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16 年 7 月，全省大气污
染防治攻坚战打响以来，赵辉
就全身心投入到污染防治
攻坚工作中。

他利用节假日深入 60
多个市县暗访调研，发现
问题并提出解决思路和办
法。他主持起草的各类会
议材料、报告等 200 余份达
数百万字。

面对突发环境事件，善应对
能取胜。赵辉参与了近年来我省所有
突发环境事件的应急应对工作，每一
起事件均得到及时妥善处置。他还深

入乡村、企业一线调研，科学制
定全省燃煤散烧治理实施方
案，推进全省燃煤散烧治
理，保障了群众清洁取暖。

连续三年，赵辉没有
休息过一个完整的节假
日，方便面、常用药是他案
前的标配，办公室沙发是他

的行军床，夜以继日是他的
工作常态。在污染防治攻坚战

中，赵辉经受住了来自心理和生
理、工作和生活等多方面的考验，始终
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圆满完成各项工
作任务。

他多次对聚合技术和纯化
工艺进行优化；他对公司碳纤
维制备的聚合、纯化技术和
装备技术发展作出重要贡
献；他就是河南永煤碳纤
维有限公司聚合车间主任
王翔。

针对碳纤维生产废水
存在的处理成本高、环保排
放率低、资源化利用不足等问
题，王翔参与开发了一种碳纤维
生产废水分质处理和资源化综合利用
技术，促进了碳纤维产业规模化良性
发展。

该成果实现了溶剂二甲基亚砜资

源化利用，生产成本节约207.36
万元/年；节约危费品处置费
576万元/年；综合经济效益
可达到 783.36 万元/年，累
计综合经济效益 2500 多
万元。实现了危废水的分
质处理，累计处理高浓度剧
毒丙烯腈废水 1152吨/年，

使得中水回用率达到 80%；
协同解决了含难降解、难生化

废水环保达标排放难题。
该项目实施至今，累计获得省级

科技成果鉴定 1 项；发明专利授权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2项；省级科技成果
奖2项，市级科技成果奖1项。

谈到获得省劳模的感受，王
代涛坦言：“这是一份新的荣
誉，更是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

1990年，19岁的王代
涛来到深圳，进入一家鞋
厂工作。从一名普通员工
做到车间主任，王代涛一
步步实现自己的价值。经
过多年积累，2008 年 10 月，
他创办了自己的公司——天晓鞋
厂，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

功成不忘家乡。每年回乡，王代
涛都会利用自己的人脉，带一些商业成
功人士到家乡去走一走、看一看，希望他

们能够到襄城投资兴业。2011
年，他终于引进了一家大型台资
企业——宏福集团。时年3月
份，该集团在襄城投资兴建了
精美鞋业有限公司，解决了
当地4500人的就业问题。

为更好地支持家乡事
业的发展，2012 年，王代涛

毅 然 放 弃 在 东 莞 创 建 的 公
司，回乡创业。7年来，他先后

招引了博达鞋业、洪元实业、梓楹
鞋业等 12家企业入驻襄城，并出资修
建了家乡的道路，积极参加公益活动
帮助乡邻。他说：“我是农民的儿子，
就要为群众办实事，让家乡富起来。”

2000年担任村党支部书记
以来，王善良领导全村加快发
展，使过去一个普普通通的
小村穷村，发展成为闻名全
县的小康村。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
智。王善良认为：“斩穷根，
兴办教育是根本。”他牵头成
立了郭固营村促进教育发展
基金会，每年大年初一上午，都
隆重举行全村优秀学生表彰大会，
对当年获奖的小学、初中、高中和升入
大学的优秀学生发放奖金、奖品。10多
年来，全村的入学率都保持在100%，全

村升入大学的学生累计达到 76
人，研究生达到12人。

要脱贫致富，发展产业
是关键。2014年以来，王善
良积极配合镇政府在村里
建设工业园区，吃了多少
苦，受了多少罪，熬了多少
夜，查都查不清楚。王善良

的执着和付出，深深感动了入
驻企业客商，获得了“工业园区

王保姆”的雅号。如今，工业园区
已基本成型，入驻企业让300多名村民
在家门口实现了就业，每年村民收入增
加1000多万元。

从一名普通的烧炉工，到
“当阳峪绞胎瓷烧制技艺”国
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柴战柱用30多年的执着
与付出，让失传近千年的绞
胎瓷重新问世，并续写了绞
胎瓷产业化发展的新篇章。

