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陈钧

“按照7月底全部完工的节点来
看，工程进度总体可控。”2月18日上
午，两江产业集团礼嘉工程中心主任
赵斌来到礼嘉智慧公园白云湖会议中
心（智慧馆）项目工地检查。今年1月
30日，这里迎来封顶。春节假期，除
了大年三十和初一两天短暂放假外，
智慧馆建设没有停止。

2月 18日上午，智慧馆“戴帽”
（安装屋顶）工程正有条不紊地推进。
“春节假期，支撑屋顶的9副桁架，已
吊装完成7副。”赵斌说。

在施工现场，赵斌仔细巡查工程

进度，4台起重能力达80吨的吊车，
正在吊装桁架，一旁的焊接作业区，工
人们正紧张地组装焊接桁架圆管。赵
斌说，这些桁架圆管最粗的直径有
400毫米，管壁有20毫米厚，用来支
撑钢结构屋顶，桁架圆管接口的焊缝
采用的是一级焊缝标准。

“预计3月30日，智慧馆钢桁架
屋面将完成封闭，达到屋面断水后，就
将展开室内装修。”赵斌说，除了到工
地检查施工进度，他还要通过礼嘉工程
中心的网络视频会议室连线智慧馆的
设计单位，商讨内装方案的深化事宜。

“虽然目前工程进度总体可控，但
时间还是挺紧迫的。”赵斌说，整个项

目预计今年7月底完工，达到智博会
使用标准，压在他肩上的担子并不轻。

重庆日报记者了解到，从2018年
首届智博会到2020年第三届智博会，
作为两江产业集团礼嘉工程中心主
任，赵斌带领同事勇挑重担，攻克了一
个又一个建设难题，用超强的执行力，
让礼嘉智慧公园从蓝图变为现实，圆
满完成了组织下达的目标和任务。

除了推动智慧馆项目建设，赵斌
还同时负责极客社区、创新中心、独角
兽聚落、未来酒店等多个项目的前期
推动工作。

“今年全市两会提出，将智慧园作
为重庆的城市新名片，两江新区决定
加快推动礼嘉智慧公园建设。今年上
半年，极客社区、创新中心有望开工；
下半年，未来酒店、独角兽聚落也将动
工。”赵斌说，春节假期，他与这些项目
的设计团队保持联系，有些团队在欧美
地区，他不得不深更半夜视频联系对
方，沟通完善设计图纸上的各个细节。

赵斌表示，礼嘉智慧公园智慧馆
工程项目在建设过程中，28天完成地
下室主体结构施工，39天完成地上主
体结构封顶。春节假期，工程项目部
有70多名人员在岗，2月18日，在岗
人员已增至140多人，总高四层的智
慧馆预计今年8月投用，将成为礼嘉
智慧公园的又一地标性建筑、为市民
提供更多智慧体验。

两江产业集团礼嘉工程中心主任赵斌——

为市民提供更多智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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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担当作为好干部

□本报记者 陈国栋

这段时间，潼南区古溪镇九岭村重
庆市潼翔农业有限公司的蔬菜基地里，
青菜、儿菜长势不错，价格好，供不应
求。公司负责人秦大刚感觉很有奔头。

回溯到半年前，这块面积170亩的
蔬菜基地还是一片柑橘园。那时，古溪
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黄琳去山坡查看
产业发展情况，发现柑橘树叶片大面积
枯黄起黑斑，叶、枝、果上有火山口状的
斑点。她立即打电话给区农业农村委
植保专家，请他们来现场会诊。

经初步推断，果树疑似患上了柑
橘溃疡病。取样带回检验后，复查结
果也一样。专家分析认为，2020年的
高温高热高湿天气，是导致该病的主
要原因。

别小看柑橘溃疡病，柑橘一旦得
了这种病，后果很严重：通过空气、水、

人和动物传播，此病不仅传染柑橘树，
还会传染其他芸香科植物。患病的果
树将逐年减产、枯萎。古溪现有柠檬
3500亩、柑橘500多亩、佛手13000
多亩，一旦疾病传播开，不仅古溪的这
些产业将在两三年内“全军覆灭”，还
有可能波及全区相关产业……

