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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线

16年前，他怀着满腔热情与
理想抱负入职西京电气总公司，
成为了一名国企科研工作者。
16年来，他深深扎根在科研创新
一线，埋头苦干，打造了传感器
创新中心，并持续不断地以科研
创新活力助推企业产业转型升
级，赋能企业高质量发展，他就
是西京电气总公司研究院科技
带头人贺立龙。

披荆斩棘，开拓进取求新局

“外国人能做，我们也能
做。”贺立龙信心百倍地说。
2014年，西京公司正面临传统产
品转型升级，NOx 传感器作为
汽车尾气氮氧化物检测的“执
行者”，由于其技术难度极大，
一直被国外垄断。当时，企业在
该技术领域一片空白，作为青年
技术骨干，贺立龙不畏艰难接下
了NOx传感器系列产品的开发
研制。

从此他便奔波于各大高校
图书馆查阅、收集国外技术资
料，时常翻译研读到凌晨，以便
全面了解国外企业在NOx传感
器技术更新过程中的每一点变
化及原因，更好地吃透产品的组
成、结构和性能之间的关系。

在研制NOx传感器的过程
中，贺立龙不断调整改进思路，
尝试不同的试验方法，力求以技
术创新实现产品开发的弯道超
车和革命性突破，先后带领团队
技术人员进行了百余次工艺、材
料等试验。

有一次，他发现了一种新的
精细丝印方法，但苦于没有实验
条件，他就立即带领团队赴南京
某研究所进行外协实验。时值
严冬，由于研究所的保密原因，他
的团队和研究所人员只能在室外
进行实验细节的沟通。寒冷中熬
了两个通宵进行测试检验，最终
取得了满意的实验结果。

那时的他虽是眼眶乌黑，蓬
头垢面，但心里却是喜悦的。

守正创新，办法总比困难多

“只要心怀国之大者，守住
初心使命，就能坚持到胜利。”贺
立龙始终用这句话鞭策自己、鼓
励同事朝着行业更深领域前行。

2018年 8月，NOx传感器生
产线建设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中，
他顾不上照顾怀孕8月有余的妻
子，每天从早到晚坚守在生产线
上，而妻子从未对他有过任何抱
怨，反而支持他以工作为重。贺
立龙将这份理解和感恩化作前
进动力，将肩负的使命与担当化
为工作干劲。他带领团队技术
人员刻苦钻研、攻坚克难，于
2019年底，终于成功实现了NOx
传感器的批量化生产，打破了国
外对NOx传感器研发生产的垄
断局面，并以此为主导产品，孵
化成立了新公司。

传承协作，创新发展开新局

贺立龙非常重视研发团队
的培养。他说：“一支队伍、一个

企业，仅靠个人力量是不够的。
一个人可以走得很快，但一群人
可以走得更远。”因此，一定要组
建一支高素质、能战斗、会协作、
讲团结的队伍。

在平时的研发工作中，他
不仅自身坚持专业知识的学
习，还非常注重分享自身的科
研经验，悉心指导团队成员进
行技术调研、产品原理分析、样
件开发、检测试验等方面工
作。在大家精诚团结、充分协
作下，整个团队的科研创新能
力有了质的提升。团队所开发
的绝对式光电编码器、非接触
式角度传感器、压力传感器等
产品成功研制并就地在子公司
转化落地生产，为子公司的经
营创收、升级转型提供了有力
支持。

在他的言传身教和示范带
动下，曾经团队中的 4名人员已
经走上了子公司重要岗位，成为
核心技术骨干，为企业的创新发
展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多年来，贺立龙带领团队，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题，取
得了一系列科技成果，先后发
表十多篇学术论文，申报专利
21 项，其中发明专利 8 项。他
本人曾获西安市科学技术二等
奖、陕西电子信息集团科学技
术进步一等奖、陕西省科技工
作者创新创业大赛银奖、荣获第
十届中国技术市场协会“金桥
奖”等多个奖项。2021年，被评
聘为“2021-2022年度西安市职
业技能带头人”。 □孟锦

