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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捐献全身器官救助12人的合
川小伙——简开新

简开新，男，17岁，已故，合川区渭
沱镇荷叶村居民。

2017年7月2日晚，简开新下班
骑电动车回家时遭遇车祸，4日转到西
南医院抢救无效，被医生宣布为脑死
亡。悲痛之中，父亲简先华从市红十
字会得知，可以通过捐献儿子器官的
方式，去挽救他人的生命。7月9日，
简开新的器官捐献顺利实施，捐献的
器官不仅挽救了6个人的生命，还让2
个人重见光明、4个人的皮肤骨骼重获
健康。

二、种树 10年再现绿水青山的
“绿色守护者”——黄章明

黄章明，男，67岁，梁平区福禄镇
大印村居民。

2008年，黄章明承包荒山4000
亩，10年如一日在荒山上种油茶树。
在当地政府的帮助和家人的全力支持
下，黄章明投入 110 多万元种植了
1500亩油茶，其中改造低效林1000
亩，开垦荒山新造林500亩。如今，茶
园已进入盛产期，每年产果30多吨。
10多户贫困户在黄章明茶园务工，他
毫无保留地教他们种植油茶树，帮助
大家摘掉了“贫困户”的帽子。他用实
际行动守护着家乡的绿水青山，被乡
亲们亲切地称为大山里的“绿色守护
者”。

三、洪水中勇救一家五口的古稀
老人——谢柏林

谢柏林，男，70岁，开州区金峰镇
金玉社区居民。

今年6月18日傍晚，在家做饭的
谢柏林听到河边有人呼救，便快速跑
到河边。他看见一辆小车被洪水卷进
了河中，情况十分危险。赶来的村干
部和民警做了许多尝试都没能成功，
眼看水势越来越大，谢柏林来不及多
想便跳入水中。凭着过硬的水性，谢
柏林与村民合力将车里一家五口救
起。事后被问起救人的事，他说：“人

最宝贵的就是生命了，如果以后再遇
到这样的事情，还是会毫不犹豫地去
救人。”

四、为救落水女子不幸溺亡的“永
川好儿郎”——卢白杨

卢白杨，男，23岁，永川区胜利路
街道永青村居民。

今年8月17日凌晨，一女子在永
川神女湖玩耍时不慎落水。准备离开
神女湖的卢白杨发现后，立即跳入水
中施救。在湖边群众的帮助下，落水
女子被救上了岸，但卢白杨却消失在
湖水中。经公安机关组织搜救，于当
日17时，找到了卢白杨的遗体。卢白
杨是父母眼中的好儿子、老师眼中的
好学生、同事眼中的好伙伴、永川人民

的好儿郎，他用23岁的青春年华，书写
了舍己为人的生命赞歌。

五、把病房当办公室的“九龙好
人”——余学琴

余学琴，女，32岁，九龙坡区西彭
镇新民村村委会综合服务专干。

2014年1月31日，余学琴被查出
双肾衰竭，且已是尿毒症晚期。4年尿
毒症病痛，余学琴在病痛中坚守，未曾
停止工作。为了兼顾工作与治疗，她
常在病床上处理丈夫带来的材料，在
透析室埋头工作、接待有困难的村
民。即使先后负担了10余万元治疗
费，她也多次拒绝社会救助。去年，找
到肾源的余学琴接受了肾移植手术，
身体不断恢复。

六、深度贫困山村老百姓的“贴心
管家”——何亨明

何亨明，男，49岁，巫山县司法局
干部，巫山县双龙镇安坪村扶贫队员。

2015年，何亨明随驻村工作队入
驻巫山县深度贫困的双龙镇安坪
村。近3年时间里，他步行上万公里
走访群众，将全村的基础建设、产业
发展以及村民的柴米油盐料理得井
井有条，成为老百姓的“贴心管家”。
今年7月20日，何亨明被确诊为肝癌
晚期，已错过化疗和手术关键期。他
拿到病危通知书后，想到的第一件
事，就是抓紧时间回村交接工作，身
患癌症却依然放心不下安坪村的父
老乡亲。

七、十年著书助力家风传承的耄
耋老者——任俊

任俊，男，82岁，江北区郭家沱街
道望江村居民。

在江北区郭家沱，无人不知任俊。
他尊敬长辈，子女孝顺，家庭和睦，传承
了父辈教授的家风。任俊对家庭教育
更是颇有心得，历经十年，几易其稿，呕
心沥血写出了《为了孩子的明天——家
庭教育面对面》，希望将优秀的家风家
训、教育理念传递给更多的家庭。

八、义务收养两代人的爱心夫
妇——何德友、颜显英

何德友，男，67岁；颜显英，女，65
岁，潼南区塘坝镇罗坪村居民。

在30多年的时间里，何德友、颜

显英夫妇先后义务收养了两代人共4
个孩子——两个侄子、两个侄孙。30
年前，何德友大哥何德华因罹患白血
病逝世后，大嫂不辞而别，他和妻子主
动收养两个侄子。两年前，侄子何长
明因交通事故去世后，侄媳妇也选择
不辞而别，何德友老两口不忍把两个
侄孙送到孤儿院，决定收养他们。如
30年前照顾养子养女一样，他们依旧
不离不弃地照顾着年幼的两个侄孙。

