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临汾市四届人大代表，襄汾
县有名的“种地能手”，首个千
亩家庭农场主。在农业机械研
究及改良方面有多项突破。2002
年获襄汾县委、襄汾县人民政
府“ 基 础 教 育 年 ”铜 质 勋 章 ，
2012 年研发并申请了深松犁和
小 麦 播 种 机 实 用 新 型 专 利 证
书，2015 年研发并申请了一种
小麦用播种施肥一体机实用新
型专利，2017 年被临汾市劳动
竞赛委员会授予临汾市五一劳
动奖章，2018年被襄汾县委、襄
汾县人民政府授予襄汾县“丁
陶能人”称号，2019年荣获中共
西贾乡委员会、西贾乡人民政
府“产业引领模范”，并和农大
教授联合研发申请了一种小麦
种肥同播机的辅助起垄装置的

实用新型专利；农场 2017年被命名为市级科普示范基地，同年
被命名为山西省农业科技成果转公和推广示范基地，2018年被
命名为山西省农村科普示范基地，2018年至 2019年分别被评为
市级、省级示范农场。

2021 年“临汾最美科技工作者”揭晓

为进一步弘扬中国科学家精神，激发全市广大科技工作

者“众心向党 自立自强”的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鼓励广

大科技工作者迎难而上、奋勇争先，积极投身创新创业主战

场，为临汾市创新驱动蹚新路贡献智慧和力量。在市委宣传

部、市科协、市科技局联合开展的2021年“临汾最美科技工作

者”学习宣传活动中，经过形式审查和专家组评选，10名科技

工作者被评为2021年“临汾十佳最美科技工作者”,35名科技

工作者被评为2021年“临汾最美科技工作者”。“临汾最美科

技工作者”是长期奋战在科技一线的广大科技工作者的优秀

代表，他们政治坚定，志向高远，开拓创新，敢为人先，严谨求

实，精益求精，淡泊名利，忘我奉献，在科学研究、技术攻关、

科技成果转化、科普服务等方面做出了突出成绩。现将评选

结果公布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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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汾冠心病介入治疗专家，善于学习钻研，

注重实操实践，经验丰富、技术过硬。2014年 7
月—2015年7月在北大医院参加国家冠心病介

入资质培训并顺利取得冠心病介入诊疗资质，

独立完成冠心病介入治疗病例约 200例，其中

急性心肌梗死急诊病例 70余例，左主干、分叉

病变及慢性完全闭塞病变60余例，独立开展了

“经股动脉介入治疗后封堵器闭合术”“血管内

超声”等新技术两项，独立完成血管内超声检查

20余例，设计参与了中心医院胸痛中心的建设

并顺利通过了国家胸痛中心的资质认证，开展

了临汾市首例血管内超声指导下“零造影剂”介

入治疗、生物可吸收支架植入等新技术。武汉新

冠疫情抗击战中，转战多家方舱医院，救治了近

千名患者。发表了科研论文《曲美他嗪治疗冠心

病心功能不全的疗效及安全性观察》。

山西省防雷技术专家、临汾市科技活动
专家、山西气象服务合作创新实验室专家。在
气象台工作期间，学习推广了第一代micaps
预报平台和 T63数值预报产品，带动了临汾
气象预报业务的快速发展;防雷业务工作方
面，解决了许多防雷工作中遇到的技术难题，
减少了防雷安全隐患；组织在全市建设了
300多个气象预警电子显示屏、500多个气象
预警大喇叭，及时为社会公众发送各类气象
服务和灾害预警信息；积极开展“进农村、进
学校、进社区、进企业”气象科普宣传教育，撰
写制作的科普作品曾荣获科技部、科技厅及
各级气象部门的奖项；主持、参与了山西省科
技厅、山西省气象局、临汾市科技局科研项目
十余项，第一作者在国家核心期刊发表科技
论文 3篇，多篇论文在一般期刊发表或参加
国家、省、市学术交流，并多次获得奖励，多次
荣获省、市气象部门和地方政府部门的先进
工作者、五一巾帼标兵等荣誉称号。