棘手的事情落在了黄琳的头上。
她找到秦大刚，告诉了对方事态的严
重性：销毁是最好的办法，否则全镇乃
至全区的芸香科水果产业将面临巨大
风险。

这片果园，已经营几年，眼看就要
进入丰产期，然而节骨眼上却摊上这
么一个大事，秦大刚一时有点接受不
了。不过，好在这些年黄琳一直大力
支持秦大刚发展产业，为公司排忧解
难，深得秦大刚信赖。“挖！”考虑了一
阵，秦大刚痛下决心。

在专家指导下，果树被连根挖出，

集中销毁。随后，每个树坑洒下3公斤
生石灰和灭菌药杀菌，斩断了传播源。

为尽可能减少企业的损失，黄琳
主动向有关部门寻求支持，为秦大刚
争取到30万元产业扶持资金，让其改
种蔬菜。

“黄琳很热心，总是主动为我们服
务，让我们增强了继续发展的信心。”
当地很多农业企业负责人如是评价。

今年 1 月，古溪镇连续数天霜
冻。1月下旬，黄琳去重庆市潼南区
地旺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佛手种植基地
了解情况，发现大量佛手霜冻后枝叶
枯萎，受损不小。相邻的重庆市九吉
农业综合开发有限公司佛手基地也出
现了类似情况。

黄琳立即将佛手产业受灾情况向
区农业农村委报告，同时着手统计灾
情。统计发现，全镇共有8000多亩佛
手树受灾。随后，她主动帮助企业向
相关部门申请政策扶持。目前，相关
工作正在进行中。

黄琳今年45岁，20多年扎根乡
村默默奉献。采访中，当地干部群众
说，古溪是农业大镇。为了产业兴旺，
黄琳长期是“磨破嘴皮、饿着肚子、踏
破脚板”去做事，成绩有目共睹。对
此，黄琳表示，发展好了产业，才会带
动更多的群众增收致富，乡亲们的日
子才会越来越好。

目前，古溪镇培育、引进农业经营
主体160家，其中农业企业56家、专
业合作社和家庭农场104家。古溪镇
成为全国农业产业强镇、全国一二三
产业融合发展试点先行区，重庆市第
二批“宜居美丽乡村”。

潼南区古溪镇农业服务中心主任黄琳——

20余年扎根乡村促当地产业健康发展
□本报记者 颜安

春节放假前一天，重庆日报记者
在市农科院见到李经勇时，他刚从永
川的实验室里赶过来。他擦了一把额
头上的汗说：“这个时间（采访）比较
好，春节后要春耕春播，我们会比现在
忙许多。”

李经勇是市农科院特色作物研
究所副所长、重庆再生稻研究中心
主任。工作已30多年的他，依然保
持着对水稻研究工作的热情和劲
头。

1989年，李经勇从西南农业大
学（现西南大学）毕业后，便进入重庆
市作物研究所（现重庆市农业科学
院）工作。李经勇的主要研究方向是
中稻、再生稻配套栽培技术研究和品
种选育。“所谓中稻，就是3月播种、4
月插秧、8 月收获的水稻。而再生
稻，就是8月份水稻第一次收割后，
采取一定的配套技术使水稻稻桩茎
秆上的休眠芽再发苗成穗，不用重新
播种栽秧，到了10月左右再收割一
季的水稻。”

从业 30 余年，李经勇先后主
持、主研各级科技创新、成果转化
项目 40多项，通过国家、重庆等审
定渝香 203、渝香优 8133 和渝优
7109 等优良品种 21 个，获国家授
权专利6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9
项。

“在这些研究中，我最骄傲的成绩
就是渝香203杂交水稻成为重庆第一
个国颁二级优质稻。”他说，虽然很多
人对它很陌生，但它对重庆的意义十

分深远。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由于自然条

件和生产条件的限制，重庆产的水稻
总被视为“劣质米”。“那时候的米品质
差，吃在嘴里满口钻。”为了改变这个
状况，李经勇和他的同事们开始启动
杂交优质稻的研究。

由于重庆一年只能种一季水稻，
为加快品种选育工作，李经勇就像“候
鸟”一样，每年8月到海南再种一季水
稻，有时要在第二年3月才回到重庆
继续开始播种，两地来回奔波，一年当
作两年、三年用。