九、返乡创业走上致富路的诚信
商人——盛成波

盛成波，男，35岁，涪陵区同乐乡
齐丰村居民。

“做人德为先，待人诚为先，做事
勤为先。”这是盛成波在父辈教导中听
得最多、最朴实的一句话。几十年来，
盛成波不但把这句话记在心里，还把
它落实到行动上。十年前，他回乡创
业，做起了鹌鹑养殖。十年间，他始终
秉持诚信经营的理念，年纯收入达到
100万元。此外，他还无偿为周围想要
养殖鹌鹑的村民提供幼苗，教给他们
技术，并定价收购鹌鹑蛋。盛成波说：

“我一个人致富不算真的富，要带领乡
亲们一起富才是真的富。”

十、15年在江水中救回12人的救
人英雄——张洪明

张洪明，男，51岁，彭水县自来水
公司职工。

今年7月3日下午6时许，张洪明
经过彭水县汉葭街道人和春天小区滨
江路段时，听见一名妇女嘶哑的哭喊
声。仔细一看，他发现江中一名男子
拼命在江水中扑打。见此情形，张洪
明来不及脱掉衣服和鞋子，纵身便跳
入了江中，奋力将落水男子救起。在
救人的过程中，张洪明的左手臂也被
石头划伤。看着落水者平安无事，张
洪明悄悄离开现场。这并不是张洪明
第一次救人。15年来，喜欢游泳的张
洪明在水中救回了12名落水者。

（记者杨铌紫整理）
（本版图片由市委宣传部提供）

本报讯 （记者 杨铌紫）10月
23日，2018年第七期“最美巴渝·感
动重庆”月度人物发布会在江北区
郭家沱街道举行。将办公室搬到透
析室的九龙坡区基层干部余学琴、
十年著书助力家风传承的耄耋老者
任俊、洪水中勇救一家五口的古稀
老人谢柏林等10位感动人物或家人
代表来到现场，与市民分享自己的
故事。

“既然改变不了患病的事实，还
不如努力面对、勇敢生活。”把病房当
成办公室的余学琴在发布会上这样

说到。今年32岁的余学琴是九龙坡
区西彭镇新民村村委会一名综合服
务专干。4年前，她被查出尿毒症晚
期，每周15个小时的透析、每天27颗
药丸，余学琴与病魔抗争，从未放弃

过工作。
另一位分享故事的感动人物，不

少家长都读过他的书，却不知道他已
耄耋之年。他叫任俊，家住江北区郭
家沱街道，今年82岁，他耗费10年时

间著成《为了孩子的明天——家庭教
育面对面》一书。

“我知道‘独木难成林’的道理，与
其口语相传，不如著立成书。”发布会
上，任俊声如洪钟，谈起了自己的家庭

教育观念。在他看来，教育子女最重
要的就是“学会做人、学会做事，靠自
己的本事吃饭。”

除此之外，洪水中勇救一家五
口的谢柏林，义务收养两代人的爱

心夫妇何德友、颜显英，15 年在江
水中救回 12 人的英雄张洪明等也
参加了发布会。这些好人就在你
我身边，他们的事迹或许并不轰轰
烈烈，但坚持不懈的努力和真诚无
私的大爱，诠释了对真善美的执着
追求。

第七期“最美巴渝·感动重庆”月度人物发布

身边的榜样诠释真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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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迹简介

从安装维护到中国驰名商标

迈高电梯20年养成记

位于合川工业园区的迈高电梯生产基地。 （重庆迈高电梯有限公司供图）

五步一坡，十步一坎，电梯对重庆
有特殊的意义。

在重庆，电梯生产企业超过140
家，但整体市场却呈现出“倒金字塔”
结构。不到二十家的外资品牌占据了
80%的市场份额，剩下的20%成了本
土以及周边省市中小品牌“搏杀”的

“红海”。
十分幸运，重庆迈高电梯有限公

司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存活下来。公
司成立于1994年，从电梯安装维护起
步，扩大到电梯配件生产，后转为整机
制造，拥有自主品牌，更荣获了中国驰
名商标、重庆市技术创新示范企业等
多项荣誉。

迈高电梯是如何做到的？

研发投入占总收入的8%

仔细研究重庆本地电梯企业的发
展史，能找到不少共性。大部分企业
从安装维保与生产零部件起步，最终
因为缺乏核心技术而处处被动，遭受
巨大冲击。

2006年，电梯配件市场已是风声
鹤唳。在东部沿海，零部件厂商整合
已经完成，大大小小的电梯配件厂家
被兼并。市场危机也波及到迈高公
司，不少技术骨干因前景不明而准备
离开。

