨，我在后面收，家家户户都这么苦

干。”从小务农的经历让他深知农民的辛苦，

从事农机研究后，他立志要改变祖祖辈辈“面

朝黄土背朝天”的生产状态。

芝麻在我国的种植历史悠久，几乎遍及全

国各地，但芝麻生产的机械化却一直面临装备

不足、人工成本高等问题，导致农民种植积极

性不断下降。一粒芝麻成了王东伟的“心事”。

为了服务“小芝麻，大产业”，他组建起包

括 7 名导师、4 名研究生在内的研发团队，发

挥团队在根茎类机械和育种机械方面的研发

优势，将应用于蔬菜种植中的种绳播种机技

术移植于芝麻机械，研制出了适宜芝麻播种

的种绳编织机、智能芝麻田间管理机等智能

装备，填补了我国在这一领域的空白。

王东伟和团队没有止步于此。他们持续

奋战，突破了芝麻小籽粒播种与打捆分段和

低损失联合收获的关键核心技术难题，特别

是创新研制的秸秆集束打捆收获装备，打破

了国外在整杆打捆及仿人指快速打结技术上

的长期垄断，直接创造经济效益 4050万元。

与时间赛跑

全身心投入科研的王东伟经常“泡”在农

田里，由于舍不得浪费时间，各种速食包子就

成了他和团队的主要餐食。“他的心思都在试

验上，一天三顿包子也不嫌弃，有时吃完了连

什么馅都不知道。”助手何晓宁说。

此前，如何研发出大宽幅机器的核心部

件——可折叠机架，让团队伤透了脑筋。王

东伟为此日夜连轴转，晚上查阅资料设计图

纸，白天开会讨论拟订方案。

那段时间，学院办公楼二楼的一整排房

间，整夜亮着灯，王东伟和团队成员熬夜研

究。实在没灵感了，他就一个人下楼，到实验

室里对着一台台机器凝神思考。

在一个又一个方案经历了“提出—被否

定—提出—被否定”的“难产过程”后，具有自

动对行、机架折叠功能的四垄八行花生有序

条铺收获机终于“问世”，填补了当时花生收

获机械装备领域的空白，大大提高了我国花

生两段式收获的机械化水平。

172 项专利、2 项国际发明中，27 个属国

内首创，11 个为全球首台……在王东伟及其

团队的助力下，我国花生机械装备的市场需

求从“有机可用”向“有机好用”迈进，帮助更

多种植户走上致富路。

教学“实践派”

在农机专业教学中，“严师”王东伟是名

副其实的“实践派”。他采用课堂教学与实践

项目结合、常规课程与竞赛活动结合的形式，

让学生学以致用。

在课堂上，王东伟是学生心目中的“科学

偶像”，跟随王东伟感受农机情怀、探索农机

奥秘，坚定着他们学习农业的决心和信心。

“王老师讲课特别有感染力，眼神中透着

对农机的痴迷与热爱，特别是他那股不服输

的精神深深感染着我们。”学生常增村说。

在备战全国“挑战杯”竞赛的日子里，巨

大的参赛压力让部分学生萌生退意。王东

伟一边鼓励大家，一边带领学生一次次试

制样机，一个个攻克难关。“困难与挫折是

最好的催化剂，破解难题的欣喜和自豪会

支撑学生在专业道路上走得更远。”王东伟

对记者说。

近年来，王东伟指导的学生团队先后获

得“挑战杯”全国大学生课外学术作品大赛特

等奖、一等奖、二等奖；“创青春”全国大学生

创业大赛银奖、山东省金奖；连续四届获得

“东方红杯”全国智能农业装备大赛特等奖。

此外，他指导的大学生智能农机创新团队获

得大学生创新领域的最高荣誉——“小平科

技创新团队”。

王 东 伟 带 领 团 队 创 新 研 发 智 慧 农 机 ，让 农 户 轻 松 劳 作 ——

此 心 不 移 系 土 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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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路”列车送平安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姚江红 曹艺凡