近期，由陕建三建
集团负责施工的西咸新
区空港新城星皓锦樾
（三期）项目利用晴好天
气，上足施工、技术人员
及各类作业机械，合理
安排施工工序流水，做
好施工过程管理，营造
大干快上的劳动氛围，
掀起了初夏时节第一个
施工高潮。图为施工人
员进行墙柱钢筋电渣压
力焊接作业。

□刘祥胜 史航 摄

“这个方法好啊！用手按着这么一转，
钢丝就开花了，可比一根一根掰，省事又省
时，还像工艺品那么好看！”日前，中国石油
集团测井有限公司大庆分公司川渝项目部
岗位练兵现场，C4055作业队队长王昊正在
向同事展示他独特的单芯电缆头锥套制作
手法，引得大家连连称奇。

提到他的这个“绝活”，王昊有些不好
意思，“最开始练这个的想法很简单，就是
想怎么才能既符合要求、标准，又能省点
事、干得快。”

从小，王昊就是个动手能力强的人，小
到玩具汽车，大到电风扇，家里能拆的、不
能拆的他都偷偷拆过。2006年，王昊走上
了井口工岗位，这份需要对仪器设备“下
手”的工作让他开心了很久。从最初的新
鲜，到慢慢跟师傅把技能学会学全，他逐渐
觉得，常规操作并不一定就是最优解。

单芯电缆头锥套制作是测井施工前的
必修课。常规方法要将电缆内外层钢丝
一根根掰开，再按顺序分别插入指定锥
套孔，一套流程下来少说也要半个小
时。“就没有什么更简便的方法吗？”王昊
把这件事放在了心上。一次偶然，看到
同事把玩一把扇子。扇面打开，他的灵
感也瞬间被点亮，“能不能让钢丝也像扇
子一样旋转打开，不但省事，与锥套孔之
间也更好匹配。”

灵感变为现实，背后是王昊无数次的
试验练习。想让坚硬的钢丝在手中听话，
不但要有力气，还得有巧劲。王昊从一次
次失败中总结经验，反复尝试各种角度、力
度，即使戴着手套，手上也磨得全是血泡，
有的地方甚至被钢丝割开了口子，疼得吃
饭拿筷子都费劲。大家劝他：“咱这么多年
都这么干下来的，真能改进早就改了，你可

别折腾了。”王昊钻了牛角尖：“过去没人这
么干，不代表一定不能行！”

苦功夫练就真本事，钢丝从最初歪歪
扭扭不成型，到最后可以随着手的转动绽
放成一朵“喇叭花”，王昊把手中活练成了

“杀手锏”。最终，他将制作时间控制在 15
分钟之内，且内外层钢丝与锥套完美贴
合。凭着这手绝活，在集团公司 2021年射
孔取心工职业技能大赛上，帮助分公司取
得团体第二名的优异成绩，自己也荣获优
秀选手称号。

目前，王昊已经从一名操作者成长为
管理者，带领队伍奋战在川渝市场。只要
有机会，他就将独门绝技分享给身边的人，
带着大家一起“偷懒”。“测井设备、技术不
断迭代更新，咱们的工艺也要跟着优化，更
好、更快、更省事，干起活来也就更有劲。”
王昊骄傲地说。 □王薇

让钢丝在指尖“绽放”

从书生意气到技能充实，从一知半解
到专业熟谙，他用两年多的时间从“读书
识天下”的大学生成长为一名技术骨干，
让青春梦想在钢城绽放异彩，他就是陕钢
集团龙钢公司生产一线技术员徐乐。

2019年，怀着对钢铁事业的热爱，他从
山水迢迢的秦岭南麓一路北上，进入龙钢
公司成为一名轧钢工。尽管大学期间主修
轧钢专业，但理论知识与实践操作相差甚
远。带着好奇，他将导师讲的知识点、注意
事项记录在笔记本上。