“多亏了这场变故才惊醒梦中人，
只做配件，永远只能跟在别人的后面，
无法抵御市场的波动，也因为这样，我
们下定决心走自主研发之路。”公司董
事长郑世云说。

自主研发第一步是拉起一支队
伍。迈高起初知名度不高，为了在高
校里面招揽人才，郑世云亲自带领管
理层到重庆大学招聘，面对面地与机
械、电器专业的毕业生交流，一待就是
好几天。

“当时我们看好了一个机械设计
专业的研究生，可他去了上海面试另
一家企业。”郑世云跟副总当机立断买
了机票直奔上海，反复去做该生的工
作，凭着真情实意及公司发展愿景，最
终打动了他。“听了董事长的话，如果
你还不来迈高会终身遗憾”，事后有员
工如此评价，董事长千里追人才的故
事也在公司内流传开来。

能把人才引进来，还要让他们
留下来，高负荷的工作让电梯行业
人才流失十分严重。郑世云决定分
阶段拿出部分股权，以折价 50%的
价格让员工认购，对特殊人才还给
予一次性20—30万元的住房补贴，
对有重大贡献的技术人员直接赠与
股份。

如今，迈高有80多名技术人员，
包含 40 多位工程师，6 位高级工程
师。优秀人才云集带来了知识产权的

“井喷”，迈高每年申请专利保护超过
60件，累计获得专利授权200多件，其
中发明专利30多项，在行业内处于领
先地位。

当然，自主研发还要有持续的投
入作保障。据统计，迈高每年销售总
收入的8%都用于产品研发，销售收入
中创新产品的贡献率达到70%以上。
2017年迈高电梯总收入1.3亿元，研

发投入1065万元，研发投入比(R&D)
达到了8%，而行业平均水平只有2%-
3%左右。

靠质量打败竞争对手

对电梯而言，得质量者得市场。
郑世云是技术领域出身，之前曾

在重庆电梯厂当过技术员，对质量、技
术有着异常的敏感。在他的主导下，
迈高公司做了一系列技术改造，电梯
质量节节攀升。

电梯进水一直是困扰使用单位
的棘手问题。2015年重庆渝中区一
栋住宅因为进水，电梯停止运行了半
个月之久，殃及 18层楼 100 多户居
民。“看到这个新闻的时候，我们认为
防水是电梯产品的一个痛点。”公司
技术总监伍克林说，当前我国的电梯
参照欧洲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到实际
的使用环境。例如进水造成的电梯
部件损坏，现实中有很多因为业主装
修不慎导致电梯进水。这种情况往
往很尴尬，因为损失巨大，业主不愿

意承担责任，物业单位也不愿意花
钱修，才有一部电梯停摆二个月的
闹剧。

有鉴于此，迈高公司特别在电梯
轿厢主要电气部件及其他相关配件上
增加了特殊的防水功能，提高了电梯
轿厢的防水效果，并申请了防水轿厢
专利。

电梯制动器可以比作是电梯的
“刹车”，如果“刹车”失灵了，后果远远
比电梯进水更严重。迈高电梯公司研
发了制动器自诊断与制动力自检测技

术。制动器出故障之前会自动保护，
并就近平层让乘客安全离开。

通过技术改进，迈高公司逐渐在
电梯制造领域拥有了独到的优势，无
论在技术、售后和价格上都不输大品
牌。伍克林说，包括改造电梯、加装电
梯、别墅电梯、更新电梯在内的新兴市
场成了蓝海，迈高电梯成了细分市场
上的“佼佼者”。

在鲁能星城，在加州城市花园，在
龙湖南苑……迈高都替换了原来的电
梯供应商。

向政府和高校“借智”

除了狠抓技术加大研发投入，迈
高还不忘在产学研合作中“淘金”，向
政府与高校“借智”。

伍克林给记者算了一笔账，公司
把一名才招进来的新人培养上岗需要
两年左右时间，至少10万元的投入，
而且效果还不一定好。迈高决定与高
校合作共同培养人才，特别是跟重庆
科技学院共建电梯专业方向本科机电
类班，这是西部地区唯一一个为电梯
行业培养人才的专业，公司的资深技
术人员会去讲授电梯工程管理、电梯
控制理论等课程。

不过，有些困难是企业与高校都
解决不了的。《关于2017年全国特种
设备安全状况情况的通报》显示，全
国56起电梯安全事故中因为在电梯
困人救援过程中就有 7起。伍克林
说，“事实上问题并不全在企业，操作
人员技能不足也是一个问题。”为此，
迈高电梯决定把技术培训放在了特
种设备应急培训演练基地（重庆）。
该基地由市质量考试中心承建，为使
用单位提供了多个电梯故障的模拟
场景。“是骡子是马在基地溜溜就知
道。”伍克林告诉记者，公司维修人员
逐一参与到了电梯轿厢困人救援、安
全钳动作、轿厢超重、自动扶梯急停、
反转等应急场景，救援能力在演练中
得到提高。

2016年迈高电梯被市质监局确
立为重点帮扶企业。在市质监局的指
引下，迈高电梯与同行有了频繁的技
术交流与合作，成为了中国电梯协会
理事单位，并负责承担部分国家电梯
新标准的制定。

（崔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