2006年，渝香203通过重庆市农
作物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结束了地
处西南高温伏旱稻区的重庆没有高档
优质杂交水稻品种的历史。2010年，
渝香203通过国家国颁二级优质杂交
水稻审定。

在强化科技创新的同时，李经

勇还十分注重成果的示范推广应
用。在他的带领下，团队创新集成
了渝香 203 产业化关键技术，实现
了高温伏旱区渝香 203“品种+品
质+品牌”高值化应用，提升了优质
稻产业；主持完成的“高温伏旱区高
品质杂交水稻渝香203的选育及产
业化应用”成果2020年获重庆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如今，渝香 203 在
全国已推广 1000 多万亩，重庆、云
南、贵州、四川、陕西、江西、广西、湖
南和河南等地都可以大面积种植
了。

“下一步，我们将强化优质水稻保
优栽培技术的推广应用和品牌提升，
力争3到5年，在川渝地区和长江流
域新增20%至30%的推广面积，让每
公斤稻米价值提高0.5到1元，有效增
加农户收入，让重庆产的优质稻米走
向全国。”李经勇说。

市农科院特色作物研究所副所长李经勇——

30年奋战科研一线研发优质稻米

□本报记者 匡丽娜

2月11日，除夕，市教委办公楼
424办公室，体育卫生艺术教育处处
长程翔宇仍在值班值守。

“全市高校有1万多名留校师生
在渝过年，中小学和幼儿园师生的健
康情况也必须动态跟踪掌握。所以春
节假期，我们轮流值守，随时准备应对
突发状况。”程翔宇说。

作为市教育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
控领导小组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指导
组组长，程翔宇早已习惯了这种工作
状态。2020年初，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在全国蔓延。鼠年大年初一早
上，程翔宇告别父母，立即驾车从老家
返回市教委机关，全身心投入到全市
教育系统疫情防控的战斗之中。

“那段时间，大家白天黑夜连轴
转，每天晚上12点前没有回过家，他
始终是市教委防控办走得最晚的人，
30 多天没有和家人一起吃过一顿
饭。”程翔宇的同事说。

精准实施校园疫情防控，须做到
情况清，底数明，必须全面、精准掌握
师生的健康史、接触史、旅居史等信
息。全市教育系统点多面广，有1万
余所中小学、幼儿园、65所高校，近
700万师生。

程翔宇坚持每天对全市近700万
师生的健康情况汇总表逐一核查核

验，再晚也要向教育部和市委市政府
“日报告”“零报告”。程翔宇通过每日
“数据流”对比分析，为领导科学决策提
供参考，提前发布疫情防控预警，有效
堵住可能发生的校园疫情防控“漏洞”。

如果说指导组是疫情防控的“参
谋部”，那组长就是“参谋长”。为了当
好“参谋长”，他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收藏、下载了1000多条重要参考信
息，记录了厚厚两本笔记，向市内外专
家、同行请教上百余次。经过不断地
学习和摸索，他成了教育系统疫情防
控的“行家里手”。

他在第一时间向市教育系统新冠
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了

“实施严格的校园管理”思路，出台了
“四个不得”“五个一律”的具体措施，
坚决防止疫情向学校输入。

他组织专家编印了《重庆市学校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防控工作指南》等
指导性文件80余件，组织防控培训
1600余期、应急演练6500余次。

2020年4月底，全市各级各类学
校实现分批、有序、安全开学；2020年
9月，全市各级各类学校顺利正常开
学。截至目前，全市校园内新冠肺炎
的感染率为“零”。

“我和我的‘战友’们会立足本职岗
位，全力做好相关准备，确保今年春季
学期全面、正常、安全开学。”程翔宇说。

市教委体育卫生艺术教育处处长程翔宇——

当好全市校园疫情防控的“参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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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毅：平凡岗位做出非凡业绩的大国工匠劳动筑梦劳动筑梦··榜样同榜样同行行110110
2020年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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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岁的全国劳动模范田毅是重庆
长安工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高级技
师、重庆市“田毅首席技能大师工作
室”负责人。自参加工作以来，他坚持
践行“保军报国”的神圣使命，以精湛
的技艺在重大项目中屡建奇功，以无
私的奉献助力青年员工成长成才，以
精益求精的专注精神诠释大国工匠的
优秀品质。

