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吃苦耐劳，奋斗在基层一线

1998 年 8 月，黄亮加入厦门电业
局。刚毕业的他怀抱美丽梦想，憧憬美
好事业，从事令人羡慕的电力检修工
作。

工作没多久，黄亮开始对苦、脏、累
的检修工作感到有些失望，每天面对的
是重复性的维护修理工作，深深地感受
到理想与现实间的巨大差异，内心一度
非常失落。

直到工作两年之后发生的一件小
事，才彻底改变黄亮对职业的看法。那
是 一 个 夏 日 的 傍 晚 ，城 区 某 变 电 站
35kV 的某条馈线“控制回路断线”告
警，无法运行，整个变电站附近片区陷
入黑暗。黄亮参加抢修，持续到晚上 8
点左右，处理完工作，车子刚开出变电
站那一刻，附近忽然由一片漆黑转瞬灯
火通明。

“正是那一刻突如其来的‘光’深深
触动了我，第一次让我从心底意识到自
己所从事工作的意义，第一次意识到职
责的重要性。”这个小插曲让黄亮重新
认识了自己和工作，并让他坚持在一线
基层扎根下来。

斗转星移、时光荏苒，这一坚持就
是 22 年。变电检修高强度的工作磨炼
了他吃苦耐劳的习惯。尤其是在班组
工作的那几年，加班是家常便饭，有几
年全年休息时间加起来不超过 1个月。

“我作为班委，带着班组近 20 个
人，需要一种表率，需要一点‘吃亏’。”
回首工作历程，那些加班加点和不自觉
的付出，已经成为一种习惯和责任，也
因此成就了黄亮的今天：从部门的先进
工作者到局标兵，再到省公司劳模、国
网专家；学历上通过一次次深造，从原
来的中专生到本科生，再到现在的研究
生……

“每一步取得的成绩，也仅仅是多
做点、多想点、多付出点。”黄亮表示，
所有的荣誉和成绩都是过往，收获最多
的是养成了严谨负责的工作态度。坚
持、创新以及追求卓越，已成为他工作
的习惯和目标，促使他每天更加努力，
每一步走得更为扎实。

直面挑战，主动担当作为

黄亮深知，在激烈的职业竞争中，
必须时刻警醒自己、不断提高各方面能
力，要取得成就没有捷径，只有比别人
付出更多的努力。

初入职场，为更快地提高技能水
平，黄亮主动翻阅当时所有能找到的设
备 资 料 、图 纸 和 说 明 书 。 早 年 没 有
GPMS、PMS 系统，他便向班组要来厚
厚一叠的手写消缺记录，抽时间一条一
条地看，去琢磨设备可能出现的问题部
位，研究设备缺陷处理的最好方法。

初生牛犊，敢于直面挑战。 2002
年，厦门供电公司在承 500KV厦门变维
护改造工作期间，黄亮的变电检修部承
接了厦门变 35KV隔离开关手动操作改
电动操作。因为时间和工期都很紧迫，
没有资金外委设计，这个任务就由部门
承接设计并施工。当时电脑并不普及，
总体信息化水平较低，刚当上班组技术
员的黄亮主动承担这个对于当时的他
而言“看似不可能的任务”。

黄亮虽然懂电脑，但对 CAD 设计
软件一窍不通，他拿来 CAD 书本，边学
边画。他拿着尺子和笔，一边学、一边
量，一个间隔一个间隔地画。靠着这个

“土办法”逐线绘制，黄亮花了 1 个多月
时间，最终完成 8 张设计图纸，填补了
部门一次设计空白缺憾，顺利完成任
务。

2006 年 9 月，福建省海西杯第一届
变电检修技能竞赛举行。凭借多年的
功底，黄亮首次代表厦门电业局参赛即
获得团体第一、个人第二的成绩。之后
几年，他作为教练带队参加多项省级竞
赛，通过帮带传承，他带的队伍也取得
了“非一即二”的好成绩。

“通过这种传承带出了优秀的选
手，而这些优秀的选手今后再带出优秀
的队员，依次反复，专业队伍的基石才
能夯得稳、夯得实，只有夯实的基础才
能成为智能电网的坚强保障。”黄亮
说。

创新不止，成就“检修工匠”

多年来，黄亮始终保持与时俱进、
勇于创新的工作态度，敢为人先并突破
思想束缚。通过不断的学习与努力，他
收获了累累硕果：获得 7 项科技进步
奖、11 项 QC 成果奖、2 项国家发明专
利授权、8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
等。其中有仅花费 1 万元成本创造百
万元效益的带电作业科技成果，也有徒
手制作的实用器械。

