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张雨贵，男，1952年9月出生，
平谷区大兴庄镇北城子村村民。

张雨贵29岁时妻子突然瘫
痪 ， 当时女儿3岁 、 儿子才6个
月。 经济拮据， 他借了自行车和
双轮车捆绑在一起拉着妻子跑了
无数趟医院。 白天忙农活， 晚上
他给妻子喂饭喂药擦洗身子； 妻
子烦躁他还满脸带笑去宽慰， 一
转眼已30多年。 如今儿女长大成
人、 妻子病情好转， 张雨贵撑起
了家里的一片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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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振宁 许连兰、 李宝杰李天君许泽玮

（2017年5月第2周）

让金融创新惠及大众 “活血库”让无数人新生 节能减排的科技尖刀 两村民勇救落水老汉
许泽玮 ， 男 ， 1983年9月出

生， 九一金融信息服务 （北京）
有限公司董事长。

2011年９月，许泽玮创立91金
融， 帮助3000余家中小微企业解
决融资难、融资贵的问题。他以创
业导师身份开展创业课程教育、
组建“创新创业团队”、设立青年
成长基金等， 为上万名青年创业
者解决了资金掣肘业务发展问
题。 他还将党建应用到企业管理
中，通过多个精准扶贫项目。

李天君 ， 男 ， 1972年9月出
生， 国家卫计委研究所国家脐血
库质量负责人。

因血库缺血， 2001年李天君
作为血站的普通职工第一次献
血。 至今， 他累计献血96次， 总
量相当于 4个人体的血容量 。
2004年底他开始交替捐献全血和
血小板， 他还是捐献骨髓造血干
细胞的志愿者 。 在李天君影响
下， 他的妻子乃至很多血站员工
都成了固定的无偿献血者。

赵振宁 ， 男 ， 1973年1月出
生， 华北电力科学研究院电站锅
炉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赵振宁完成世界上最先进的
低NOx燃烧技术研究项目， 在电
站锅炉节能环保多目标综合优化
等方面成绩突出， 每年能给国家
节省一个亿。 他发表70余篇学术
论文出版专著， 参与国家安全规
范等标准的编写工作， 为客户技
术培训超万人， 有8项发明专利、
20余项实用新型专利获得授权。

许连兰 ， 女 ，1962年10月出
生；李宝杰，男，1968年10月出生，
均为怀柔区雁栖镇下庄村村民。

2016年6月22日上午 ， 一老
汉在京密引水渠不慎落水被李宝
杰、 许连兰发现。 李宝杰当即跳
入水中施救 ， 由于渠边淤泥深 、
苔藓多， 李宝杰几次努力均无法
将老汉拖上岸 。 许连兰急中生
智， 把手中的扁担伸向二人， 用
尽全身力气将他们拖拽上来， 随
后二人将老汉送到住处才离开。

张雨贵
最美丈夫撑起一片天

歌之劳劳动动者者

记者曾到过首钢高炉车间采
访，那里的炉温1000多°Ｃ，但没有
噪声； 曾到过京棉集团的纺织车
间，那里的噪声很大，人与人之间
贴着耳朵说话都听不清楚， 但温
度正常。 但在北京威顿玻璃制品
有限公司，既有1000多°Ｃ的炉温，
也有人与人之间贴着耳朵说话都
听不清楚的噪声， 而2017年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北京一轻
控股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北
京威顿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成型部
副经理赵俊生， 就在这样艰苦的
环境下， 在玻璃包装瓶制造岗位
上工作了37年。

工作环境常年高温加噪音

采访这天室外温度28°Ｃ。 记
者走到成型车间高炉旁， 就有一
股热浪扑面而来。 赵俊生身穿沾
着油渍的长袖工作服， 脚蹬着工
作大皮鞋， 戴着满是油污的绒手
套，正在观察着一个个玻璃瓶。而
这一个个玻璃瓶经过熔化、 模具
定型等几道工序， 温度从1350°Ｃ
降到1000多°Ｃ， 最终成型出炉时
温度也在上百摄氏度。

玻璃制造行业的工作环境十
分艰苦，噪声轰隆，高温炙烤……
正是在每天接触这样的环境，赵
俊生每天都要穿着厚厚的工作
服。尽管这样，赵俊生的胳膊上仍
然布满了瘢痕。 “这都是30多年被
烫伤的记录。随着技术的成熟，现
在被烫伤的几率减少了，但是，年
轻人还要经过这个过程。 ”赵俊生
撸起袖子说。

记者看到车间旁边的一块牌
子上面写着“当心，护耳区”，在这
里工作的工人耳朵里都塞着耳
塞，防止噪音。要想登上三层楼高
的高炉， 按照规定必须要严格按
照相关要求来， 穿底厚的大头皮
鞋， 还要戴上带绒的手套或者特
制的手套。

登上高炉， 越往上走温度越
高，就连铁栏杆都感觉烫手，而赵

俊生每天都要来来回回、 上上下
下，一天都不知道要走多少回。他
衣服前身儿蹭得都是油污， 后身
儿则是一圈一圈的汗渍。

开发出千奇百怪的瓶型

1980年3月 ， 赵俊生从北京
玻璃总厂技工学校玻璃工艺专业
毕业被分配到单位玻璃包装瓶制
造岗位。 那年， 两个班90多名同
学来到这里。 到现在， 他们都陆
续地离开了这里， 只剩下赵俊生
一个人。 “我没有别的技术， 不
会说话， 做买卖不行， 只能在这
里。” 赵俊生说。

