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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有人想了解他的专业储备时，
张永忠都不知从何说起。这些事情或
大或小，每天都在发生，但它们都归属
于同一类东西——汽车的“疑难杂症”。

今年55岁的张永忠是重庆长安汽
车股份有限公司的高级技师，在江北发
动机工厂工作了35年。今年，他被评为
2019年巴渝大工匠，他说：“我就是一名
普通的维修工人，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
从小到大、从弱到强的发展历程，希望自
己能为这个产业多作一些贡献。”

“望、闻、听、切”，他是发
动机维修的“老中医”

工作日每天早上7:20准时到单位
是张永忠多年的工作习惯。虽然早已
不在线上工作，但他的手机依然保持24
小时开机。“我现在没有固定安排的工
作，很‘随意’，有问题时工友们会给我打
电话，都是关于汽车的疑难杂症。”张永
忠笑着说，“他们的专业没问题，只是没
有足够的经验，技术难题就像是一张纸，
捅破了，问题就很简单，这时候只需要我
点一句，他们立马就懂解决的方法。”

听似轻描淡写的“点一句”，可这里

面却包含了张永忠35年来的经验积
累。中医看病有“望、闻、问、切”，在张
永忠这儿，道理同样适用。

张永忠的维修技术到底有多牛？他
的徒弟们都提到，他能靠鼻子和耳朵来
判断故障。听起来有点匪夷所思，但这
正是张永忠的绝技之一。张永忠解释
说：“发动机产生的尾气，在不同的工况
下有不同的味道，通过闻味道就能找到
一些故障。”有这项绝技可不是因为他天
生鼻子灵敏，而是长期硬着头皮去闻发
动机的废气，慢慢就闻出了一些门道。

一次，张永忠巡查发动机生产车
间，发现工人在用工具的过程中，撞击
声音有些不一样。他赶紧查看显示仪

器，发现是工人操作力度不够，有可能
会导致连杆螺母力矩偏小，进而造成发
动机不合格。就在当天，车间内立即对
问题进行了调查解决，及时堵住1500
台可能有问题的发动机流入市场。

永远忠于职守，张永忠就像他的名
字一样，干一行、爱一行、专一行。2003
年，他自创发动机“望、闻、听、切”经典
维修法，被命名为“重庆市职工经典操
作法”，并在全国汽车行业迅速推广。

全能团队，他是工程师口
中的“张大师”

在长安公司，有许多学历高、搞研
发的博士、硕士研究生工程师，他们都
特别爱找张永忠聊天。张永忠说：“去
年公司来了13个博士、硕士，人力资源
部将他们分配到我这儿学习，我就对着
实物给他们讲。他们听完我讲的，说脑
子里就像是点燃了引线，模糊的知识点
噼里啪啦地炸开，灵感终于爆发了。”

说到这儿时，张永忠大笑起来：
“他们都喜欢喊我张大师，虽然我的知

识没有他们专业，但我也是摸索出来
的。”正因为“吃透”了各种机器的运作
原理，张永忠的技术得到了全公司乃
至全行业的认可。2012年，国家鼓励
创建技能大师工作室，以“张永忠”命
名的工作室应运而生。“技术工人拿不
准的，就需要工程师的理论支撑，创建
工作室就是一个强强联合的契机，我
们把喜欢干的、有一定基础的人员组
成一个团队，涵盖了生产制造、整车装
配及售后等多个长安汽车的业务范
围。”2012年张永忠工作室获得国家人
力资源与社会保障部“技能大师工作
室”称号，2014年张永忠工作室获得市
总工会“劳动创新工作室”称号，2014
年张永忠工作室获得中华全国总工会

“劳模创新工作室”称号。
有了各领域技术骨干做支撑，全能

团队的发展顺势而为。“技术这个东西
保留是没用的，要给别人解决实际困难
才能体现它的价值。”张永忠说，把自己
多年掌握、练就的维修技巧传授给更多
的青年员工，培养更多的工匠是他一直

以来的心愿。为此，他与公司数十名年
轻员工签订了“名师带高徒”的培养协
议，亲手带出了一支熟练掌握发动机调
修技术的国家级全能团队。

如今，他的学生遍布俄罗斯、伊朗、
巴西等多个国家，北京、南京、深圳等多
个城市，团队中有公司二、三级技能师5
人，高级技师25人，技师100余人，在兵
装集团技能大赛中屡获发动机装调项
目一、二、三等奖。