为提升专业技能，他利用业余时间摸
索轧机和导卫的工作原理和常见问题，短
短一个星期就掌握了K4的备机要领，两个
星期后便可独立承担K4的备机工作。不

到一年时间，就熟练掌握了轧线K1-K6备
机要领，随后被调往粗中轧进行锻炼。两
年后，从一名轧钢工成长为一名技术员，收
获了职业生涯中的第一份成功和惊喜。

走上管理岗位后，“升迁”的喜悦很快
就被压在身上的责任感和紧迫感一扫而
光。白天，徐乐深入各岗位了解生产工
序，按照掌握的知识点，严格管控工艺质
量，针对异常情况积极和调度沟通协调；
晚上，他对白天的工作进行归纳、总结，及
时查漏补缺。

一次，凌晨两点出现粗轧堆钢，正值夜
班的他接到调度电话后，立即赶到现场参
与抢修工作，待粗轧废钢处理完，他对中
轧和精轧设备仔细检查，对线下备机质

量、导卫进行逐一查看，确保设备和备件
满足生产需求。此后，他提出开展“轧钢
中废攻关”活动，促使各项指标稳中有升。

年前，按照生产计划安排，棒二线轧制
HRB500E钢材，由于工艺制度执行存在偏
差，一个班连续产生多批性能待判钢材。
当时恰逢徐乐探亲休假，受疫情影响在
家，得知消息后，他立即打电话询问，力求
把损失降到最低。但出现的待判钢材已
无法挽回。因为此事，他也受到连带责任
被公司经济处罚。冷静下来后，他认真审
视自己的工作，迅速改变工作方式，制定
新措施，严格落实生产过程工艺管控，从那
以后，轧制HRB500E钢材再没有出现过待
判钢材。 □杜婕

徐乐：无悔青春献钢城

赋于传感器智慧的电气人

华山，蔚蓝的天空下，呈
“W”形的西峰索道在万丈悬崖
峭壁间起伏穿梭，一会儿从绝壁
下拔地而起，直飞天穹；一会儿
从岭脊俯冲而下，锦绣幽谷扑面
而来……奇险峻秀的华山景色
像一幅幅国画在眼前迅速切换，
坐在吊厢里的游客忍不住发出
阵阵惊呼。

“呀！快看。”忽然，吊厢里
有人尖叫起来。顺着那位女游
客的手指看去，对面，两个人站
在一个四面敞开、像个吊篮一样
的空架子上擦身而过。“好险
呀！我们坐在封闭的吊厢里都
吓得胆战心惊，他们站在那个框
框上，啥都没有，多危险呀！他
们在干啥呀？”惊魂未定的游客
纷纷发问。

“我们正在进行索道大检

查。”华山西峰索道运维部经理
刘帆说。为了确保游客安全坐
索道，西峰索道进行了为期15天
的大检查，游客刚才看到的是索
道检修工坐在检修车上巡查，是
安全大检查的一部分。

李鑫是巡查的检修工之
一。他说，坐在检修车上，感觉
就像孙悟空一样在腾云驾雾，
下行时，倾斜着飞奔的检修车
似乎能把人抛出去。但是，和
上支架比起来，坐检修车就不
是个啥事情。

李鑫清楚记得第一次上支
架时的情景。那天，跟着师傅站
在65米高的支架上，就像站在悬
崖边，他双腿发抖无法迈步，手
心全是汗，呼吸紧张。但是，为
了工作，李鑫硬着头皮坚持了下
来。后来次数多了，他慢慢战胜

了恐惧，战胜了自己。每次从支
架上下来，李鑫心里都充满了成
就感。

由于爱岗敬业、吃苦耐劳，
李鑫和同事很快从毛头小伙成
长为业务骨干。去年10月，西峰
索道派出5名检修工参加了北京
冬奥会索道运维保障服务工作，
赢得了“优秀保障单位”“安全卫
士”等荣誉。

检修工们对支架进行维护，
常常一干就是两三个小时。从
支架上下来，李鑫累得腰酸腿
疼，回到家里，饭也吃不下，倒头
便睡。“虽然每天工作很辛苦，
但心里特别高兴，为了游客在
华山玩得开心，自己辛苦点也
值得。每天不出一身汗，就觉得
心里空落落的。”李鑫说。

