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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旭 本报通讯员 朱虹

在人们印象中，煤精雕作品通常是黑色或褐色的，而在辽

宁省抚顺合璧斋公司的金宇希劳模创新工作室里，一件件煤

精雕作品却是五颜六色的。

煤精雕刻工艺，距今已有 7000多年历史。煤精雕的原料

是煤精，又称煤玉。与普通的煤相比，煤精质轻、坚韧，结构

紧密，黝黑发亮，因为煤精夹杂在煤层中间，也被称为“煤中

精华”。

28岁的金宇希，毕业于辽宁财贸学院艺术设计专业。大

学四年级实习时，出于对雕刻工艺的兴趣，他专程来抚顺合璧

斋公司学习煤精雕工艺。

煤精雕是一个精细的辛苦活儿，工艺复杂，技法要求高，

不易掌握，雕刻时粉尘较大，很少有年轻人愿意学习这门手

艺，可金宇希却学得非常投入。公司总经理钟成信非常喜欢

这个主动学艺的大学生，专门让市级煤精雕刻代表性传承人

成汝明给他当师傅。

砍、铲、走、抢、磨、抛、滚、擀、剁、刨、钻、搓……成师傅将

这些传统技艺倾囊相授，金宇希潜心苦学，上手很快。

俗话说，人巧不如家什妙。煤精雕根据作品的不同需要

使用不同刀具，为了保证所用刀具称手，金宇希认真向师傅学

习磨刀技术，很快掌握了这门技术，磨出了几十把称手的刀

具。雕刻机、横机、牙机等电动雕刻工具，他也很快掌握。

2017 年大学毕业后，他正式入职公司。他很快发现，公

司的主打产品多是传统作品。比如谐音“百财”的白菜，寓意

吉祥如意的大象等。“这些作品缺乏时代感，很难赢得年轻人

喜爱。”为了让煤精雕艺术品“潮”起来，金宇希开始在作品题

材、色彩装饰等方面进行创新探索。

《哪吒之魔童降世》是一部很受儿童和年轻人喜欢的动漫

电影，金宇希按照电影中哪吒的形象进行雕刻，试着用油画颜

料、用丙烯颜料为煤精雕作品着色，作品形象立刻鲜活起来；

金宇希还和团队开发了“仿真皮包系列”煤精雕作品，圈粉了

很多女性消费者。

凭借在煤精雕领域的创新成果，金宇希先后获得抚顺市

五一劳动奖章、抚顺市劳动模范等荣誉，还是辽宁省总工会命

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领衔人。

站在煤精雕作品展柜前，金宇希动情地说，抚顺煤精雕刻

技艺已经历了七代传承人，产生过多位国家、省、市级工艺美

术大师，如今自己肩上的担子很重。“我要和师傅一起努力，让

煤精雕刻在新时代焕发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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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赵黎浩 本报通讯员 章黎 尹锐

“作为一名消防员，我随时准备为党和人

民牺牲一切。”这是 2020 年 4 月 4 日，汪磊在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过的话。

5月 27日凌晨，在抗洪抢险中，汪磊用生

命践行了他的誓言，年轻的生命永远定格在

了 27岁。

近日，汪磊被应急管理部评为烈士，被消

防救援局追记一等功，被中共云南省委省直

机关工委追授“优秀共产党员”称号。

普通人汪磊

若不是因为这次生死救援，或许汪磊不

会出现在大家的视野中。

因为，他太普通了，只是全国 17 万消防

员中的普通一员。

5 月 26 日～27 日，云南文山州多地遭遇

暴雨袭击，当地气象局将其称为“五十年一

遇”，单点降雨量达到 150 毫米，丘北县平寨

乡木柏村委会纸厂村两人被困家中。

按照支队调派，汪磊随大队两车 12人前

往救援。到达现场后，当救援人员在桥上下

放橡皮艇救援时，混凝土桥突然坍塌。危急

时刻，汪磊一把扶住失去重心的战友，用肩

膀顶住急速坠落的橡皮艇，最终不幸被卷入

洪流。

汪磊是战友们口中的“磊哥”。

1995年 12月出生的汪磊，2014年加入消

防救援队伍，是丘北县文秀路消防救援站的

装备技师、战斗三班班长，加入消防救援队伍

8年来，他 3次被评为优秀士兵、优秀消防员，

6次受到嘉奖。

在丘北县文秀路消防救援站，站长郑传

江说，只要一闭眼，27 日凌晨救援的画面就

一帧帧在眼前放映，耳畔重复的是汪磊大叫

“快撤”的声音。

郑传江说：“汪磊性格内敛，话不多，是站

里的业务骨干，每次出警，我都把最重要的任

务交给他，出警战斗，他是那个让人放心交付

生命的人。”