不忘初心，永无止境的学习

谁能想到这位中国汽车行业发动
机维修专家，第一份工作竟是木工。

1983年，张永忠从部队复员，进入
长安公司，二十岁出头的他继承了两位
哥哥的木工手艺，做得一手“好活儿”。
一年多后，包括张永忠在内的7个人被
挑出来学习机械，有学木工的、学漆工
的、学钳工的，没有一个科班出身，张永
忠戏称是“江南七怪”。“说实话，刚看到
发动机，我脑壳都是晕的，什么都不认
识，心头慌得很。”当时从日本铃木公司

运来10台发动机的散件，他们7个人没
人看得懂图纸。没有捷径可走，只有堆
时间，和翻译一起，一点一点，把图纸里
的每一个单词都消化掉。他们每天从
早上7点上班，一直干到晚上12点，装
了拆拆了装，反复揣摩发动机结构。

1984年12月30日，公司第一台自
己组装的发动机成功点火。“当时，我们
几个人用肩膀扛着发动机，从四楼抬到
一楼的防空洞，看着它成功发动，一边
高兴一边哭。”从那以后，张永忠彻底喜
欢上了这份工作，他觉得成就感满满。

此后的30多年时间，张永忠的工
作就是装配发动机，并找出装配中的问
题，让发动机国产化进程少走弯路。到
1997年，长安汽车的发动机已经实现完
全国产化。

“全国国防科技工业系统劳动模
范”“全国技术能手”“中国兵装集团技
能带头人”“中国兵装集团技能大师”

“中国科技技术突出贡献奖”“重庆市十
大杰出技术能手”……张永忠荣誉墙上
的褒奖，是对他多年来技术沉淀并成功
转化为推广经验的认定。55岁的张永
忠已经做到了维修工的巅峰——一级
技能师，但他还在不断学习。“汽车产业
新技术层出不穷，虽然年龄大了，但我
会加倍努力。不能忘了刚入行时的初
心，学习是永无止境的。” （周尤）

汽车解疑专家张永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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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记得那双大眼睛吗？那双盛
满渴望的大眼睛曾直击无数人心灵
最柔软处，又曾点燃无数贫困学子
的希望，继而铸就了一个极为知名
的公益品牌——希望工程。

转眼30年，希望的种子，已成长
为参天大树。

由团中央、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
会于1989年10月发起实施的希望工
程，是我国社会参与最广泛、最有影响
的民间公益事业。30年来，希望工程
锲而不舍践行一个朴素初心——让每
个孩子不再因为贫穷而失去课堂。

在重庆，希望工程收获累累硕
果：累计接受社会各界捐款物约2.72
亿元，资助贫困大中小学生164421
名，援建希望小学451所，援建希望
工程图书室、希望厨房、快乐体育、音
乐、电脑教室等配套设施 1440 余
个。一大批失学儿童的命运得以改
写，贫困地区的办学条件得到改善，
全社会重教意识不断增强，助人为乐
的优秀传统持续弘扬……

近日，团市委、重庆市青少年发展
基金会举办了“我与希望工程共成长”
纪念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故事分享
会。会上，主办方为10个爱心人士及
爱心企业颁发了纪念全国希望工程实
施30周年纪念杯，并分享了那些和希
望工程有关的故事。

第二机长梁鹏说：“我感
受到了公益的魅力”

2018年5月14日，川航3U8633航
班从重庆至拉萨飞行途中，在9800米
高空，驾驶舱右侧风挡玻璃破损脱落，
导致座舱失压。随后，机组成功处置，
在成都双流机场安全备降，确保了机上
119名旅客和9名机组人员的安全。

中国民用航空局和四川省决定，
授予川航3U8633航班“中国民航英
雄机组”称号，授予机长刘传健“中国
民航英雄机长”称号，副驾驶、第二机
长等均获表彰。

第二机长梁鹏的责任是为机长刘
传健提供飞行计划，并承担飞机备降
的导航通讯等工作，保障备降顺利完
成。

这位“英雄机组”第二机长和重庆
希望工程结缘在去年9月——梁鹏通
过重庆青基会在大足捐建了一所希望
小学，学校于今年3月竣工。

梁鹏是四川人，为何会在重庆捐
建希望小学？

“我是成都人，但是一直在重庆工
作，后来也在重庆成了家，重庆是我的
第二故乡。”梁鹏说，他找到重庆市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详细了解了希望工