□秦永毅

守护“天下第一险”的空中检修工

“东口车站 82#线岔数据偏
移较大，作业组在检修时要注意
接触线高差值，有没有互磨现
象，检调完后要逐一把数据复测
一遍，做好记录。”

“上行作业要注意下行方向
来车，座台、防护人员勤联系、多
呼唤，及时通知作业组，注意作
业安全。”

说这话的是中国铁路西安
局集团有限公司宝鸡供电段拓
石供电车间东口接触网工区的
90后副工长李晏鹏，从事接触网
工作已经9年。他们正在进行陇
海线第一阶段的集中修。

陇海铁路宝（鸡）-天（段）修

建于 20世纪 40年代，从宝鸡市
一路往西沿渭河峡谷北岸延伸
至天水市，该区段地势险峻，沟
壑纵横，是陇海线西北地区重
要的交通“咽喉”要道。东口接
触网工区担负着坪头镇至马家
湾 91.591 公里的供电设备维修
养护任务，由于 2003 年宝天线
线路更新改造后，东口工区管
辖范围内成为复线区段，设备
维修任务量增加了一倍多，因为
东口接触网所处地理位置的特
殊性，工区施工作业经常是早上
7 时分工、整理工具材料、出发
作业，等到上行天窗作业结束就
到 13时了。

回来后大家匆忙吃了午饭，
紧接着准备 15时开始的下行线
路作业，这一干就到了 21时，才
回到工区。

集中修期间都是180分钟的
大型“天窗点”，为了确保每天施
工作业有条不紊推进，作为工区
的业务技术骨干、工作领导人、
发票人，李晏鹏因能力大、责任
心强，在工区身兼数职。他经常
是白天参加上下行施工作业，晚
上梳理当天工作量并安排第二
天的作业施工计划，在集中修的
40天里，凌晨入睡早已是家常便
饭。工期紧、施工量大、施工技
术要求高，还得高质量完成管内
集中修施工，李晏鹏主动放弃了
休假。

三岁女儿想他了，每次和
爸爸视频，李晏鹏因为工作的
忙碌，寒暄几句就得挂掉电话
投入到工作中去。

多年来，李晏鹏不断钻研业
务技能，先后两次代表供电段参
加集团公司接触网系统技能竞
赛，都取得了优异成绩，得到了
领导和工友的肯定。

渭水河畔春水流，守护在这
里的铁路供电人每日频繁往返
于山花烂漫间，而李晏鹏和他的
工友们却无暇欣赏身边的美景，
全心守护着陇海铁路大动脉的
畅通。

□张赢弘 刘一江

渭水河畔供电人

夕阳下忙抢修夕阳下忙抢修。。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指出，在新的征程上，如何更好

把青年团结起来、组织起来、动员起来，为
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而奋斗，是新时代中国
青年运动和青年工作必须回答的重大课
题。习近平给共青团提出 4点希望：第一，
坚持为党育人，始终成为引领中国青年思
想进步的政治学校。要从政治上着眼、从
思想上入手、从青年特点出发，帮助他们早
立志、立大志，从内心深处厚植对党的信
赖、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心、对马克思
主义的信仰。要立足党的事业后继有人这
一根本大计，牢牢把握培养社会主义建设
者和接班人这个根本任务，引导广大青年
在思想洗礼、在实践锻造中不断增强做中
国人的志气、骨气、底气。第二，自觉担当
尽责，始终成为组织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
先锋力量。要团结带领广大团员青年自觉
听从党和人民召唤，胸怀“国之大者”，担当
使命任务，到新时代新天地中去施展抱负、
建功立业，争当伟大理想的追梦人，争做伟
大事业的生力军。第三，心系广大青年，始
终成为党联系青年最为牢固的桥梁纽带。
要紧扣服务青年的工作生命线，履行巩固
和扩大党执政的青年群众基础这一政治责
任，千方百计为青年办实事、解难事，主动
想青年之所想、急青年之所急，为青年提供
实实在在的帮助。第四，勇于自我革命，始
终成为紧跟党走在时代前列的先进组织。
要把党的全面领导落实到工作的全过程各
领域，走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群团发展道
路，推动共青团改革向纵深发展。要敏于
把握青年脉搏，依据青年工作生活方式新
变化新特点，探索团的基层组织建设新思
路新模式，带动青联、学联组织高扬爱国主
义、社会主义旗帜，不断巩固和扩大青年爱
国统一战线。要自觉对标全面从严治党经
验做法，以改革创新精神和从严从实之风
加强自身建设，严于管团治团，在全方位、

