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赵思远

———记迁安首钢设备结构有限公司工程师沈虎庄

在2018年北京市总工会主办
的 “首都最美劳动者” 颁奖典礼
上， 51岁的沈虎庄从上千名参与
者中脱颖而出， 成为10名获奖者
当中的一员。 作为迁安首钢设备
结构有限公司总工室工程师、 创
新工作室负责人， 这名 “技术专
家” 围绕服务钢铁流程开展创新
实践 ， 不仅自主研发 、 创新产
品， 为用户节约上千万元成本，
更是斩获多项专利， 为企业创造
近千万元产值。

坚持“打卡”
让钢渣“起死回生”

“转炉废弃的钢渣可以做肥
料， 还可以做建筑材料， 现在关
于这项技术许多单位有理论、 有
论文、 有试验， 但最终都因成本
过高而不了了之。 我想让这些堆
积成山的钢渣真的可以 ‘起死回
生’， 到时候将解决钢铁业废弃
钢渣利用的一个大难题。” 近两
年， 沈虎庄扎进了转炉炼钢废弃
钢渣再利用技术的 “海洋”。

“是否有一种能够把钢渣很
快加工成碎粒， 将渣铁分离的工
艺设备？ 能否在高温状态下对钢
渣水淬获得玻璃相很高的水泥材
料 ？ ” 2016年 ， 在注册专利的
“独木桥” 上被挤掉后， 沈虎庄
开始边研究边考察， 励志修建自
己的 “桥桩”。 他发现， 含钙量
较高的不锈钢钢渣， 经过粉碎研
磨后的细度能达国内先进水平，
并可作为水泥添加剂。

一次， 某知名水泥企业到矿
山授课时讲到， 对方的水泥需要
高质低成本进入市场竞争， 有高
钙钢渣微粉的需求。 这使沈虎庄
更加坚定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既
要大小块渣通吃、 简单实用， 又
要结合炼钢作业实际工况， 使终
产品活性钙含量高， 能够进入市
场而不形成固体废料。

方案修改了无数遍、 推导了
一版又一版、 思考求证了无数个
日夜， 沈虎庄终于研究出熔融钢
渣热态水淬装置， 得到了用户单
位的支持 、 专家的认可 ， 并于
2018年初申请了国家专利 。 目
前， 已经完成了热态水淬装置的
立体图纸绘制工作、 正在做技术
经济论证的沈虎庄说， “如果这
项技术应用成功， 将解决钢渣处
理难题， 把各钢铁公司的废渣变
废为宝， 使水泥行业的成本大大

降低。”

两年“死磕”
降用户千万元成本

据沈虎庄回忆， 2016年3月，
他在首钢股份有限公司联系业务
时， 恰逢炼钢部做钢渣处理的经
济分析。 “半凝固状态的铸余钢
渣需经渣罐处理， 靠内部纵横交
错的水泥格栅来将钢渣分割成小

块， 经过选别重新进入炼钢流程
或做固废处理。 但因水泥格栅强
度低， 每罐只能使用一次， 处理
钢渣过程中自身就会随之粉碎，
因此仅水泥格栅每年消耗资金就
达2000多万元， 这还不算冬季生
产铸余水泥格栅运行的两台10吨
电能蒸汽锅炉运行费用、 运输费
用、 人工费用等。” 沈虎庄说。

是否能在低成本状态下把铸
余渣块小型化， 并节省钢渣处理
成本？ 沈虎庄锁定了这个课题。
查资料、 翻文件、 与技术人员探
讨研究、 到铸余渣处理现场采集
数据， 他最终制定了三套方案，
并通过专家认证， 向其中一套发
起挑战： “制作金属格栅渣罐，
用钢格栅替代水泥格栅， 实现反
复使用， 并把带有钢水的熔融钢
渣以小块形态在翻罐后自然分
离， 达到回吃废钢的目的。”

冷态的钢板接触钢渣时， 会
迅速吸收铸余渣的热量， 使钢渣
遇冷硬化、 固化成壳。 使用金属
格栅， 到底用多厚的钢板， 才能
保持8小时不融化，且基本形状不
变、可反复使用，同时实现铸余钢
渣和金属格栅不粘结。 这让沈虎
庄彻夜难眠。通过研究钢渣、钢水
与格栅的分离机理，将钢材与钢
渣的比热容进行对比计算， 沈虎
庄终于找到了所需钢板的厚度，
并经多方查询， 找到了一种能耐
1400摄氏度高温的防止粘连的涂
料， 攻克了第一道难关。

随后， 他先后走访3家大型
铸造企业， 了解铸造脱模角度，
寻找脱模剂， 最终找到了低成本
脱模涂料配方， 并且试验得出最
合理的脱模角度 。 结合试验数
据， 经过20个小时实地测量 ， 2
天图纸绘制， 15天后， 第一台样
机送到了现场， 并投入试运行。
当红热成坨的钢渣顺利滑出格栅
的时候， 众人对设备的质疑烟消
云散， “沈式效率” 让人吃惊。
目前， 该设备已进入全面推开应
用阶段。 沈虎庄说： “此项技术