1982年，柴战柱从陶瓷
厂下岗，开始学习绞胎瓷烧制
技艺。“开始烧制瓷器成品率极
低，有时甚至整窑全部报废，一窑
成本达几万元或十几万元。”柴战柱说。

经过一次次失败，2002年4月28日
零时，柴战柱烧制的第一件绞胎瓷终于

出窑了。它的成功，不仅恢复了古
代当阳峪瓷窑的绞胎、绞釉、刻
花、剔花艺术，且填补了当代我
国瓷器生产的一项空白。

柴战柱所引领的金谷
轩绞胎瓷艺术有限公司已
形成集设计、研发等于一
体的综合性公司。在他带

领下，焦作当地从事绞胎瓷
生产的企业和作坊已达到 50

多家。“力争在五到十年内让绞胎
瓷作坊达到 300家，打造一个年产值
可达 3个亿的特色小镇，再造昔日瓷
都辉煌。”柴战柱说。

“党把全村 1000 多人的前
途命运交给了我，我只能担当
作为，不容后退半步。”2011
年，雷学锋以高票当选马北
村 党 支 部 书 记 。 从 那 时
起，他便把全体村民和党
员的信任全都担在了肩上。

利用本村是政府所在
地的优势，雷学锋他们决定
在村里建设临路商品房。当时
集体经济没有钱，借不来钱，贷不
来款，雷学锋就从家中拿出给儿子娶
媳妇盖新房的钱 36.5 万元，作为村里
发展的启动资金。

临路商品房的建成，当年为村集

体增加经济收入20多万元。此
后，服装城的建成为村集体经
济增加收入44万元；填坑建
设的农贸市场，使集体经济
增加收入 30万元，村民增
加收入70多万元。

自我造血，自我发展，
不等、不靠、不要。利用村

集体收入，马北村建起了标
准化的村室党建阵地，5000平

方米的文化广场和舞台，硬化了
三条道路，还安装路灯和监控、健身器
材……如今的马北村发生了翻天覆地
的变化，人民群众安居乐业，集体经济
快速发展。

省劳模、鹿邑县马铺镇马北行政村党支部书记雷学锋

自我造血谋发展

所谓验船师，简单点讲就
是“船舶医生”。张庆儒就是
一名验船师，作为单位的
技术骨干，他承担着洛阳、
三门峡、济源三地市 500
余艘船舶的船体、轮机、
船舶电器及设备检验与技
术管理工作。

由于工作出色，张庆儒
多次被省地方海事局驻张家
港办事处抽调参加省际运输船舶
检验工作，服务江浙附近广大河南籍
船东和船员。工作任务重，强度大，需
要经常出差，张庆儒有时一天要工作

14个小时以上。目前他已参加
省际运输船舶检验工作 1200
余艘次。

2015年，“张庆儒创新
工作室”成立。作为技术
带头人，他带领同事在船
舶污染防控、水上安全宣
教、应急搜救等方面取得了

显著成果。作为水上交通安
全知识进校园讲师，他深入偏

远山区中小学开展防溺水宣讲
70余场，受教育学生 30000余人。他
带领团队不畏艰险，积极参与水上安
全应急搜救 30余次。

一个人能坚守扶贫一线多
少年？15年！燕索超用真心、
真情、真帮、真扶，赢得了群
众的一致称赞，大家都称他
为“为民办实事的好干部”。

今年 57岁的燕索超，
是三门峡市驻村时间最长
的扶贫干部，先后帮扶过 4
个贫困村和 4个精神文明帮
扶村，累计为扶贫村引项目资
金 3000余万元。每到一个村，他
都倾心为民办实事，改善村里的水、
电、路等农村基础设施，发展项目促进
村民增收，每件事都办到群众心坎上。

2016年，燕索超到陕州区西李村

乡岩里村任驻村第一书记，为了
改变村里缺水的状况，他决
定修建拦河坝水利工程项
目。一天上午，他和驻村
队员一起邀请工程师实地
勘测，在返程途中发生车
祸，三人全部受伤，他的两
根肋骨骨折，膝关节膑骨严

重损伤，最后被鉴定为十级
伤残。

残疾的身体没有阻挡他
脱贫攻坚的责任和梦想。燕索超说，
自己甘愿做脱贫攻坚道路上的一头

“孺子牛”，用自己辛勤的汗水帮助更
多贫困农民奔向小康。

“要像焦裕禄那样勤勉工
作，即便倒下，也要倒在工作
岗位上。”13 年前，沈桂富
被查出肠癌 3 期，疾病也
没有让他放弃工作，他始
终坚守在工作岗位上。

从那时起，每次住院就医
之前，他都会把一切工作安排
妥当。无论在哪治病，他都坚持
每天通过电话了解工作进展情况，
就连手术当天也未耽误。他化疗采用
两周一次的方案，化疗间歇期间的七八天
时间，他都会坚持去单位上班。他饱满的
工作热情和干劲，感染了身边每一个人。

