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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曾祖父是杨峻德，但我从未见
过他，连爷爷都没见过他。小时候，爷爷
常给我讲他从曾祖母口中听到的曾祖父
参加革命的故事。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我们家如今已经是四代党员家庭了。

毅然决然，投身革命

1927 年 5 月的一个深夜，建瓯吉阳
镇，27岁的曾祖父和已怀有6个月身孕的
曾祖母告别。

当时，国民党右派正在对共产党人
进行疯狂屠杀，曾祖父不得不暂时离乡，
准备赶往福州重建遭到破坏的中共党组
织。

临行前，他对曾祖母说：“你我两家
都是穷苦人，祖祖辈辈没过上一天好日
子。我现在出去为穷人打天下，将来孩
子大了，就不用受苦了。”他写下“牺牲奋
斗”，与同志共勉。

从 1928年至 1930年，曾祖父先后担
任中共福州市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秘
书长，中共闽北特委书记，中共福建省委
常委、秘书长兼组织部长。在这几年时
间里，他经常往返于泉州、厦门，领导福
建革命工作，却难得抽身回趟家。

1931年 3 月 25 日，曾祖父去厦门市
郊参加中共厦门市委常委会，传达新的
中央指示精神。他同往常一样，穿着长
衫，背着药箱子，撑着一柄油纸伞，俨然

一副医生模样。他用油布包好中央文
件，将秘密藏在伞里面。

可是，曾祖父却被密探拦住，全身里
里外外被搜了个遍。他试图背诵医药知
识，密探被哄骗过去，不耐烦地示意放
行。但没走几步，密探发现雨伞没检查，
又叫住曾祖父，说要检查伞管子。这时，
曾祖父知道敌人已经盯上他了，于是他
一边跑一边将文件大把大把撕碎塞入口
中，吞进肚子里。一时间，口哨声四起，
更多的密探从四面八方围堵过来，曾祖
父不幸被国民党特务逮捕。

审讯人员查出他的秘书长身份，认
为他是条“大鱼”，极尽威胁利诱，企图从
他口中破获中共地下组织。但他镇定自
若地说：“共产党组织严密，同是党人，非
有必要，无从认识，我既被捕，尽我个人
承担。”曾祖父始终不肯吐露组织关系。
特务以死刑威逼，他仍坚贞不屈。

同年 5月 23日，年仅 31岁的曾祖父
在南京雨花台就义。

前赴后继，挥洒热血

正如曾祖父所言“继我而起者，尚复
大有其人……”，之后千百万共产党人前
赴后继，为了革命胜利挥洒热血，我爷爷
也是其中一位。

爷爷22岁那年，也就是1949年7月，
解放军来到建瓯。在曾祖母的支持下，爷

爷也踏上了曾祖父为之献身的革命道路。
爷爷先后参加福建解放战争、剿匪

反霸斗争。参加革命第二年，爷爷加入
中国共产党，后来参加抗美援朝。

转业后，爷爷到江西一个国营化工
厂担任党委书记。家里只有曾祖母、奶
奶和还没到入学年龄的父亲。

爷爷所在的工厂负责生产制作松
油。为了能提炼出质量优良的松油，他
经常加班加点，与同事一道探索创新制
油程序与方法。同时，爷爷还负责厂里
的安全工作。听父亲说，爷爷在任的那
几年，工厂没有发生过一起安全事故。

爷爷工作忙，很少回家。三年自然
灾害时，曾祖母把自己口粮省下来给我
父亲，自己却病倒了。直到临终前，她也
没有等到爷爷回家。得知曾祖母去世的
消息后，爷爷立即赶回家。他下车后是
一跪一磕头到家的。我想这是爷爷对自
己母亲充满愧疚的一种表达。

听党的话，为民服务

“共产党就是为百姓谋福利，为人民
谋幸福的。”这是爷爷时常挂在嘴边的一
句话。

2002年，我的父亲杨金福被推选为
吉阳村村委会主任，并于 2004年加入中
国共产党。他把父亲的话牢记心上，在
任期间，积极争取项目资金，修复村路；

发动群众参与，解决全村 6000余人安全
饮水问题；在吉阳中心小学新建标准计
算机教室，解决学生上课设备问题……

父亲也常常给我们讲曾祖父与爷爷的
故事，教育我们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对社会
有用的人，要靠自己的努力去改变命运。

