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鲍凤霞，女，1964年7月出生，
平谷区崔家庄村村民。

自2002年开始建立蔬菜产销
协会， 不论市场如何变化她依然
按协议价收购， 秉承诚信理念 ，
宁肯自己赔钱 。 2009年5月她成
立蔬菜产销专业合作社， 统一配
发种子农药、 统一培训和收购；
如今与北京十几个批发市场、 15
家超市和50余家社区合作， 带动
周边乡镇万余户农民致富。

李振清 王春兰程刚王晓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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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清， 男， 1978年5月出
生， 顺义区光明街道居民。

2017年2月24日傍晚， 经营
便民超市和水站的李振清遇见一
家一层住户起火， 黑烟滚滚有向
上蔓延之势， 李振清迅速找来头
盔、 湿毛巾， 抄起灭火器， 毅然
冲进火场。 三进三出， 终于将屋
内明火基本扑灭。 厨房着火异常
危险， 消防队员称赞李振清扑救
及时， 对其理性救火大为赞赏。

王春兰 ， 女 ， 1941年6月出
生， 西城区白纸坊街道居民。

王春兰与何莲琴相识了 40
年， 如今都是空巢老人， 她们有
个 “窗帘约定” 作为确认平安的
小暗号。 2015年， 王春兰看到何
莲琴午休后未拉开窗帘， 迅速赶
去看望， 发现何莲琴摔倒地上满
脸是血。 之后， 何莲琴又跌倒四
次， 几乎都是王春兰第一时间发
现， 挽救了老友的生命。

王晓旌，女，1969年9月出生，
中国财贸轻纺烟草工会干部。

对父母， 王晓旌和妹妹共同
照顾， 并创造了帮脑梗父亲恢复
自理的奇迹； 对公婆， 她打地铺
也要腾出卧室让老人享天伦之
乐； 对丈夫病逝前妻近九旬的父
母， 她将粮油果蔬送至家中， 逢
年过节必去看望。 她放弃生育，
卖掉房产， 培养前妻之子出国深
造， 以羸弱之身托起三家。

程刚， 男， 1982年7月出生，
北京康立生医药技术有限公司董
事长。

为提高药品质量， 程刚率团
队成功地为国家研制出多种药品
杂质标准品， 并将之推广到美国
FDA和英国皇家实验室。 7年来，
他研发出一系列创新药， 其中包
括治疗糖尿病、肾病、类风湿性关
节炎及抗肿瘤的新药， 几乎无瘾
的戒毒药，为百姓健康带去福音。

把爱奉献给三家亲人

当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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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张海军 ， 1974年出

生， 北京市燃气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高压管网分
公司工程一所电焊工 ，
高级技师。

荣誉：
2013年北京燃气杯

燃气行业焊工决赛第一
名，2014年获首都劳动奖
章，2015年北京市职工技
协杯职业竞赛焊工决赛
第一名，2016年获享受政
府特殊津贴技师，2017年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绝活：
在艰难的环境下，能

完成燃气管道带气、带压
气割与焊接。盲焊的技术
稳准快，通过镜子反射将
焊枪伸进去，误差不超过
0.5毫米。

心中的工匠精神：
先修心 ， 再练技 ，

少说话， 多做事 。 练胆
识 ， 锻技艺 ， 守恒心 ，
护平安。

———记燃气集团高压管网分公司工程一所电焊工张海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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震“焊”人心的“艺术”
□本报记者 赵思远 文/摄

深蓝色的工作服， 反戴着的
工帽， 拿起电焊枪， 举起电焊面
罩， 绽开的焊花和跳动的火苗交
相辉映， 他展现出深藏不露的技
艺； 各种条件恶劣的现场， 美观
如一的各道焊缝 ， 匠心打造的
“鱼鳞纹”， 这位焊工艺术家实至
名归。 他就是张海军， 在带气焊
接作业领域出类拔萃， 早已在行
业内树立起响亮的品牌。

一件“艺术品”的诞生

早晨八点， 记者来到工程一
所的院内， 张海军早已换上工作
服， 准备在他的工作室进行模拟
带气接线作业。 “我现在练习的
是在管道内带气情况下焊接新线
的作业方式。” 张海军熟练地把
管道内的压力降到手工焊接合适
的压力，“要把新管线焊接到带气
管线上， 首先要在原来的管道上
用气焊切割出一个圆形对接口，
我们俗称‘带气开天窗’。 ”张海军
解释，“带气开天窗时调控压力是
非常讲究的， 压力调控必须相当
准确，如果压力高了，在带气切割
时， 会造成火焰过高烧伤作业人
员。相反如果压力过低，又有可能
造成管内负压， 空气倒进管内形
成混合气则会引起爆炸。 ”

切割过程中， 为了保证切割
安全， 张海军要不时用另外一只
手在切割处周围涂耐火泥灭火，
但还是时常有火苗从切割缝隙间
跳跃出来， 而早已习惯的张海军
在高高 “跃起” 的火苗前按部就
班，仿佛一个“玩火”的魔术师。