积极钻研、大胆创新，在
焦化企业污染防治方面，探
索实施了多项新技术，推动
企业污染治理水平不断提
升。组织完成了三个系统
VOCs气体入焦炉焚烧项目，
有效解决了无组织VOCs气
体排放问题，每年节约成本
约 296.39万元；组织完成对
干熄焦系统地面除尘站烟气
治理工作，每年可减少 SO2
排放量 130 吨以上；解决了
焦炉斜道清理的技术难题，
并获国家发明专利。项目实
施后，检修时间由72小时减
少到20小时左右，比拆除炭
化室炉墙检修费用减少一半
以上；全面负责完成了 5套
脱硫脱硝装置超低改造排放
工作，每年减排 SO2 约 600

吨，NOX约3000吨，脱硫脱硝效率提升至90%以上，满足超低排
放标准要求；“焦炉机侧烟尘车载收集治理一体化装置研究及应
用”荣获山西焦煤集团科技进步一等奖。

治学严谨、创新
实干，推动学校科技
教育走在全市前列。
创新开展校园科技
节，建立了校园驿站，
组织青少年参加科
技创新大赛，荣获省、
市、区级奖项上千件，
在其带领下，所在学
校连续 5 年被评为

“临汾市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先进单位”。
无私奉献、勇于承担，
开展校园科技培训
与指导，开展“微行动
正能量”实践活动；连
续四年被评为“区优
秀政协委员”。先后获
得“全国优秀少先队
辅导员”“山西省十佳

少先队辅导员”“临汾市科技工作先进工作者”“临汾市优
秀班主任”“临汾市最美志愿者”“尧都区十大道德楷模”

“尧都区三八红旗手”等荣誉称号。

常年从事基层科技工作，为
汾西科技创新、科技推广作出了
突出贡献。在汾西县搭建了肉鸡、
黄粉虫、食用菌、扁桃、玉露香梨
等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平台，
创建洪昌“科创中心”，培育“黄粉
虫”产业技术联盟，打造“玉露香”

“中药材”“食用菌”星创天地，将
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2013年获“全国科技系统先进工
作者”称号；2012年、2013年分别
获山西省农村技术承包个人二等
奖；《在真实的自然与生活中研究
教学》一书中编写中出任执行主
编；《山西大型真菌野生资源图
鉴》一书编写中，出任参与野外考
察信息采集；在国家级各类期刊
发表科技、教育论文十余篇。连续
5年获得临汾市科技管理工作先

进个人，2010年获山西省科普工作先进工作者，2010年获山西省农
村技术承包个人三等奖，2011年获国家科技部“十一五星火工作先
进个人”，2011年获山西省农村技术承包二等奖，2012年山西省科
普工作先进个人。

扎根山区的 80后，服务蒲
县的农技员。积极推进马铃薯
种薯繁育，同昕源种业公司合
作，带领团队全程技术指导，将
高质量的种薯供应给全县及周
边县市薯农，累计推广种薯面
积20余万亩；组织会员义务为
全县薯农提供技术服务和培
训，为广大种植户联系客商销
售商品薯。聘请国内马铃薯知
名专家到蒲县指导、培训。2015
年，其所创办的蒲县马铃薯协
会获“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
单位”荣誉。有效开展试验示
范，承担山西省马铃薯区域试
验与生产试验工作，每年引进
至少 10个新品种马铃薯进行
试验，累计推广马铃薯新品种
5个，发表马铃薯方面论文 10

余篇，参与编写了《山西省无公害马铃薯生产技术规程》。此外还协
助昕源公司和其他合作社申报了全县无公害马铃薯产品、产地认
证，农业部“蒲县马铃薯”地理标志认证、绿色认证等，共成功申报
各类科技项目15项，申请资金一千余万元。