“我俩是感情最深的战友，是一辈子的兄

弟。如果不是汪磊扶的那一把，可能牺牲的

就是我。”说到伤心处，郑传江几次掩面哭泣。

班长汪磊

23岁的李中鑫是汪磊所在的战斗三班的

消防员，他刚下队不久，就遇到一起农村二层

砖木结构的民房发生火灾。当汪磊和战友们

到达现场时，民房一楼已处于猛烈燃烧阶段。

李中鑫印象最深刻的是，救援中，作为水

枪手，他距离猛烈燃烧的民房最近，灭火时他

突然感到被人往后猛扯，不由得后退了几

步。就在那时，梁柱断裂的二层民房轰然倒

塌，正倒在刚才他站立的位置。拉开他的人

正是班长汪磊。

李中鑫说：“磊哥训练时要求很严格，但

他在生活中特别关心我们，外出会给我们带

零食，是好大哥、好班长。”

汪磊是农村长大的孩子，虽是家中独子，

却从不娇气，“多干活、少说话”一直是他的口

头禅，他的训练成绩始终名列前茅。

2017 年任班长和装备技师以来，汪磊对

自己的要求更加严格，总是脏活累活抢着干、

灭火救援冲在前。站里的 10 辆消防车、283
件灭火救援器材装备，他件件会用能修；每次

带班训练，他总是第一个到训练场，第一个操

作示范。

2021 年，汪磊作为丘北消防救援大队唯

一的推荐对象，参加了总队水域救援技术师

资骨干培训班，以优异成绩取得水域救援

R1、R2 级资质证书，成为全支队 4 名水域救

援骨干之一。

丘北是文山州灭火救援任务最重的县，

入队 8年来，汪磊先后参加灭火救援战斗 900
多起，营救被困人员 50 余人，疏散转移群众

120余人。

少年汪磊

翻开汪磊的记事本，5 月 23 日那页记录

着：值班室快递包裹乱放要改进，周末伙食要

搭配好；连续发布暴雨预警，要对车辆器材进

行梳理，车辆出现故障要及时报告维修。就

在同一天，记事本上还凌乱地写着婚房布置、

婚车、酒水、糖、烟这些词语。

2021 年 9 月，汪磊与在麻栗坡县杨万乡

工作的爱人领了结婚证，由于两人工作地相

距 170 多公里，加之文山州多次出现疫情，两

人的婚礼一推再推。

战友王玮回忆说，汪磊很有少年感，喜欢

打篮球，会弹吉他，歌也唱得不错。

“或许吧，谈笑中你早已淡忘。而我在颠

沛中，已饱经一脸沧桑……”这首《余香》是汪

磊最喜欢唱的歌，他还把自己的弹唱片段发

到了短视频平台。

人们不会淡忘汪磊，那个用生命挽救生

命的年轻人。

危急时刻 ，消防员汪磊一把扶住失去重心的战友 ，用肩膀顶住急速坠落的橡皮艇——

27岁，生命定格在抗洪救援一线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坚守26年的运转车长

煤精雕变“潮”了

本报记者 邢生祥 本报通讯员 姚江红 温佳

“等你们出师，我就能踏踏实实退休喽。”执行完运输任务

后，王兴国整理好手中的旗子，对着他的 3名“关门弟子”说道。

王兴国是青藏集团有限公司西宁车务段长宁堡站的站

长，已经为青藏铁路行车事业奋斗了 41 年。此前，他还有另

一个伴随他 26年的身份——运转车长。

近年来，铁路科学技术水平快速提升，一些老工种逐渐消

失，如绿皮车上烧水的茶炉工、扳道岔的扳道员、蒸汽机车上

的上煤工等。2014 年 10 月 15 日起，全国铁路普速旅客列车

开始使用列车尾部安全防护装置，运转车长这个存在了近百

年的工种陆续退出历史舞台。

1988 年起，王兴国便担任运转车长一职，面对青藏铁路

沿线艰苦的工作生活环境，他从没有过退缩和怨言。

“运转车长有‘三关’，接收列车、列车运行和到达交接，哪

一关都不能掉以轻心。”王兴国回忆说，青藏高原冷，冬天滋味

可不好受，干活时吃饭不方便，每次作业就在包里就装个饼充

饥。那时，他年轻，干活儿不惜力，并没觉得苦。

就这样，王兴国一个人，在一盏信号灯、一对红绿旗、一部

报话机的陪伴下，在列车尾部“手舞口呼指挥”的瞭望中，度过

了 26个春秋，积累了丰富的行车经验。

为进一步加强青藏线专特运等重点列车的安全保障，有