程捐赠的事项及相关流程，最后决定
捐建一所希望小学。

今年3月，梁鹏与公司同事、家人
一起参加了大足区回龙镇梁鹏希望小
学竣工仪式，为同学们捐赠了一批书
包、水彩笔等文具和体育用品。梁鹏
说：“当天我一到学校，看到有小朋友
兴奋地在操场上打滚，觉得很震惊。
看到他们嬉戏打闹、笑容洋溢，我感受
到了公益的魅力。”

“后来，一些小朋友认出我来，争
先恐后要跟我合影，邀请我签名。我
很高兴，这一张张可爱的笑脸不就是
我们做公益想要看到的吗？临走时我
告诉他们，今后一定要好好学习，长大
后报效祖国，做一个对祖国、对社会有
用的人。他们也很认真地答应了。”梁
鹏说，“这次捐赠活动对我触动很大，

我会持续为希望工程做更多的事情，
参与更多的公益活动。”

帮助千余名贫困学子的
中建二局爱心者联盟

中建二局爱心者联盟从2015年
开始参与希望工程，开启助学计划：一
是提供爱心资助，通过设立“中建二局
圆梦计划助学金”，先后为重庆等地贫
困学生提供1000—5000元不等的助
学金；二是夯实教育基础，在重庆、四
川等地建立乡村“超越梦想培育课
堂”，对留守儿童提供周末学业公益托
管，培养学习兴趣；三是开展扶志行
动，通过发放爱心学习用品、提供爱心
就业岗位等形式，鼓励贫困学生立志

学习。截至目前，公司已累计帮助
1000余名贫困学生。

每到假期，孩子们的学习、安全问
题都是家长的心头之忧。在农村，这
样的问题尤为突出。为切实帮助农村
家庭解决后顾之忧，真切关怀青少年
儿童的健康成长，中建二局西南公司
工会与彭水县龙射镇总工会联合成立

“中建二局龙射镇青少年之家”暑期托
管班，在学习和娱乐中，让孩子们的暑
假更加丰富多彩。

每周二和周四下午，龙射镇政府
办公大楼里便多了许多孩子，在特设
的4个教室里，孩子们享受开心的暑
假学习时光。暑期托管班面向龙射镇
中心校2至5年级学生，以贫困户儿
童、留守儿童、困境儿童为主，开设了
课后辅导班、绘画教学班、葫芦丝教学

班、篮球教学班4个兴趣班。
课后辅导班着重于培养学生的

阅读兴趣和动手能力，有图书500多
册，在宽敞明亮的会议室里，孩子们
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安心阅读，大
胆分享。托管班专门配备了4名看护
人员、8名青年志愿者，让课程教学更
有保障。此外，托管班制定了一系列
管理制度，建立了托管学生管理台
账，每天签到点名，托管期间由镇安
监办工作人员及镇政府后勤人员进
行安全巡查、管理和看护，提高了突
发事件的应对能力。

中建二局爱心者联盟相关负责
人说，托管班一期原计划招收儿童
100名，由于孩子们积极性很高，实际
参加的超过150人，截至目前，已累
计开展课程36次，参加的青少年累

计1300余人次。为了持续帮助孩子
们培养兴趣、开拓眼界，托管班将全
年免费开课，让孩子们的暑假和课余
时间更加精彩。

不仅如此，中建二局爱心者联盟
还建立起爱心助学扶贫模式。为建档
立卡贫困户学子、家庭经济困难学子
提供资助。资助不仅是现金形式，爱
心者联盟的志愿者们还注重对贫困学
生心理的帮扶，通过“一对一”结对、定
期心理疏导等方式，引导他们树立正
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

重庆格力10年1000万
为贫困学子助力

从2008年起，重庆格力公司组织
开展了“10年1000万”的希望小学捐
助计划。该计划是重庆格力与重庆格
力经销商以“每卖一台空调捐一块钱”
的形式构思的专项助学计划。截至目
前，重庆格力公司已通过重庆市青少
年发展基金会在重庆等地援建15所
格力希望小学，极大地改善了学校教
学楼、学生宿舍条件。