李洪泽 山西焦化股份有

限公司焦化厂副厂长、助理工

程师

李晓霞 临汾市解放路小

学 教 育 集 团 漪 汾 小 学 副 校

长、中小学一级教师

曹玉贵 汾西县科学技术

发展中心主任、中教高级

何江 蒲县产业发展综合服

务中心果树试验站站长、农艺师

敢 于 奉 献 的“ 光 明 使
者”、技术过硬的“电力工
匠”、荣誉加身的“平凡工
人”。连续多年在地电公司
线路掉闸考核中位列第一，
参 与 编 制 了 公 司 110kV、
35kV、10kV线路现场运行规
程及公司输配电线路现场
作业指导书、安泽电网突发
事故应急预案；在公司35kV
电力线路设计工作中，采用
其推荐方案为公司节省投
资 100 余万元；地电安泽分
公司以其名字命名成立了

“郑海军职工创新工作室”，
创新工作室现有创新成果
12项，全部获得国家实用新
型专利，获得省部级奖7项，
市级奖 2项。个人先后获得

临汾市五一劳动奖章，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章，山西省劳动模范，
晋能集团“先进科技工作者”，晋能集团“劳动模范”，晋能电力
2014年、2015年、2017年、2018年度“十佳业务标兵”，临汾市首
届“平阳工匠”提名奖等多项荣誉。

坚持“好工、好料、好产
品，利国、利民、利大家”的理
念，自主创业、自主创新，实
现了公司产品从无到有、从
有到精的发展战略。按照“科
技兴企”的战略目标，带领研
发人员和技术工人有计划、
有重点、创造性地开展科技
活动，产品研发中心每年都
要开展5项以上技术创新，每
年都能取得10项以上的技术
专利。2017年参加第六届“全
国创新创业大赛”，获得山西
赛区一等奖，并代表山西省
参加了全国总决赛。2019年，
携该项目参加第八届“全国
创新创业大赛”，获得山西赛
区二等奖。2020年，再次获得
创新大赛山西赛区一等奖，

又一次代表山西省参加全国总决赛。2019年，公司被临汾市委
认定为“智能制造人才工作基地”。在其引领下，公司先后获得

“临汾市管理标杆企业”“山西省专精特新企业”“高新技术企
业”和“山西省五一劳动奖状”“全国工人先锋号”等荣誉称号。

常年工作在基层的农
艺师，在推动吉县果业发
展方面作出了突出贡献。
为提高土壤的有机质含
量，向县政府建议大面积
推广“生草覆盖”技术，共
发展自然生草和人工种草
3000 余亩。推广了有机旱
作循环经济模式、摘叶转
果、铺设反光膜、高光效树
形修剪等技术，把多年摸
索积累的种植经验、技术
毫不保留地传授给全乡果
农。参与微电影《果园革
命》拍摄，有效地推广了减
密间伐技术，带动果农走

“苹果+”路子，为吉县苹果
产业转型发展、提质升级
提供了科技支撑。2018 年

参加了浙江卫视《奔跑吧，兄弟》节目。结合现代产业发展方
向，迎合吉县果业发展需求，建言献策，引进新品种、开发新
技术、创出新模式，为引领全县苹果产业高质量发展，打造

“5G+智慧果业”蹚出新路径奠定基础，树立了典范。

史志明 临汾市中心医院
医务科主任、心内科副主任、副
主任医师

吕爱丽 临汾市气象局副研

级高级工程师

郑海军 山西地方电力有限
公司安泽分公司电网建设办副
主任、工程师、技师

李云山 山西好利阀机械

制造有限公司总经理、产品研

发中心主任、机械工程师

葛成稳 吉县果业服务中
心苹果试验示范站站长、高级
农艺师

翟战备 襄汾县君强农场

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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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亚鹏 男 山西光宇半导体照明股份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高级工程师
申青林 男 临汾市鑫锐机械设备有限公司 技术总监 机械工程师
朱华峰 男 山西华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精密事业部机加工 副总经理、