的应用， 每年可为用户降低成本
上千万元。”

并肩战斗
聚力解“疑难杂症”

在沈虎庄为企业的提质增效
进行不懈努力时， 设备结构公司
成立 “沈虎庄工作室”。 从单打
独斗， 到通力合作， 在技术创新
之路上， 沈虎庄有了十几名并肩
的战友。 而之前做常规工艺设计
的他面对新成绩 、 新产品的目
标， 也挑起了公司第一个职工创
新工作室的大梁。

走过30多家钢厂、 对设备和
工艺流程轻车熟路的沈虎庄， 仍
走在不断学习的路上。 微信关注
的都是介绍高端技术的公众号，
他要时刻掌握这个行业的新思
想、 新技术、 前沿信息和市场动
态。 他抓住每一次对外学习交流
的机会， 将新技术、 新信息收集
整理， 建立创新研发信息库， 还
带领成员们多次到客户现场交
流， 深入分析对方的潜在需求，
掌握主动 ， 工作室也逐渐成为
“疑难杂症” 的接诊中心。

为了帮助首钢股份有限公司
热轧部减少热能散失、 消除热污
染， 工作室在热轧设备老旧、 没
有零件图等困难条件下， 在狭小
的测量空间用手探入进行现场测
量， 并用手机进行盲拍， 再回到
办公室整理。 经过近一个月的测
绘和反复的设计攻关， 使改造后
的设备运行安全、 可靠、 维修方
便、 造价低。

如今， 沈虎庄的这份工作已
经到第30个年头， 可他对工作的
热情只增无减。 “因为在创新工
作室的课题库里， 还有十几项重
要课题等待我们把未知变成已
知， 每一项都可能用好几年的时
间才能攻破。 不管前面还有多少
难题 ， 不管还要多少次推倒重
来， 我都不畏惧。” 沈虎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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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渊莘是朝阳区劲松第一幼
儿园园长， 在30余年的幼教生涯
里 ， 她始终坚定初心 、 默默奉
献， 在平凡的岗位创造出不平凡
的成绩。 于渊莘见证了劲松第一
幼儿园的发展历程， 劲松第一幼
儿园也同样承载了她的成长与荣
誉。 2007年， 她荣获 “北京市杰
出校长” 的称号。 2015年， 获得
北京市优秀园长称号。 2017年 ，
荣获朝阳区教育系统 “巾帼之
星” 称号。

1983年， 于渊莘进入成立才
三年的劲松第一幼儿园工作。 她
见证了幼儿园由原来的5个班20
名教职工的一个小幼儿园， 变成
了拥有20个班96名教职工一园两
址的幼儿园。

1996年， 刚30岁出头的于渊
莘被任命为劲松第一幼儿园的园
长， 此时幼儿园教师队伍情况并
不理想， 一些保育员不是专业出

身， 教育孩子时存在这样那样的
问题； 一些老教师对这个年轻的
新园长多少有些不服气……各种
管理问题让于渊莘倍感压力。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 于渊莘
主动与教职工交流， 充分发挥教
职工大会的作用， 聆听教师对管
理制度的改进意见， 真诚地与教
职工沟通、 交流， 真心地为教师
搭建发展平台， 用尊重与爱打造
“和谐、 合作” 的园所文化， 让
幼儿园教师队伍的凝聚力很快得
到提升。

于渊莘充分尊重教师意见，
把制度管理的 “刚性” 与人本管
理的 “柔性” 相统一， 让系统既
有弹性又发挥出最佳的约束力。
在她的不断努力下， 幼儿园气氛
焕然一新， 而她本人也赢得了教
职工的充分认可与信任。

于渊莘深知 ， 作为一个园
长， 她肩负着为幼儿一生的成长
奠基、 成就教师职业生命幸福的
重大责任。 在先后合并两所幼儿
园、 剥离重组两所幼儿园和新建
幼儿园的过程中， 于渊莘几夜未

眠， 最终与教师一起确立了 “尊
重 、 沟通 、 和谐 、 发展 ” 的园
训。 近十年来， 幼儿园向姊妹园
输出了20多名管理干部， 并培养
了40余名区级以上骨干教师， 为
朝阳区幼教贡献了力量。

自 1996年于渊莘任园长以
来， 始终坚持以教科研为龙头，
注重课程建设， 促进幼儿园保教
质量提高 。 她主持的幼儿园课
程、 幼儿园文化建设、 幼儿园教
师队伍建设等课题数项获北京市
优秀课题成果奖， 十余篇论文获
全国 、 市级优秀论文评比一等
奖。 她还倡导 “让每一朵太阳花
都在这里幸福绽放 ” 的办园理
念。 近年来，在她的精心打造下，
劲松第一幼儿园拥有了一支由全
国模范教师、北京市特级教师、北
京市级优秀教师以及市区骨干教
师、 优秀青年教师等组成的学习
型、研究型、专家型教师团队。

□本报记者 盛丽

于渊莘：让每一朵太阳花幸福绽放

提质增效的“钢铁侠”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