此后，从市种子站到市能源站，

又到市良种场……虽然工作一
次次调动，但“不讲条件、不
计得失，勇挑重担、攻坚克
难”一直是沈桂富对工作
不变的追求。

随着生态文明建设日
益受到重视，他又带领全
站同志，奋战在“碧水保卫

战 ”和“ 净 土 保 卫 战 ”的 前
沿：抓好省市重点民生工程

沼气建设，推进农村能源革命；
做好全市秸秆建设工作，实现卫星监
测“0”火点历史性突破；做好土壤污
染防治、农业污染源普查等农业环保
工作……沈桂富一直拼命干。

在信阳茶产业界，吕立哲是
一个耳熟能详的名字。

自 1985 年参加工作以
来，吕立哲几乎把所有时间
全都用在茶叶科研和技术
推广工作上。

担任国家星火计划重
大项目“信阳茶叶优质高效
生产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首
席专家，在浉河区建成1万亩核
心茶叶示范基地；主持建设我省唯
一的茶树种质资源圃，构建了茶树种质
资源信息数据库……30多年来，他主持
和参与了国家和省市科技项目20多项，
获得省部级科技成果奖5项，发表学术

论文60多篇，主持起草省级地方
标准 5部，为信阳乃至我省茶
产业的发展作出突出贡献。

为给茶叶企业和茶农
提供更多技术支撑，他常
年不辞辛劳地奔波于各个
茶叶主产区之间。每年有
近 一 半 时 间 是 在 基 层 一

线。我省 40多家茶叶企业、
50多个乡镇的茶园、茶叶加工

厂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为发展壮大茶产业，吕立哲和团

队还开展了“信阳红茶品质提升关键
技术研究与品质标准创建”等课题研
究，不少课题取得了重要进展。

一人富不算富，大家富才是
富。2009年，李瑞领创建了种
植专业合作社，靠种植葡萄和
桃子，走上了致富路。富起
来的李瑞领不忘乡邻，通过
合作社产业帮扶，带领更多
贫困群众脱贫致富奔小康。

李瑞领把合作社建成
产业扶贫基地，实施“用工+
贫困户”就业模式、“承包+贫困
户”增收模式、“经营+贫困户”入股
分红模式，对59户贫困户进行帮扶，让
贫困户真正实现脱贫致富。

脱贫致富，需要精准帮扶。李瑞领

深入走访全村每一户贫困户，摸
清致贫原因，召开村支两委
会，制定脱贫致富计划，已安
排 3 户 4 人在村里打扫卫
生，平均月收入1200元。

建设美丽乡村，从改变
村容村貌开始。2018年李
瑞领当选长垣县樊相镇小屯

村党支部书记以来，垫资8万
元为村民改造水冲式厕所 123

户，垫资 5万元扩宽了街道路面，
带领村两委建成了党建广场和游园，自
掏费用增补了路灯，让原本脏、乱、差的
村庄变美、变靓。

省劳模、长垣县樊相镇小屯村党支部书记李瑞领

产业带领村民富

“诚诚恳恳做事，踏踏实实
做人”是赵战秒的人生格言。
在劳模助力脱贫攻坚行动
中，他把责任扛上肩，带领
贫困群众在致富路上阔步
前行。

2010年赵战秒联合村
里种植大户，成立了联富果
蔬现代农业园区、联富果蔬种
植专业合作社。为带动全村群
众走上致富路，按照“园区（基地）+
合作社+劳模+贫困户”助力脱贫攻坚
行动模式，以“党建+劳模+贫困户”为
抓手，赵战秒不断探索劳模助力脱贫攻
坚行动高效模式，制定具体帮扶措施。

依托合作社建立“劳模助
力脱贫攻坚基地”，他设立贫
困户就业岗位，优先安排贫
困户人员就近务工；在技
术、资金、销售等方面支持
周边有条件的群众创办蔬
菜种植项目；号召党员对贫
困户“一对一”帮扶……

在赵战秒的努力下，有
58 户贫困户进入助力脱贫攻

坚基地工作，实现务工与照顾家
庭两不误。合作社累计传授蔬菜种植
技术等1700余人次，接纳贫困人员务
工 1600 余人次，带动全村贫困户 26
户 105人走上共同致富路。

“从多氟多成立之初，就以
创新为主线，寻找国家战略发
展与企业高速成长的结合
点。国家在‘十二五’期间
规划的七大战略性新兴产
业，多氟多做了三个。”说
起公司，李云峰底气十足。