自动化研发总工程师
闫建军 男 山西乡宁焦煤集团申南凹焦煤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采煤高级工程师
曹春霞 女 山西乡宁县晋山妹酱汁有限公司 总经理
赵 杰 男 乡宁县人民医院 副院长、主任医师（三级）
鲁会丽 女 襄汾县南贾镇人民政府农业技术站 站长、农艺师
尉 晨 男 襄汾县现代农业发展中心 副主任 正高级农艺师
贺建斌 男 襄汾县邓庄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 农艺师
商毅霞 女 襄汾县畜牧中心 办公室主任、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技术员
王志芳 女 襄汾县中医院 副院长、主任医师
李俊峰 男 临汾市尧都区解放路第二小学校 副校长、中小学一级教师

王刚刚 男 临汾市解放路学校 课程开发处主任、中小学二级教师
张艳明 女 临汾市中心医院肿瘤中心主任 主任医师
杨云霞 女 吉县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贾丢丢 女 侯马市人民医院麻醉科 副主任医师
申 丽 女 侯马市人民医院 胸外泌科护士
张红旭 男 山西建邦集团有限公司研发中心 炼钢高级工程师
刘华琴 女 临汾市人民医院 儿童重症监护室护士长
关永莉 女 山西飞鸿微纳米光电科技有限公司 研发部经理
宁永杰 男 山西师范大学实验小学 信息技术教师
李双娟 女 山西焦化股份有限公司技术中心 高级工程师

陈 华 女 浮山县乡村振兴服务中心 主任、正高级农艺师
齐治畔 男 山西通才工贸有限公司技术质量处 处长、工程师
成文星 男 隰县职业高级中学校 隰县职业中学生物高级教师
王景泉 男 汾西县畜牧兽医中心 副主任、畜牧师
郭瑞才 男 汾西县林业局核桃研究所 所长 、高级工程师
贾振华 男 临汾市第二小学校 中小学一级教师
李冀静 男 临汾市第三小学 中小学一级教师
吴 帆 女 临汾市测绘院 测绘工程师
乔 波 男 侯马市高村乡党委委员、宣传委员 助理工程师
王运良 男 曲沃县葡萄协会 会长、农技员
王玉生 男 曲沃县知名品牌协会 会长、经济员
孙巧红 女 乡宁县景韵鸿鹄紫砂工艺有限公司 董事长
王青坪 男 乡宁县智民中蜂养殖产业协会 秘书长

2021年“临汾最美科技工作者”35名
（排名不分先后）

2008年5月12日，8.0级汶川特大地震骤然发
生，造成近10万同胞罹难或失踪……

面对严重灾情，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
中华民族展现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
百折不挠，以人为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
神，迸发出气壮山河、感天动地的巨大力量，赢得
了抗震救灾的伟大胜利。

以人为本、血肉相连
——凝聚不屈的力量

绵竹汉旺广场的塔钟，永远定格在 2008年 5
月12日的14时28分。

地震发生后，党中央在第一时间把抗震救灾
确定为全党全国最重要最紧迫的任务，迅速组织
各方救援力量赶赴灾区。

72小时内调集 14.6万陆海空和武警部队官
兵驰援灾区；2亿元中央自然灾害生活补助应急
资金紧急下拨，保障灾区群众生活物资急需；灾
区各级党委和政府、广大干部群众紧急动员、迅
速行动……

与时间赛跑，与死亡竞速。8.4万多名群众从
废墟中被抢救出来，149万名被困群众得到解救，
430多万名伤病员得到及时救治，1510万名紧急
转移安置受灾群众基本生活得到妥善安排。

震后第11天，灾后重建规划编制工作启动。3
年内，中央共调度、安排了各类政府性资金和公益
性资金3000多亿元，确保灾后重建顺利进行。

今日汶川，新楼耸立，水绿山青，最漂亮的是
民居，最坚固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昔日满
目伤痕的地震灾区浴火重生，创造出令人惊叹的