蓝蓝的天空下几朵白云在空中“漫步”，在雪域高原通往

西藏的“天路”上，宇兴文正驾驶 6722次货运列车缓缓驶出青

海西宁火车站。

宇兴文今年 57岁，40年来，他坚持把“每趟值乘的列车驾

驶好，把每位旅客平安送到目的地”，安全行车达 200万公里，

从未发生过一起行车责任事故。

驾驶室内，宇兴文左手放在制动手柄上，右手握着调速手

柄，聚精会神地盯着前方。“大半辈子过去了，最得意的一件事

就是考取了火车驾驶证，能操纵一列列‘巨龙’奔驰在雪域高

原的千里铁路线上。”宇兴文说。

1980 年，宇兴文进入中国铁路青藏集团公司西宁机务段

运用车间工作。从司炉到副司机，再到火车司机，宇兴文自己

也没想到会在高原铁路线上一跑就是大半辈子。

“以前驾驶蒸汽机车条件有限，劳动强度大，跑一趟车至

少要消耗 8~9 吨煤，司机必须一锹一锹地填煤。”宇兴文说，

“那时候，出车的必备物品是一个饭盒，一走就是好几天，在火

车上待得最长的一次有 15 个小时，回到段上还要擦车，每次

回家，孩子都嫌弃我满身机油味。”