在这些创新中，最令黄亮引以为豪
的创新是利用高频捻缝技术修复带电
设备的砂眼渗漏。

2007年“迎峰度夏”巡检中，黄亮发
现 220 千伏厦禾变 GIS 设备存在 SF6 气
体砂眼渗漏缺陷。根据以往经验，只能
将包括母线在内的设备进行停电消缺，
带电消缺作业方面则是一片空白。一
番冥思苦想，黄亮把目光投向国外，可
是查阅资料后发现，国外同行处理这种
缺陷只是简单地采用“包裹法”，并不
能第一时间带电彻底消缺。

他转换思路，其他行业会不会也有
类似的问题？可以尝试另寻他法，触类
旁通。

通过多方查阅，黄亮将锅炉工业领
域的气动枪工具引进来，以高压气体为
动力，产生高频率敲击效果。他结合之
前少油断路器砂眼采用捻击的修复方
式，试验是否可以应用在高气压下的设
备砂眼修复。通过多次模拟测试，“高
频带压砂眼堵漏法”技术终于研究成
功，黄亮成功修复了厦禾变缺陷隐患。
如今该技术可在不停电状态下成功消
除 20 余台 GIS 设备及主变设备砂眼渗
漏缺陷。这项技术的应用价、修复的设
备、节约的成本和减少停电创造的效
益，保守估计可以至少买一台新主变，

而这个课题仅花费几千元。
“创新成果不在于项目大小，而在

于是否时刻保持不断超越、追求卓越的
工作态度。”让黄亮自豪的是，近年来
这个技术还帮助龙岩、省检等兄弟单位
解决了 6 起同类缺陷。“这也是厦门公
司在第一位排头兵的引领作用，是‘永
不止步，创先争优’的体现。”

创新不仅仅是科技创新，还包括管
理创新。2010 年，黄亮走上基层管理
岗位，他发现，管理工作也需要与时俱
进、补充完善，才能适应现在企业发展
要求。

基层班组是企业的基石，是企业夯
实基础的重要一环。2015 年初，黄亮
创新提出制定涉及班组的对标评价办
法，这项评价办法的着力点在于解决变
电检修室基层班组责任心与执行力下
降的问题。

“我希望通过对班组管理工作的提
升，为部室的新进员工创造一个良好的
肯干事、干实事的工作环境，营造一个
高效、有战斗力的工作氛围。”黄亮解
释。

通过综合考量专业间的差异、求同
存异、分值权重调整等举措，该办法利
用五个维度和 40 余项评价细则，有效
地考量了班组存在的问题、日常工作量
以及贡献值，让部室能够及时了解到班
组存在的管理漏洞及短板，予以指导修
正，同时利用绩效手段进行奖惩激励。
通过 1 年多的实施，班组工作面貌、责
任心、执行力有了极大改善。而这项管
理工作取得的成绩，也得到公司的充分
肯定，并在全公司推行。

黄亮用 3 个词来总结多年工作经
历：责任、担当、奉献。“责任，是一个人
根本素质的体现，它如同你的血肉，能
激发每个细胞干事做事的热情；担当，
是一个人敢担重担的勇气，它如同你的
骨架，支撑着你敢于争先的激情；奉
献，是一个人人生价值的落脚点，它如
同你的精气神，能令你的人生更加完
美。”

（通讯员 吕晓艺）

用匠心守护万家灯火
——记国网专家、厦门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副主管黄亮

黄亮，厦门供电公司变电检修室副主管，工作以来扎根基层一线，

经历了技术员、班长、专责等岗位，从一名普通的检修人员成长为基层

管理人员，曾获福建省海西杯第一届变电检修技能竞赛团体第一、个人

第二，获得7项科技进步奖、11项QC成果奖、2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8

项国家实用新型专利授权等。

他的成长道路，一步一脚印，走得踏踏实实。

“这些年的工作，最主要是磨练了我的意志、习惯，并确定了我的奋

斗目标。”往事历历在目，黄亮说，“那就是坚持、创新与追求卓越。”

9月 6日上午 10时 50分许，2020未来
科学大奖在北京揭晓。中国科学院金属
研究所研究员、辽宁省人民政府副省长卢
柯摘得三项大奖之一的“物质科学奖”，奖
金100万美元，使用方式不受限制。

将未来科学大奖颁发给他，是为了奖
励他开创性的发现和利用纳米孪晶结构
及梯度纳米结构以实现铜金属的高强度、
高韧性和高导电性。

提高金属材料的强度一直是材料物
理领域中最核心的科学问题之一。通常
材料的强化均通过引入各种缺陷以阻碍
位错运动来实现，但材料强度提高的同时
会丧失塑性和导电性，这导致材料领域著
名的长期未能解决的材料强度与塑性（或
导电性）的倒置关系。如何克服这个矛
盾，成为国际材料领域几十年以来一个重
大科学难题。