特殊运输需要的列车即使有了列尾安全防护装置，同样需要

增加人工联控。告别运转车长岗位的王兴国，凭借过硬的业

务能力，被选中继续执行专特运列车值乘任务。

“在列尾装置出现故障或突发情况下，及时处理突发状

况，确保列车运行绝对安全。”王兴国向记者解释着自己现在

的岗位职责。

“重点车值乘中要精神集中，要时刻记住，保证列车运行

安全是首要责任。”王兴国一遍一遍地叮嘱着 3名徒弟。

现在，曾在运转车长岗位上奋斗过的职工逐一退休，王兴

国成了青藏线上最后一名曾经的运转车长。虽然，今年下半

年他也要退休了，但他对工作并没有懈怠，他要坚持站好最后

一班岗。

努力努力““奔跑奔跑””的外卖小哥的外卖小哥
阅 读 提 示

外卖小哥周家祥有十足的把握在10

分钟内，把外卖送到3公里配送范围内的

任何地点。“奔跑”在路上，他付出了辛苦

和汗水，也收获了感动与成长。去年，送

单量名列前茅的他被晋升为站长助理。

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这是周家祥的

奋斗故事，也是 700 万外卖小哥用劳动

创造幸福的缩影。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通讯员 施院生

“您好，外卖到了。”

每次敲响顾客的家门，这句“自报家门”

的话就会条件反射般地从周家祥嘴里脱口而

出。26 岁的周家祥调侃说，自己的名字正在

变成“外卖”，本名似乎“消失”了。

这是周家祥的日常，也是全国 700 万外

卖小哥的日常。

中午 11点 50分，周家祥刚进店取走一份

外卖准备配送，手机又响起了新订单提示。

点开接单页，他立马松了一口气，新订单就在

隔壁的店里。

他瞄了一眼订单信息，新订单剩余 25分

钟，上一单还剩 18分钟。

“时间足够了。”他有十足把握在 10分钟

内，把外卖送到3公里配送范围内的任何地点。

周家祥是美团安徽合肥市天鹅湖站的一

名外卖配送员，在过去近 3年时间里，他几乎

每天配送 50单以上、行走两万多步。

去年，送单量稳定在站点前 3 名的周家

祥晋升为站长助理，这是对他辛勤工作的肯

定。他说，“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与时间赛跑

接到第一笔外卖订单时的慌张，周家祥

至今记得十分清楚。

虽然有老骑手带着他熟悉接单软件和送

单流程，但眼看着订单上的时间不停地减少，

他还是不由自主地不安起来。此前，从未对

时间感到过焦虑的他突然意识到，“没有什么

比手机屏幕上的倒计时更让人紧张。”

周家祥每单的配送时间大都在 30 分钟

以内，有的只有 20分钟左右。“这份工作是在

与时间赛跑。”周家祥说。

速度，是每一位外卖员“能力工具包”里

的“标配”。

送外卖上手容易，但想要多送，考验着外

卖小哥的综合素质。不仅要熟悉路线，而且

要有头脑和体力。

对于周家祥来说，最害怕的是在一家店

同时接了好几单，却因为商家出餐慢，挤占了

配送时间。不过，这样的情况几乎每天都会

发生。

有时，周家祥会心一横，把手上的单子先

送完了再回来取，“跑起来总好过等待，多跑

几趟不算啥。”

“我不挑单子，不管什么时候，无论多远

我都送。”刚入行时，周家祥的送单量比别人

少，但他不服输，那段时间，他每天早上 6 点

起床，一直送到晚上 12点才肯休息。

商家出餐慢、途中摔倒、订单分派不合

理……这些都可能导致周家祥送餐超时，但

未经顾客同意，他从不提前点击“送达”。

“我很想干出点名堂来，但我从不越‘红

线’。”在周家祥心里，有着强烈的规则意识。

被认可、被尊重是一种幸福

夏天和冬天是外卖单量最多的季节，也

是周家祥最辛苦的时候。

“夏天汗水几乎把衣服湿透了，冬天有时

衣服在身上穿一天都捂不热。”不过，最让周

家祥担心的还是暴雨天气，“骑车途中，雨迎

面打在脸上，眼都睁不开。”