他先后获得“全国技术能手”“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青年岗位能
手”“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第一届中
央企业青年五四奖章”“兵装集团技能
带头人”“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重庆
市杰出青年”等荣誉。

争分夺秒的“赶路人”

1999年7月，田毅从技校毕业后，
满怀一腔热血，投身到了国防军工事业
中。他恪守“追求无止境”的人生格言，
在工作中勤学好问，苦练本领，像海绵吸
水一样不断地吸取总装、总调知识。

他利用业余时间精学精读《机械加

工高招与诀窍》《高级钳工工艺学》《机械
制造工艺基础》《机械制图》等专业书籍，
啃下了《公差与配合》《现代机械设计手
册》（6卷）等技术理论“硬骨头”，对产品
装调的认知视野得到不断开拓，实现了
自身技能的“换挡提速”。

田毅信念笃定、勇担重任，不服输、
敢挑战，数十年如一日，哪里有攻坚，哪
里就有他忙碌的身影。从学徒到师傅，
从初级工到全国技术能手，从一般操作
人员到公司各型产品质量和进度的最终
守卫者，一路走来，汗水和泪水见证了他
的付出与成长，见证了他的努力与实
力。他在本职岗位上奋发进取，拼搏奉
献，用实际行动践行着入党时的铮铮誓
言，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了非凡而又突
出的贡献。

军工技艺的领衔人

作为一名新时代军工技术技能领
衔人才，田毅将自己的全部热情和心
血倾注在装调工作中。

他将理论与实践相融合，独创装

配工艺40多项，先后组织参与80余
项重大技术创新和改良，累计解决生
产科研瓶颈问题500多个，为公司推
进精益高效生产做出了有益的探索和
示范；主导编制完成的公司某大型系
统总装总调《标准作业指导书》和《操
作指南》，解决了该系统机电难以同频

同步操作的难题，为公司机电装调的
转型升级做好了技术上的铺垫。他装
调的产品在1999年和2009年的国庆
阅兵、2011年以来的亚丁湾护航等一
系列重大演习任务中大放光彩，创造
了“零事故”的骄人成绩，获得高度认
可和赞扬。

被誉为“军中美男子”的某产品，
两次通过天安门阅兵广场。该产品关
键零件装配精度要求≤2密耳（mil，千
分之一英寸），整个装配系统必须达到
动作准确、定位精确。在无资源可寻、
无技术支持、无备选方案、时间不可控
的条件下，田毅进行了上百次的反复
试验，最终探索出“一定、二测、三对
比”的“田氏装调法”，确保了该产品
一次装配成功率100%。

桃李芬芳的授业人

在技能传承上，田毅坚信“授人
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以技能带头人
的站位高度和肩负的责任感、使命
感，言传身教，授业、解惑不止。

他以重庆市“田毅首席技能大
师工作室”和“田毅劳模创新工作
室”为平台，从理论培训着眼，从实
践提升入手，将理论知识与操作技
能融为一体，把自己长期练就的绝
技绝活、积累的丰富经验向弟子们
倾囊相授。弟子们不负期望，在技

术技能提档升级的道路上结出了累
累硕果。弟子范吉林、汤成华荣获

“全国技术能手”，师徒 3 人先后荣
获该项殊荣成为公司的一段美谈；
其弟子陆星获“重庆市青年岗位能
手(标兵)”“中央企业技术能手”荣誉
称号；陆星、王欣、王成荣获“兵装技
术能手”称号，王成还被评为“兵装
首批青年技能拔尖人才”；工作室骨
干成员鲁毅被评为“兵装技能带头
人”，工作室 3 名成员获评“重庆市
渝北区临空创新人才”。

他以扎实的理论功底、出色的
操作能力、精湛的技术技能、丰富的
一线经验，以永不懈怠的精神状态
和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一路攻坚
克难，闯关夺隘，持续书写着国防战
线优秀技能人才“爱国敬业，敢拼敢
闯”的不悔人生，为国防军队现代化
建设和中国梦贡献自己的力量。

潘锋
图片由重庆长安工业（集团）有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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