副所长张宁介绍：“外行看不
出来，其实这个过程非常有学问，
手拿捏的力量和角度都要恰到好
处，才能达到灭火的目的，只是他
动作太熟练咱们看不清。 ”

待到切割完毕， 张海军再次
调整了一下管道压力， 并戴上防
毒面具， 掀开天窗， 迅速将预置
管道扣在带气管上， 并用铅丝固
定住， 涂上耐火泥， 先通过点焊

的方式使管道固定在带气管上，
随后将铅丝取下 ， 开始正式焊
接， 动作一气呵成。 在焊接过程
中， 迸发出的火花四溅在他的工
作服上， 将焊接面罩映得发亮。
记者注意到， 在焊接过程中， 除
了按照既定的 “路线 ” 进行焊
接， 张海军的手没有一丝颤抖，
就像一个圆规完美地在接口上
“画圆”。 没多长时间， 第一遍焊
接就结束了。

“烙”出来的绝活儿

“这焊条中间部分就是焊丝，
在高温下焊丝会熔化成铁水， 待
凝固后便能将缝隙封住。” 为了
保证焊接强度， 张海军还要进行
第二次焊接， 行话讲叫 “填充罩
面”。 焊接完毕后， 他用工具把
接口周围的焊渣清除掉， 升压检
测气密性， 检测完毕后， 大功告
成， 整个过程只用了20分钟。

记者观察焊缝， 只见焊缝的
宽度一样，高度也在一个面上，更
突出的是焊缝就像一道道美丽的
鱼鳞一样在阳光下闪耀。 据旁边

的班组成员介绍， 鱼鳞纹需要手
力相当均匀，是道功夫活儿。

记者不禁向张海军表示疑
问： “之前上面的耐火泥哪里去
了？ 难道也和铁水融到一起了？”
张海军说： “如果有耐火泥， 焊
水都没法固定， 所以在焊接的过
程中就用电弧把泥给清出来了，
你们很难看清。” 他表示， 鱼鳞
纹也是同样靠电流大小均匀控制
电弧强度的结果。 在场观摩的人
们都十分敬佩。

张海军说，这只是模拟演示，
真正的作业坑往往是两到三米
深，存在各种恶劣条件，工作空间
也非常狭小，蹲着、躺着、仰着、拧
着……这些姿势全都会应用到。
“有时因为空间、角度问题，我无
法进行正面焊接或切割， 只能借
助小镜子，通过镜面原理工作。 ”
镜子里面的映像是反的， 张海军
需要时刻牢记方向， 但即便是这
种间接的焊法， 张海军一样能保
证焊缝的安全美观。

带气焊接很危险， 为了不影
响用户， 作业时间有严格限制，
这对每一个操作人员都是考验，

可张海军从来没有出过差错。 在
争分夺秒保安全的过程中， 即便
是水平再高， 工作服再厚， 被火
花烫伤也在所难免。 张海军的手
腕和胳膊上， 一道道疤痕也像焊
缝一样， 清晰地 “烙” 在上面。

火花“浇灌”出的情怀

张海军从事焊工24年， 能取
得如此大的成绩， 与他良好的基
本功是分不开的。 “最初我焊接
的管道内没有燃气， 后来逐步接
触带气作业， 刚开始看见管道上
闪烁的火苗 ， 我也比较胆怯 。”
后来， 张海军通过刻苦磨练克服
了恐惧， 并逐步成长为行业内的
高手。 一般在切割和抹泥灭火的
环节， 需要两个人配合进行， 但
因为有些作业坑条件不够， 张海
军便把自己锻炼成了多工种 “战
士”， 一个人进行多项操作。

张宁表示， 通过本次演示焊
出的鱼鳞纹在行业内被称为 “好
活儿”， 而在技能大赛上， 张海
军对精度的要求高到需要用卡尺
精确到毫米。 同时， 在各种作业
施工现场 ， 除了完成手头的任
务， 他还要进行综合作业指挥，
统筹各项工作。

虽然燃气管道施工普遍采用
机械作业， 而一些受时间限制或
者不具备机械作业条件的现场，
手工焊接依然必不可少。 张海军
和他的同事们便是解决 “疑难杂
症”、攻坚克难的先锋。 “我对焊接
工作始终充满激情， 有时一些有
挑战的焊接作业已经很长时间没
遇到过， 赶上一回就像突然吃到
小时候常吃的点心一样满足。 每
次觉得自己焊完的活儿还算满
意，被别人称赞两句‘好活儿’，我
就倍儿高兴。 ”张海军说。

“我不会离开焊工岗位 ， 因
为还有很多我要学习的东西 。”
张海军也希望徒弟们、 更多的年
轻人能将 “工艺” 传承下来， 精
益求精。

鲍凤霞
填补新药市场空白 “送水哥”三进火场救险 “窗帘约定”救老友性命 坚守诚信带万余农户致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