高标准锻造中焕发出共青团昂扬向上的时
代风貌。

习近平强调，追求进步，是青年最宝贵
的特质，也是党和人民最殷切的希望。新
时代的广大共青团员，要做理想远大、信念
坚定的模范，带头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树
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共同理想，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要做刻苦学习、锐
意创新的模范，带头立足岗位、苦练本领、
创先争优，努力成为行业骨干、青年先锋；
要做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模范，带头迎难
而上、攻坚克难，做到不信邪、不怕鬼、骨头
硬；要做艰苦奋斗、无私奉献的模范，带头
站稳人民立场，脚踏实地、求真务实，吃苦
在前、享受在后，甘于做一颗永不生锈的螺
丝钉；要做崇德向善、严守纪律的模范，带
头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严格遵纪守法，
严格履行团员义务。广大共青团员要认真
接受政治训练、加强政治锻造、追求政治进
步，积极向党组织靠拢，以成长为一名合格
的共产党员为目标、为光荣。

习近平指出，团干部要铸牢对党忠诚
的政治品格，高扬理想主义的精神气质。
要自觉践行群众路线、树牢群众观点，同广
大青年打成一片，做青年友，不做青年

“官”，多为青年计，少为自己谋。要培养担
当实干的工作作风，不尚虚谈、多务实功，
勇于到艰苦环境和基层一线去担苦、担难、
担重、担险，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干
事。要涵养廉洁自律的道德修为，心有所
畏、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不断锤炼意志力、
坚忍力、自制力，做一个一心为公、一身正
气、一尘不染的人。

习近平强调，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的征程上，中国共产党是先锋队，共青团
是突击队，少先队是预备队。入队、入团、
入党，是青年追求政治进步的“人生三部
曲”。共青团要履行好全团带队政治责任，
规范和加强少先队推优入团、共青团推优

入党工作机制，着力推动党、团、队育人链
条相衔接、相贯通。各级党组织要高度重
视培养和发展青年党员，特别是要注重从
优秀共青团员中培养和发展党员，确保红
色江山永不变色。

习近平指出，各级党委（党组）要倾注
极大热忱研究青年成长规律和时代特点，
拿出极大精力抓青年工作，做青年朋友的
知心人、青年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
路人。各级党组织要落实党建带团建制度
机制，经常研究解决共青团工作中的重大
问题，热情关心、严格要求团干部，支持共
青团按照群团工作特点和规律创造性地开
展工作。

习近平强调，青年之于党和国家而言，
最值得爱护、最值得期待。青年犹如大地
上茁壮成长的小树，总有一天会长成参天
大树，撑起一片天。青年又如初升的朝
阳，不断积聚着能量，总有一刻会把光和
热洒满大地。党和国家的希望寄托在青
年身上。

王沪宁在主持大会时表示，习近平总
书记的重要讲话，全面回顾了100年来共青
团坚定不移听党话、跟党走的青春历程，充
分肯定了共青团在党的领导下、团结带领
一代代团员青年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所作出的重要贡献，深刻阐明了共
青团和青年工作的历史经验，对做好新时
代共青团工作提出明确要求，具有很强的
政治性、思想性、战略性、指导性。我们要
认真学习领会，深入贯彻落实。

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贺军科、
中华全国总工会书记处第一书记陈刚在大
会上发言。

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人大常委
会、国务院、全国政协、中央军委有关领导
同志出席大会。

中央党政军群各部门主要负责同志，
首都各界团员青年代表以及部分国家驻华
使节等约1000人参加大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