凭借对火车驾驶的热爱与钻研，宇兴文渐渐成了西宁

机务段的“标杆司机”。1990 年，宇兴文开始担任司机长职

务，他和徒弟们总结驾驶技巧，注重日常保养维护，积极配

合检修作业，逐渐将他驾驶的机车打造成了西宁机务段的

示范机车。

随着铁路的改革发展及新技术、新设备的投用，机车值乘

方式发生了新变化，由过去的包乘制改为轮乘制，宇兴文驾驶

的机车也升级为和谐型电力机车。

不变的是，无论值乘何种机型，宇兴文总是自己先掌握操

作技能，然后再悉心向车队同事传授技艺。

“现在执乘噪音小、速度快、故障率低，夏天热不着、冬天

冻不着。”宇兴文对记者说。

每次出勤前，宇兴文都要充分了解有可能遇到的线路施

工和恶劣天气情况，在上车前做到心中有数，并且仔细做一遍

发车前的设备检查，再将驾驶室里的窗户擦得透亮。

“窗户透亮了，开火车时心情就敞亮了。”宇兴文笑着说。

本报记者 刘友婷

初秋，深圳的风里依然夹杂着暑热，在中建三局华富村

改造项目施工现场，田胜君像往日一样盘点着物资。钢筋的

型号、数量，他一件件清点，然后认真登记在册，脸上早已渗

出汗珠。

物资管理这项繁杂而琐碎的工作，田胜君已经干了 10
年时间。

2012 年，25 岁的田胜君从老家湖北荆州来到深圳，成为

中建三局的一名物资员。自此，他像一枚图钉，把自己“钉”在

了工地“粮草”管理的岗位上。大到钢材、电缆，小到螺丝、铁

钉，他都了然于胸。

兵马未动，粮草先行。2021 年，有深圳“棚改第一村”之

称的华富村改造项目Ⅱ标段开工，田胜君是项目部第一批进

场的“开荒队员”之一。

“开工时受疫情影响，物资采购、物流配送等受到限制，最

紧急的一次，5 天内要完成 800 吨钢筋进场。”田胜君回忆说，

那时，他几乎每天都在忙着和供应商洽谈，下单后，再去厂家

驻场协调发货，常常一待就是好几天。厂家被他的执着所打

动，总是优先给他发货。及时的材料供应，为华富村项目如期

推进提供了有力保障。

物资采购工作常常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突发情况，及时“灭

火”，保障生产正常进行也是田胜君的工作内容之一。

白天，在工地现场，总能看到田胜君手拿对讲机四处奔走

的身影。“老田，一标需要两台振动泵。”“老田，我这边需要赶

快协调一台焊机。”……其他人的对讲机一天用两块电池，田

胜君至少要用 3块。

“开源节流，降本增效，要从材料抓起。”这是田胜君常挂

在嘴边的一句话。他常常带着徒弟，回收拆下来的旧零件，一

颗螺丝、一块角铁都要“颗粒归仓”。“此前，班组人员对螺丝等

小宗物件的管理比较粗放,用完就当废料丢掉，太可惜。”多年

来，物资部在田胜君带动下回收各种旧配件集中管理，进一步

提高了项目部物资的利用率。

田胜君告诉记者，他热爱这份工作，当好工地“粮草员”，

也是在为深圳这座城市建设贡献力量。

工地上的“粮草员”

图片故事

39载扎根山乡育桃李
9月9日，在贵州省赤水市宝源乡严华小

学，杨宗永和学生们一起玩老鹰捉小鸡游戏。
今年60岁的杨宗永是贵州省赤水市宝

源乡严华小学的教师。1983年起，杨宗永
先后在赤水市宝源乡的丰华小学、严华小学
任教。从第一次站上讲台到如今两鬓斑白，
杨宗永已在乡村教师岗位上坚守了39年。

严华小学地处山区，教学条件艰苦，分配
来的老师走了一批又一批，只有杨宗永舍不
得这些山里的孩子，选择一直坚守。工作上，
他努力钻研教材，根据学生特点因材施教。
生活中，他经常为家庭困难的学生购买书籍、
文具和衣物，还上门家访，找家长谈心，不让
一个学生因为家庭困难而失学辍学。

一支粉笔，两袖微尘，三尺讲台，四季
耕耘。39年来，杨宗永把一片赤诚的爱献
给了山区孩子。“今年 10 月，我就要退休
了。为了这群山里娃，我要站好最后一班
岗。”杨宗永说。

本报通讯员 王长育 摄

本报记者 王鑫 方大丰

一身深蓝色的工装夹克，头发简单盘成

一个髻。看着眼前 33 岁的邱宝珠，很难想

象这是一位技艺精湛、成果丰硕的全国劳动

模范；更难以置信的是，这位年轻的女性全

国劳模，仅凭高中学历就在机械世界里闯出

了一片天地。

从福建三明到湖南桃源，从一个山区到

另一个山区，在机械行业打拼 14 载的邱宝

珠，翻过了一座又一座技术高峰。如今的她

能吃辣，开口满是“湖湘味”，但还是会时不

时哼两句闽南歌。唱的最多的，是“三分天

注定，七分靠打拼，爱拼才会赢……”

“爱拼才会赢”，正是这位福建姑娘秉承

至今的人生信条。

追“星”

“追星时刻！”邱宝珠在最近的一条微信

朋友圈里写道。配图是她在参加首届大国

工匠论坛时拍摄的现场照，其中两张照片是

大国工匠艾爱国和易冉。邱宝珠追的“星”

正是他们。

时间回拨到 15 年前，对于刚刚高中毕

业的邱宝珠来说，工匠是男人的专属名词，

劳模更是遥不可及。

生在山区，父母务农，走出校门的邱宝

珠对前途一片茫然。最终，一张在菜市场里

收到的传单改变了她的人生轨迹：泉州一家

培训中心正在招收学员，不但能学技术，还

有工资拿。“我记得当时那个班招了 40多个

学员，3个女生，其中一个就是我。”

后来，同去的两个女生一个改行了，一

个放弃了，只有邱宝珠留了下来。

作为培训中心唯一的女员工，工友们常

拿邱宝珠开玩笑：“你是咱们厂的‘厂花’。”