卢柯及其研究团队发现了两种新型
纳米结构可以提高铜金属材料的强度，而
不损失其良好的塑性和导电性，在金属材
料强化原理上取得了重大突破。

卢柯团队发现，在金属铜中引入高密
度纳米孪晶界面，可使纯铜的强度提高一
个数量级，同时保持良好的拉伸塑性和很
高的电导率（与高纯无氧铜相当），获得了
超高强度高导电性纳米孪晶铜。这个发现
突破了强度－导电性倒置关系并开拓了纳
米金属材料一个新的研究方向。纳米孪晶
强化原理已经在多种金属、合金、化合物、
半导体、陶瓷和金刚石中得到验证和应用，
成为具有普适性的材料强化原理。

卢柯团队还发现了金属的梯度纳米

结构及其独特的强化机制。梯度纳米结
构可有效抑制应变集中，实现应变非局域
化，其拉伸塑性优于普通粗晶结构。具有
梯度纳米结构的纯铜样品其强度较普通
粗晶铜高一倍，同时拉伸塑性不变，也突
破了传统强化机制的强度－塑性倒置关
系，被应用在工业界并取得显著经济效
益。

卢柯，男，1965年 5月出生，河南汲县
人，1990年 4月参加工作，1993年加入九
三学社，工学博士。中国科学院院士，中
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沈阳材料科
学国家研究中心主任。卢柯现任辽宁省
人民政府副省长，负责科技、卫生健康、体
育等方面工作。

新华社 2018年 3月曾刊文介绍卢柯：
16岁上大学，30岁成为中国科学院金属研
究所博士生导师，38岁被增选为最年轻的
中科院院士，最近当选美国工程院外籍院
士……这就是卢柯。职业科学家，是他的
自我定位。

新华社文章介绍：扎根东北的卢柯，
十分关注当地的振兴发展。“对辽宁来说，

全省工业增加值的三分之二来自与材料
关系密切的装备制造、冶金、化工三大行
业。我们要促进原创，要补基础，从整个
科学基础、技术基础补起，从根上抓起，努
力把沈阳材料科学国家研究中心建成世
界级高水平的研究平台。”卢柯说。

尽管早早成名，卢柯仍然坚持在一线
研究、教学。卢柯认为，科学研究是兴趣
驱动的学习过程，是一种精益求精、追求
完美的艺术，理想是科学研究的重要动
力。这些年，他都会给每一位毕业生送一
本名叫《博士还不够》的书，告诫学生，从
博士到科学家，路还很长。

据《人物》杂志报道，卢柯在攻读博士
学位期间，先后在国际学术刊物上发表了
十几篇论文，修正了被引用10年的英国科
学家斯考特等人确定的Ni-P非晶合金晶
化产物间的位向关系，并提出非晶态金属
的新的晶化机制，被专家们称为是“非晶
态金属晶化方面近十年来的好文章”。

卢柯在发布会电话连线中表示，对于
获奖感到突然，感谢评委会认可其工作。
材料科学是一个非常古老的学科，获奖是

对该学科的巨大鼓励，激励其继续在这个
学科中做出更多更好的工作。

他表示，人类利用金属材料上千年，
提高性能确实越来越难，通过把金属材料
做到纳米尺度，大幅提高金属材料的性
质，表现出新的性能，焕发出新的活力。

另外，记者注意到，在今年抗击新冠
肺炎疫情期间，身为辽宁省副省长的卢柯
也奋战在第一线。

7月 23日晚，大连市政府新闻办举行
大连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第十九次集
中发布。就目前大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
疫情和防控工作情况进行通报。@大连
发布微博消息：副省长卢柯7月22日携省
疾控中心专家组专程来连指导防控工作，
亲自现场部署指挥，同时省卫生健康委组
建了50人流调队伍、10人消毒队伍和8支
核酸检测队伍，驰援大连疫情防控工作。

未来科学大奖是中国首个世界级民
间科学大奖，由未来论坛于 2016年创立，
下设生命科学奖、物质科学奖、数学与计
算机科学奖三个奖项，单项奖金 100万美
元，每个奖项由4位捐赠人共同捐赠。

大奖采取提名邀约制和国际同行评议
制。在奖项评审过程中，有包括诺奖得主、
图灵奖得主、菲尔兹奖得主以及数十位美
国、法国、德国等国的科学院、工程院院士，
参与未来科学大奖的提名与评议过程。
2020年三个奖项共接收到200多封推荐信。

未来科学大奖每年在中国北京举办
颁奖典礼，对为全人类做出重大科研成果
的科学家予以表彰。颁奖典礼同期举行
的科学峰会，旨在邀请全球范围内卓有建
树的科学家，分享科学发展的前沿成果，
探讨学科交叉与学术创新，推进科学主导
的产业应用。 （澎湃新闻）

2020未来科学大奖揭晓

副省长荣获科学大奖
奖金100万美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