“我觉得高温和噪声都能
够 克服 ， 最难的是模具 。 前些
年， 我们只生产一种瓶型， 就像
啤酒瓶那样， 一种瓶型定型后，
几个月才换一次。 现在， 根据用
户要求几乎是天天换， 瓶型也千

奇百怪 ， 有圣诞树型 、 玫瑰花
型、 八卦图形等各种形状。” 赵
俊生说。

在以赵俊生命名的 “首席技
师工作室”，记者看到展柜里面放
着各式各样的玻璃制品。 “这些玻
璃瓶的背后大有门道， 任何一个
小细节不注意， 都得不到想要的
形状。 首先是设计人员要根据客
户的要求设计出形状， 经过客户
同意后做模具。 模具做成后要安
装到高炉进行反复试验， 才能进
行正式制作。在制作过程，也要屡
次检查，挑出差品。我们的主要任
务是在试验过程中向设计人员提
出改进建议，修改模具。 ”至赵俊
生说，一个玻璃瓶的诞生，需要短
则3个月，长则8个月的开发过程。
工作中最艰苦的是， 每次换模具
都要经过400°Ｃ高温的“烤”验。而
现在，由于品种增加，几乎每天每
班都要换模具。

为中国玻璃行业赢得荣誉

赵俊生的才能不仅体现在成
型机上， 他还对高难度产品情有
独钟。 当世界知名化妆品企业提
出生产各种异型瓶型时， 一些世
界知名玻璃生产厂家都望而却
步， 赵俊生则不畏艰难生产了一
个又一个异型产品和高端产品。

一个太极图形状的瓶子，看
似简单背后却充满了故事。 当时
上海家化公司要生产某化妆品品
牌的包装瓶“2611”参加2010年上
海世博会。 这种异型包装瓶没有
对称点，两个瓶子（含盖）可组成
太极图的形状，生产难度大，试产
合格率极低， 其它玻璃生产厂家
都不敢接这活儿， 赵俊生的团队
大胆地承接下来。

赵俊生说 ：“针对肩台尺寸
低、披肩长轴尺寸小等缺陷，我们
在成型模具镶板上每侧增加3个
直径0.4毫米的排气孔，通过对模
具和各项工艺参数不断地调试修
正，解决了料印身凹等缺陷，最终
达到了批量生产的要求。 产品合
格率由20%提高到60%，日产值由
1.5万元提高到10万元，我们公司
成为国内唯一可以生产这类产品
的玻璃制品公司。 ”这个产品在当
年获得日本包装设计大奖， 其成
功不仅为企业创造了效益， 同时
也打响了公司的品牌， 提升了企
业知名度。目前，威顿公司已成为
不少国际知名化妆品品牌的全球
主要供应商。

赵俊生拿出为意大利沙彼高
公司生产包装物 “2595”， 这个
产品一面为平面 ， 另一面为圆
弧， 底部成三角形， 两个瓶子可
组成一套成品。 “这个产品重心
偏， 并且重量只有19克， 很难站
立。 这大大增加了生产难度， 操
作过程中易出现底部粘料、 瓶肩
不足等缺陷。” 为此， 赵俊生的
团队牺牲了大量休息时间， 翻阅
国内外资料， 对这个产品的特点

提出改进方案， 最终经过多次试
验取得成功， 产品合格率上升至
80%， 日产量超过14万件， 声震
全球玻璃瓶罐制造行业。 “德国
一家公司曾多次试产 ‘2595’ 都
没有成功， 而你们生产出来了。”
沙彼高公司的有关人员在产品取
得成功后对赵俊生说。

技术改进提高台时利用率

2013年， 威顿公司因生产调
整，将双窑炉改成单窑炉。赵俊生
为提高生产效率，提出了“产品单
滴改为双滴生产”的课题建议。为
实现这一课题， 他带领团队吃住
在公司进行研讨，首创“促使产品
迅速定型” 的方案来解决双滴生
产问题。为实现方案，他还提出加
大“停滞板”冷却风孔的直径，增
加冷却风量，为防止堆底，又增加
了输送板带两侧的冷却风管，经
过几十次的调整， 成功地实现了
双滴生产， 使得生产效率成倍提
高，单一产品机速由50个/分增加
到100个/分，合格率由42%上升到
73%，日产能提高329%。 一个个简
单的数字的背后是赵俊生和他的
团队不辞辛劳收获的累累硕果。

近几年， 赵俊生先后主持了
十多项工艺技术改进项目， 如成
型机真空辅助成型工艺、 超声波
网带除锈等。 2016年，赵俊生主持
成型机改造工作， 改造的目的是
要全面提高成型机数控水平，用
微机控制的电子定时系统取代老
式机械控制系统， 同时增加电子
拨瓶系统热端剔除装置。 改进后
功效（机速）提高，产品换产工时
缩短，按4台成型机计算，可增加
产品304万件，年增产值258万元，
年节省工时3920分钟， 大大提高
台时利用率，节能效果显著。

汗水与烈焰的交响， 是责任
与担当的共鸣。 37载如一日，赵俊
生执着地坚守在高温岗位上，不
断挑战技术难题， 以实际行动诠
释了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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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阎义 文/摄

———记北京威顿玻璃制品有限公司成型部副经理赵俊生

用小玻璃瓶为国赢得荣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