也因此，工友们在工作中没少帮她。平刀、

球刀、钻头磨不好，工友会帮她磨；拉直校正

做不好，工友也帮着做。

邱宝珠的师傅将这一切看在眼里。有

一回，师傅给她分派了一个任务：拿 6 块铁

板锁螺丝做成一个立体盒子，必须独立完

成。邱宝珠至今仍清晰记得，为了这个任

务，那天晚上她一直忙活到了后半夜。

“从这件事上，我领悟到做事不能总依

赖别人，否则无法得到成长。”邱宝珠说。不

服输的她，凭借坚持不懈的学习、苦练，掌握

了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技能。1 年后，她

被聘请为中心的技术员兼培训导师。

“假小子”

邱宝珠的技艺精进之路并未就此止步。

得知湖南三特机械制造有限公司招收

设计人员，在师傅的建议下，她加入了这家

初创企业。

此后，这家企业从福建迁入湖南桃源，

邱宝珠的人生版图也从八闽转至湖湘。

初入公司，作为公司唯一的设计人员，

邱宝珠一人身兼数职，除了做产品设计、模

具设计、现场加工，还要抽出时间培训学

徒。有一段时间，她白天加黑夜连轴转，后

来干脆住到了厂里。

“那会儿收入不高，但心思都在工作

上。”聊起刚进厂时的光景，邱宝珠提起了一

件趣事：有个学徒问邱宝珠的待遇，她如实

告知，没想到对方转头就辞了职。“我后来才

知道，有个工友曾跟这位学徒说，好好跟你

师傅学技术，以后工资会跟她一样高。可能

他没想到，师傅的工资也不多。”

三特公司主要生产挖掘机、推土机底

盘零部件，其中的履带链轨节，产品质量跟

锻件毛坯关系密切。而锻压毛坯又离不开

模具，如果模具生产跟不上，后续所有工序

都得停产。为了保障生产，邱宝珠白天设

计产品图，晚上利用休息时间在车间加工

模具。坚持了几个月，模具班组终于正常

运作。

“那段时间，吃饭时间都是挤出来的。”

为了省出吹头发的时间，邱宝珠特意把头发

剪短。工友看到后都叫她“假小子”。

“拼命三娘”

凭着女性独有的细致和对机械的热爱，

邱宝珠从一名普通操作工成长为数控编程、

模具设计专家。

邱宝珠主导设计的高耐磨性易拆卸工

业油链，填补了国内技术空白，使用寿命延

长了 2~3 倍；她创新设计的“二合一粗精锻

同体”模具解决了齿块模具成型难、出模成

功率低的难题，合格率超过 99%；她设计的

先镗后钻工装，延长了链轨的使用寿命，为

公司赢得了更大的订单。

刚接触驱动轮齿块模具时，因为没经

验，邱宝珠设计的模具出现锻打不满料的问

题。为了解决这个技术难题，邱宝珠不断试

验、查资料，请教同行专家。从夏天摸索到

冬天，才终获成功。

“那一刻，比中 500 万元大奖还高兴。”

邱宝珠说。

2014 年以来，邱宝珠参与的产品申报

专利 17 项。截至目前，已获发明专利 4 项，

实用新型专利 7项，获常德市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 1项，湖南省科技厅成果登记 1项。

“做技术的人，不要好高骛远，但求品质

最佳，踏实走好每一步。”这是师傅常对邱宝

珠说的一句话，也是她扎根机械行业 14 年

得来的工作感悟。

天天跟机器设备打交道，“拼命三娘”也

有露怯的时候。有一次上社交课，要以“我

爱……”为主题上台即兴演讲，轮到她时，刚

说了句“我爱工作”就卡住了。“半天说不出

话，紧张又尴尬，都把自己急哭了。”说起这

件往事，邱宝珠不好意思地笑了。

从大山里的孩子到全国劳模，邱宝珠时

常感觉“一切像一场梦”。这个来自闽西山

区的妹子，依然奔跑在追“星”的路上。

车间有个车间有个““拼命三娘拼命三娘””
在机械行业打拼在机械行业打拼 1414 载载，，邱宝珠坚信邱宝珠坚信““爱拼才会赢爱拼才会赢””——

受访者供图邱宝珠正在车间一线检测组装尺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