在李云峰的带领下，公
司坚持技术创新，相继开发
出一大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
新产品、新工艺和新技术。公司
主导产品冰晶石连续 15年出口量第
一，氟化铝连续8年出口量第一。

自 2006年，公司从传统氟化盐行
业向新能源产业转型。李云峰和技术

人员一起奋战。经过数百次攻
关，在 2009 年实现了 200 吨
电子级高纯氟化锂开工建
设。此后，通过不断自主创
新，李云峰带领大家打通
了新能源汽车全产业链。

李云峰还十分热心公
益事业。先后提供100万元

创业基金，为焦作市青年创业
提供资金支持；参与并组织单

位员工举办造血干细胞集体捐献
活动，挽救了 8名白血病患者的生命；
捐赠500万元作为公益基金，资助贫困
大学生完成学业……他不断用自己的
行动努力回报社会。

省劳模、多氟多新能源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李云峰

开拓创新争一流

省劳模、滑县上官镇郭固营村党支部书记王善良

立志建设新农村

从 1981 年接班入职以来，
林喜才一直扎根基层治黄一
线，用敬业奉献的实际行动
护卫着黄河的安澜。

林喜才始终认为：“河
道修防工不只是下死力的
活儿，里面的学问大着呢。”
工作没多久，因为爱动脑
筋，琢磨技巧，他研制成功了
防汛抢险挖掘机插桩器，此项
成果在抢险防汛中派上了大用
场，还获得黄委创新成果奖三等奖。

在抗洪抢险中，林喜才不断强化
“内功”，练就了一身过硬的抢险救灾

的本领，采用绝招绝技，让一线
职工摆脱繁重的体力劳动，最
大限度地减少工作的危险
性，先后成功抢护防洪工程
重要险情 20余次，避免洪
灾损失1000余万元。

一 花 独 放 不 是 春 。
2004年以来，林喜才一直担

任河南河务局河道修防工技
能培训教师，尽心尽力培养优

秀技能人才，共参加各类办班 40
多期，培训职工3000多人次，其中技师
513人，高级技师 348人，为黄河技能
人才的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

省劳模、南乐县张果屯镇烟之东村党支部书记赵战秒

助力脱贫攻坚责任扛在肩
省劳模、襄城县洪元实业有限公司车间主任王代涛

情系故土富乡亲

省劳模、舞阳县吴城镇北高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高景红

心中有责 追梦一生
河南省先进工作者、三门峡社会失业保险中心主任燕索超

倾心为民办实事的“领头雁”
河南省先进工作者、南阳市农村能源环境保护管理站站长沈桂富

做一名焦裕禄式的好干部

省劳模、河南永煤碳纤维有限公司聚合车间主任王翔

“工匠之花”璀璨绽放
河南省先进工作者、信阳市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所长吕立哲

让茶产业插上科技的翅膀

省劳模、济源市交通航运发展有限公司验船师张庆儒

守护水上交通安全
河南省先进工作者、河南省环境监察总队主任科员赵辉

守护蓝天白云的“环保卫士”
河南省先进工作者、河南范县黄河河务局河道修防工林喜才

黄河安澜的守护者

2006 年，高景红刚上任时
的北高村，4间破村室漏风漏
雨 ，4 个 大 喇 叭 没 一 个 会
响，还有 3万多元外债……

高景红暗下决心，要
把北高变个样。坚持十三
年如一日推行公开承诺，
对党员实行积分量化管理；
每年向村民承诺办好十件民
生实事，年年件件都落地有
声；成立红白理事会等 13个群众
自治组织……抓住党建这个关键，高
景红下大功夫把村里的正气树起来、
人心聚起来、干劲提上来。

为发展村级经济，高景红拿出咬定

青山不放松的劲：建设两个电子
厂，发展 13家个体商户，建设
一座光伏电站，发展小杂果、
苗木花卉等 1000多亩……
现在，全村年人均纯收入较
2006年翻了近三番。

为改善北高村的村容
村貌，高景红自掏腰包请人

作规划，早出晚归跑项目。
自2008年到现在，他先后自筹

资金 1000多万元，让村里实现了
硬化、绿化、亮化、美化。

当了 13年村党支部书记，高景红
说他最大的体会是“依靠群众才能干
成大事，坚持不懈才能终有所获”。

省劳模、河南金谷轩柴窑绞胎瓷业有限公司艺术总监柴战柱

让绞胎瓷再绽芳华

●● ●● ●●

专版│072019年5月 1日 星期三

用劳动书写出彩中原
——河南省劳动模范与先进工作者风采展（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