“中国奇迹”。
在这片土地上，无数共产党员以舍生忘死、冲

锋在前的精神，书写了与人民血
肉相连的感人篇章——

地震发生那一刻，东汽中学
教师、共产党员谭千秋张开双臂
将学生掩护在自己身下，用生命
诠释责任与师魂。

新时期共产党人的楷模、时
任北川羌族自治县政府办公室
主任兰辉强忍地震失去 3名亲人的悲痛，不眠不
休地投入救灾工作中。担任北川县副县长时，他勇
担交通运输、安全生产等繁重、艰难的灾后重建工
作任务，为保证群众走上“放心路”奔波于途，最后
殉职在路上。

地震发生后，1万多支“党员抢险队”“党员突
击队”“党员服务队”“党员先锋队”始终战斗在救
灾第一线。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众志成城建家园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
这场举全国之力的抗震救灾，为灾区人民战

胜灾难、重建家园注入了强大精神动力。
地震发生后，邹凌从天津赶到映秀灾区。从抢

险救援到灾后重建，再到脱贫攻坚，他一直留在映
秀。如今，他担任映秀镇渔子溪村党支部书记、村
主任。邹凌个人出资捐建了渔子溪大院、矿泉水厂
等集体企业，将企业收益无偿赠送给全村老百姓，
让村民变股民。看着村民们的笑容，邹凌很欣慰。

一对一、一帮一。汶川地震发生后，按照中央
作出的对口支援的决策，19个对口支援省市，带
着700多亿元援建资金，肩负着庄严使命，迅速奔
赴灾后重建的战场。

时任潍坊市抗震救灾援川前线指挥的崔学
选，冒着余震造成的滑坡和飞石危险，带领援建

人员踏遍了北川县桂溪乡的山
山水水。2009年 7月 13日，因连
续超负荷工作，他倒在了援建路
上……

援建者们不畏艰难、忘我工
作，告慰逝去的生命，为生者点燃
希望。灾区群众擦去眼泪、撸起袖
子，发扬自力更生、互帮互助精

神，在一片废墟上重建家园。
风雨同舟、守望相助。正是在这场举世罕见的

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过程中，中华民族形成了万
众一心、众志成城，不畏艰险、百折不挠，以人为
本、尊重科学的伟大抗震救灾精神。

不畏艰险、百折不挠
——弘扬精神向前进

民族精神的内涵，总是在历史进步中不断得
到丰富、在一次次重大考验中不断得到升华。

2013年 4月 20日，汶川地震灾区旧伤初愈，
四川雅安市芦山县又发生 7.0级大地震。汶川地
震所凝结的抗震救灾精神再次体现在芦山救灾

工作中。
“越是在困难的情况下，越是要增强全党全国

各族人民同舟共济的凝聚力，越是要鼓起越是艰
险越向前的精气神。”抗震救灾关键时刻，习近平
总书记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会
议，进一步全面部署四川芦山抗震救灾工作。

越是艰险越向前——从汶川、玉树到芦山、鲁
甸，在一次次地震灾难中，伟大抗震救灾精神不断
升华，中华民族体现出强大的凝聚力、向心力。这
种精神力量不仅是灾区重建的宝贵财富，更是我
们应对风险挑战、面向未来的胜利保证。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防震减灾、抗震救灾工
作取得显著成效，应急能力明显增强。

今年 5月 14日，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
室、应急管理部、四川省政府在四川省雅安市等地
联合举行“应急使命·2021”抗震救灾演习。演习结
束一周后，相继发生云南漾濞 6.4级地震、青海玛
多7.4级地震，应急管理部协同相关地区迅速部署
抢险救援救灾工作，演习成果得以运用，对于及时
有力应对地震灾害、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等
发挥了积极作用。

坚持党的领导，各级党委和政府在防灾减灾
救灾工作中发挥组织领导、统筹协调、提供保障等
作用，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形成各方齐抓共
管、协同配合的工作局面；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
上，把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作为首要目标；坚持
以防为主、综合减灾，注重将防灾减灾融入经济社
会发展全局，强化源头预防。

伟大抗震救灾精神绽放的强大精神动力，必
将激励我们在经受各种考验挑战中不断夺取新的
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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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方有难 八方支援
——抗震救灾精神述评

新华社记者 陈 菲 谢 佼 刘夏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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