1995 年 8 月，我在建阳师范毕业之
后，走上了教书育人培养下一代的道路。
当时我被分配到建瓯市吉阳镇最偏远的
张坑小学工作，父亲对我说：“越艰苦的地
方越需要教师，烈士后代更应该奉献，你
不去他不去，那乡村教育靠谁呢？”

1996年 8月，我被任命为校长，并于
1998年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家里的
第四代共产党员。党员的身份和之后的
经历让我逐渐理解了曾祖父和爷爷所做
的一切。

2006年9月，我调入吉阳中心小学工
作。爷爷的教诲仿佛萦绕耳畔：“听党的
话，做对人民有益的事，党需要我从事什
么工作，我就做什么工作。”

2020年，杨峻德烈士纪念馆成立，我
成为讲解员，通过讲解红色历史故事，传
承红色基因，弘扬革命烈士精神。

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人，我为有这样
的曾祖父和爷爷感到骄傲和自豪。

（稿件来源：福建纪检监察微信公众号
口述人：杨志强，系杨峻德曾孙

整理人：张玉莲）

在机械工程技术研发之路不断奋进
——记厦工集团有限公司原技术中心主任贡凯军

坚定走技术创新路线

贡凯军是国内从事工程机械领域较
早的一批具有博士学位的技术人之一。
早在1981年，他就考入太原重机学院工程
机械专业学习，此后，他先后在太原工业
大学、吉林工业大学攻读机械工程专业硕
士、博士，并先后在太原工业大学机械工
程系任讲师、副教授。在普通人眼里，贡
凯军的学习工作之路非常顺遂，在同一专
业领域不断深造到博士，年纪轻轻已就任
大学副教授。在可预见的未来，他便会往
机械工程领域教授、专家的道路上不停地
走下去。然而，处在外人艳羡的境遇下，
贡凯军却总觉得有些美中不足：相比安逸
稳定的大学环境，他似乎更向往用自己的
专业知识到实业中搏击一番。

由于博士的研究课题与厦工有合作，
使他有机会多次来厦工。企业富有挑战
性且有实用价值的技术研究和厦门美丽
的自然环境深深地吸引了他。1997年，厦
工急需从行业内引进高级人才充实企业
的研发管理团队，长期浸淫于机械工程领
域的青年专家贡凯军成为他们的目标。
经过与太原工业大学一番颇为艰难的协
调，最终，按照厦门市有关引进人才政策，
贡凯军被引进到厦工，主要负责技术开发
和技术管理工作，先后任公司副总工程
师、技术中心常务副主任，总经理助理兼
技术中心主任。

初到厦门，贡凯军便面临多方面的困
难。首先，从工业重镇山西太原到沿海港
城福建厦门，从高校到企业，生活环境、工
作性质和工作角色的转变，需要一个逐步
适应的过程；其次，厦工作为我国工程机
械行业的龙头企业，在行业内具有相当的
影响力，但在20世纪90年代末，公司技术
面临很大的隐忧，主要表现在产品单一、
缺少技术储备，再加上民营企业的兴起，
导致国内市场竞争更加残酷，对担任技术
中心负责人的贡凯军而言，工作上面临的
困难和压力可想而知。面对这些问题，贡
凯军一心记着公司对他的信任和厚爱，更
加敬业、勤勉地工作，不敢有丝毫懈怠。
他把公司的技术开发、技术中心建设和技
术人才培养等方面作为自己工作和生活
的全部，为企业发展和技术进步倾尽最大
努力。

他和技术中心同事们一起，一方面加
强基础研究，建立技术储备，并将研究成
果尽可能应用到新产品开发上；另一方
面，把握市场先机、适应市场需求，加大新
产品开发。数年来，贡凯军领导的技术中
心，先后为公司开发 20多项新产品，每年
新产品的利润贡献率都达 30%以上，这在
传统的机械工程领域是不多见的。由此，
厦工被评为厦门市“技术进步先进工业企
业”和厦门市“高新技术企业”。