对外卖小哥来说，暴雨天气往往意味着

“爆单”。有一次，地面湿滑，周家祥来不及刹

车摔倒在地，手肘被蹭破了。他顾不得疼痛，

迅速起身查看外卖有无洒漏，最终，准时把餐

送到了顾客手中。

周家祥说，这种情况下，几乎没有外卖小

哥会优先选择处理伤口，即使伤得很严重，也

都会在第一时间联系站点，请求转单。

有时，顾客会在订单上写下备注：“不要

着急，注意安全。”还有顾客在接过外卖后递

来一瓶饮料，“威胁”说：“不拿着，就给你差

评！”这样温暖的瞬间，总会让周家祥感到自

己的职业被认可、被尊重，是一种幸福。

成为站长助理后，在中午和晚间的用餐

高峰时段，周家祥还需要负责全站 70多名外

卖员的订单调度——在系统自动派单基础

上，根据骑手派送的实际情况人工调整或转

调订单。

“比如，骑手手上有 4 单是同一个方向，

但还有一单是另一个方向，这时就需要把不

同向的订单转给其他顺路的骑手。”周家祥解

释说，骑手在路上遇到意外情况，也需要站点

调度协调。

“银泰城那一单转给你了，你去送一下。”

“好的，知道了。”

撂下听筒，周家祥又紧盯着电脑屏幕上

每个派送员和订单的信息，随时准备接打电

话，多的时候，他一天要接听上百个电话。

生活不会辜负努力的人

外卖洒漏、超时、违规、差评……哪一样，

都可能让外卖骑手白跑一趟。送餐中会遇到

各种各样的问题，但周家祥总是说：“事情总

会解决，困难都不值一提。”

周家祥的家就在距离站点不远的小区，

房子是爷爷奶奶省钱给他买的。周家祥的父

亲去世得早，让爷爷奶奶过上更好的生活，一

直是他努力“奔跑”的动力。每个月，周家祥

可以休息两天，但他从来没休息过。

“感觉累的时候，就申请早上晚点上班，

多睡一会儿就算是休息了。”因为心中有目

标，周家祥并不觉得特别辛苦。

周家祥所在的站点有 70多名骑手，每天

配送单量在 3000 单以上。一个熟练的骑手

每天能送 40多单，月薪能拿到万元以上。这

也是包括周家祥在内的很多年轻人选择外卖

行业的主要原因。

因为家庭的缘故，年少的周家祥早早就

外出打工。2019 年之前，他经营着一家汽车

修理小店，收入可观。不过，这份工作让他落

下了腰疼的毛病，不得不转行。几番考量，他

选择了相对自由的外卖行业。

还在当汽修学徒时，有一次，周家祥看到

店门口有一个小孩经过，身边没有大人陪

伴。他下意识地追上去，发现是个走失的孩

子。在他的帮助下，小孩找到了家长。

这 份 善 良 也 被 他 带 到 了 送 外 卖 的 路

上，路遇需要帮助的人，他总会伸出援手。周

家祥还当过志愿者，参加了小区的疫情防

控。他觉得，这些工作之外的举手之劳是自

己的责任，也是自己的价值所在。

庆祝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时，外卖小哥作

为新职业代表，出现在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游

行方阵中；2021年，上海外卖小哥宋增光成为

首个获评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外卖骑手……

这些新的改变，让周家祥对未来充满憧憬：

“站点的晋升渠道很畅通，生活不会辜负努力

的人，说不定有一天我也可以成为站长。”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从大厨到教授

近日，在位于海南海口的海南职业技
术学院，烹调专业副教授纪宽宏在向学生
授课。

纪宽宏今年43岁。2001年7月，他从
扬州大学旅游烹饪学院烹调工艺与营养专
业毕业后，来到海南龙泉集团做厨工，仅用
1年时间就晋升为厨师长，后来又成为三
星级酒店的行政总厨，斩获多项烹饪大奖。

扎根海南的20多年里，纪宽宏用心烹
出“海南味”，研发出砂锅姜焗龙胆鱼、桑拿
东山羊等系列特色菜肴，并通过海南冬交
会向世界展示海南美食。在今年“五一”国
际劳动节前夕，他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成为“上得了讲堂、下得了厨房”的职校
教师后，纪宽宏开设了海南宴席制作等课
程，采用“以赛促教”的方法教学。他的学生
多次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奖。

袁琛 摄

周家祥在送外卖的路上。 聂文杰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