来自永川区双石镇格力希望小学
的学生蒋佳霖说：“以前和同学在外面
打篮球，每到阴雨天是稀泥飞溅，每到
大晴天是尘土飞扬，打完球之后衣服
都很脏，常被家长批评。自从学校新
修了篮球场，我们打篮球完全不用担
心被泥巴弄脏衣服。”

除了对学校硬件设施的完善，近
年来，重庆格力公司还通过重庆市青
少年发展基金会征集格力希望小学同
学们的个性化心愿，组织员工代表赴
学校为同学们实现心愿。

该公司还从2017年开始，创新扶
贫模式，连续3年组织“感恩十年·梦
想之旅”成长夏令营、“行千里，致广
大”——格力希望小学“山城体验之
旅”夏令营和“不忘初心·梦想之
旅”——2019格力希望小学公益夏令
营，让240余名来自忠县、永川、万州、
黔江、开州格力希望小学的同学们来
到主城参观学习、开阔眼界、增长见
识。

来自忠县马灌镇黄钦格力希望小
学的一位同学在感谢信中写道：“从小
我的父母就在外地打工，我跟着爷爷
奶奶生活，身边的同学很多都和我一
样。今年暑假我们一群同学参加了格
力夏令营，来到了重庆主城区，参观了
重庆科技馆、人民大礼堂、海洋公园
等，看到了好多新鲜的东西，学到了很
多书本上没有的知识。谢谢格力的叔
叔阿姨们，谢谢希望工程的志愿者哥
哥姐姐们，让我们也有机会走出大山
到外面的世界看一看。”

“英雄机组”第二机长和他捐建的希望小学
——希望工程30年那些和重庆有关的故事

本报首席记者 周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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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下观众认真聆听故事分享。
▲“我与希望共成长”纪念希望工程实施30周年故事分享会暨2019年重庆

市希望工程“精准扶贫·圆梦行动”总结会现场。

“正心树人肩负家国责任，励志
笃学胸怀天下永安。”在文化底蕴厚
重的“中华诗城”奉节，重庆市奉节
永安中学校（下称“永安中学”）走过
半个多世纪的砥砺征程，犹如一颗
明珠，闪耀巴渝。

秉承“以人为本，终身发展”的
办学理念，永安中学坚持英语教育、
责任教育两大品牌特色，为创建“具
有外语特色的巴渝名校”而砥砺奋
进。

教育的根本目的在于培养具有

独立人格的人，在永安中学，人格培
养落点在责任教育。

学校成立“责任教育”工作室，
从理念打造、文化构建、创新方式等
维度，全面培养学生对于自己、他
人、家庭、社会乃至国家和自然的责
任意识，成功创建为“重庆市立德树
人特色项目实践研究基地”。

学校将校园环境作为有力育人
载体，通过楼宇、文化石、标语等校
园文化和班级文化、宿舍文化的全
方位打造，让师生在潜移默化中将

责任意识内化于心；学校制作专题
课件，结合时事热点和身边小事，要
求学生在日常生活和学习中做到知
行合一。

英语教育是学校另外一块亮眼
的名片。

学校打通高中连接高校的创新
办学通道，通过创建四川外国语大
学教学实验基地，打造英语教育特
色品牌。学校不仅高度重视英语教
育师资培养，邀请南岸区、渝中区、
江北区骨干教师和教师进修学院专

家等到校交流，定期开展校本教研，
让教研“基于课堂，服务课堂”，还曾
聘请来自英国、美国等母语国家外
教，指导学生英语口语学习。此外，
学校通过举办一年一届英语文化
节、手抄报比赛、朗诵比赛等，搭建
起学生充分展示、发扬个性的舞
台。得益于深厚的英语文化基础，
学生综合目标考核成绩稳居区域前
列。学校承办奉节县首届英语文化
节，以英语特色活动的辐射区域。

近年来，在英语教育和责任教

育两大品牌特色带动下，学校教学
质量连年攀升，学生接连升入北京
大学、浙江大学、复旦大学等知名学
府，教师获国家级、市区级赛课奖项
或论文发表3000余人次。学校获
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研究项目实验
学校、重庆市重点中学、重庆市教育
科研实验基地、中华诗教先进单位、
重庆市文明单位、重庆市普通高中
新课程实验样本学校、重庆市文明
校园等。

谭茭 覃燕 肖启德

砥砺奋进 争做巴渝名校
奉节永安中学打造责任教育、英语特色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