人才与技术并重

人才是企业的一种战略资源，是企业
竞争的坚强后盾。作为技术中心负责人，
贡凯军深知，科技人才的培养是他义不容

辞的责任。早在刚到公司时，他便感觉到
技术队伍存在明显的人才断层：随着老一
辈技术人才陆续退休，20世纪90年代大学
毕业的新人们尚未成熟，技术骨干成了公
司最稀缺“资源”。为使年轻的技术人才尽
快成长起来，技术中心完善了一系列人才
培养机制，一方面，采取传帮带以及产学研
专家及博士后协同工作方式，对新人进行
技术培训；另一方面，通过压担子等措施，
让年轻技术人员在实践中磨炼、增长经
验。同时，对技术人才采取梯队培养的方
式，通过多种手段，不但使公司的技术骨干
得到较快成长，也很好地扭转了人才断层
的状况。

技术人才需要有发挥的舞台，在厦
工，技术中心就是他们的舞台，加强技术
中心建设成为贡凯军工作的中心。为了
加强厦工技术中心的建设，贡凯军与同事
们，在公司领导的大力支持下，通过企业
自筹和申请国家资助，共筹集2500万元试
验设施建设资金，建成国内工程机械行业
最先进的试验室之一。

为了充实和加强基础研究力量，他们
又积极申请成立厦工企业博士后工作

站。2002 年，企业博士后工作站正式成
立，先后有7名博士后进站工作，贡凯军担
任其中5名博士后的联合导师。

在长期负责厦工技术队伍建设的过
程中，贡凯军有着深刻的体会，那就是同
事间的密切配合和技术中心氛围的营造
对企业研发能力建设非常关键。他与公
司技术中心先后两任党支部书记配合默
契，在人才培养和团队建设等方面均取得
了很大成效，为公司新产品的不断推出打
下坚实基础。

坚持修炼与磨砺

从大学学习和工作阶段的学术积累，
到厦工企业的实践提升，贡凯军在工程机
械领域数十年辛勤耕耘，可谓收获了数不
尽的艰辛和果实。在厦工任职十年，负责
这家国家级技术中心的工作，使他的科技
开发、协调和管理能力得到新的提高，他
的努力付出也得到了企业和政府的认

可。贡凯军先后被认定为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被评为福建省技术中心先进

工作者，荣获厦门市拔尖人才、国家“百千

万人才工程”福建省第五批“百千万人才

工程”第三层次人选等称号。

2006年 8月，贡凯军的个人职业迎来

变动。按照厦工集团的统一调配，贡凯军

调到厦工集团主管研发和技术管理工作，

担任公司新建项目厦工钢结构的技术负责

人和厦工重工专用汽车的研发中心主任，

从事厦工集团新业务拓展。在新岗位上，

贡凯军依然秉持勤勉、敬业的精神，负责厦

门BRT站台、跨线桥和人行天桥，厦门国

际游轮码头客滚吊桥等重点项目的钢结构

的技术工作。他带领集团技术中心队伍完
成矿用自卸车、混凝土搅拌运输车、垃圾压
缩运输车等产品开发，集团的钢结构业务、
专用汽车的研发和经营业务迎来新起步。

在厦工企业耕耘的同时，贡凯军还积
极参与工程机械领域的行业交流与社会

事务。在参与福建省机械工程学会各项
活动中，贡凯军积极呼吁学会要吸纳民营
企业，在他的建议下，省内许多工程机械

行业的民营企业逐渐加入。此外，他还担

任厦门大学物理与机电工程学院、集美大

学等高校的兼职教授，利用他在机械工程

领域的科研与实践经验，为福建省行业人

才队伍的培养持续做出贡献。
（通讯员 王日洲）

1997年，贡凯军从学习工作了几十年的山西老家被引进到厦门，入职厦工

集团厦门工程机械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厦工），一转眼20多年过去了。从

考入大学工程机械专业学习开始，贡凯军将一生的精力都投入到工程机械领

域和专用汽车行业的科研、技术研发工作中，为福建省乃至全国工程机械行业

的技术进步和提升默默奉献自己的力量。

杨峻德家庭常挂嘴边的话——

共产党就是为百姓谋福利的

贡凯军贡凯军（（中中））与国外技术专家交流与国外技术专家交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