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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7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在内蒙古伊东集团东
华能源公司中心化验室，
记者见到分析仪器工程师
董伟时，他正和几个徒弟
拆装一台气相色谱仪，研
究改进工艺的方法。一向
不善言辞的他对自己的老
本行———分析仪器的研
发、应用与维修却能讲得
头头是道。

“在化工企业干了30
多年分析仪器应用、维修
工作，一台仪器出了什么
问题，我基本上一眼就能
分辨出来。”

2013年9月，东华公司
甲醇项目开车生产，董伟
发现一台分析常量硫化
氢的色谱仪出现异常，频
谱图上水峰和硫化氢峰
出现重叠，样气中大量水
汽干扰了对硫化氢气体
的分析，如果得不到准确
的硫化氢数据，将严重影
响甲醇生产。此时正是生
产线升温还原的关键阶
段，停车会造成巨大损
失。凭着多年专业经验和
知识储备，董伟迅速找出

故障原因，在半小时内排
除了干扰峰，测得正常数
据，使生产得以顺利进
行。

这是董伟来到东华公
司应急处理的第一个分
析仪器故障问题。此后，
他在准格尔旗大路煤化
工基地化工行业分析仪
器应用、维修领域的专业
水准逐步得到认可，成为
行业屈指可数的全能专
家之一。

“既懂电路又懂仪器
成就了我应用研发的创新
之路。”

从小就喜欢研究无线
电的董伟，初中时就利用
一些半导体元件自制过
一台矿石收音机。1980年
高中毕业的他没有参加
高考，而是选择了自己喜
欢的无线电专业自学深
造。《无线电》《电子世界》
等学术期刊成为他获取
专业知识的重要途径，坚
持订阅了20多年合订本
《电子报》更是他生活中
不可缺少的精神食粮。

1986年，凭着多年的刻苦
努力和专业积累，他在河
北唐山一家化工厂参加
工作，成为一名既懂电路
又懂仪器的稀缺人才，厂
里各类仪器仪表有了问
题，都来找他解决，而他
几乎从未“失手”。

2012年，在河北这家
化工企业工作了20多年的
董伟入职东华能源公司，
这是一家位于鄂尔多斯市
准格尔旗大路煤化工基地
的化工企业，专业生产加
工甲醇、硫酸、液氧液氮等
产品。和大多数化工企业
一样，中心实验室是最核
心部门，从进料到出产再
到产品检验，每个环节都
少不了实验室的数据支
撑。董伟带领团队潜心研
究各类分析仪器的多功能
开发、应用及维修，把老
旧、报废仪器拆了装，装了
又拆，一遍遍绘制电路图，
研究仪器结构和运行原
理，解决了企业生产运行
中的一个又一个难题。同
时，他和团队专注于化工

企业实验室分析仪器的新
功能开发、应用和技术改
造，入职6年来开发出几十
种实用、创新的应用功能，
为企业降低成本、节能减
排、科技进步贡献了智慧
和心血，成为行业创新创
效的标杆。

说起创新，最令董伟
骄傲的一件分析仪器开发
应用的典型案例，就是对
安捷伦7820色谱仪的升级
改造。

原来的色谱仪对水煤
气、变换气、合成气等气
体作分析时，每种样气出
结果需要9分钟，像合成
气一样有20多种气体组
成的样气至少需要3小时
分析完成。为提高分析效
率，经过前期若干次实
验，董伟将一台空分色谱
仪大胆改造，增加控制阀
和色谱柱，改造气路和电
路，成功实现一机多用，
可完成空分氧气纯度、水
煤气、变换气、合成气等
化工企业大部分常量气
体分析，且每种样气出分

析结果的时间缩短到5分
30秒，提高了1倍工作效
率。该项研发成果还荣获
2017年度仪器信息网科学
仪器网络原创作品大赛
一等奖，在业界引起关
注。

从2012年至今，董伟
研发的大大小小分析仪器
相关应用有上百个，每年
都有几项经典研发成果
在国内权威原创比赛中
获奖。不仅如此，他还热
衷于研发简便、高效的色
谱分析法，将一些在国标
中或同行业单位也没有
的分析项目和方法，利用
化学实验室现有设备反
复多次实验并最终成功
创建。他的研发成果成为
他在业界交流、提高技
艺、推动技术创新的强大
动力，他已成为行业中的

佼佼者，用他娴熟的技能
造福企业。

这些年，他的研发成
果丰富且实用，经他手维
修过的仪器设备不计其
数。他不仅为本企业解决
问题，还为同在大路煤化
工基地的其他企业伸出援
手，从不讲条件，义务服
务、分文不取。同行们早已
对其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
品格敬佩不已，他对自己
淡泊名利的行为却不以为
然：“解决问题已经成了我
的职业习惯，帮助别人后
的那种好心情是花多少钱
也买不来的！”

“一件件技术创新成
果都来源于对当前应用
的不满，而解决问题的过
程恰恰为改进和创新提
供了借鉴。”55岁的董伟
说。

新华社长沙5月24日

电（记者 柳王敏） 溆
水河畔，松柏青翠，夕阳
的余晖洒落在向警予故
居的白墙青瓦上，宁静，
肃穆。与之相邻的向警予
铜像纪念碑广场，每天来
此参观的游客络绎不绝。
一代妇女领袖向警予的
革命英雄事迹，在湖南怀
化溆浦县大地上，远播四
方。

向警予（1895-1928），
原名向俊贤，女，湖南溆
浦县人。中国共产党早期
重要领导人之一，杰出的
共产主义战士，忠诚的无
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妇女
运动的先驱。

向警予1895年9月出
生于溆浦县城一个殷实
的商人家庭。1912年以优
秀成绩考入湖南省立第
一女子师范学校，两年
后转入周南女校，并将
名字改为向警予，表示
对封建势力的高度警惕
和反抗。向警予在这里
认识了蔡畅，并通过她

结识了蔡和森和毛泽
东。

1916年夏，向警予从
周南女子中学毕业，回溆
浦创办男女兼收的新型
学校———溆浦县立女子
学堂，以“自治心，公共
心”为校训，重视新思想
的传播，尊重学生个性，
反对“驰骤之若牛马”的
奴化教育。

1919年秋，向警予参
加了毛泽东、蔡和森等创
办的革命团体新民学会。
同年10月与蔡畅等组织
湖南女子留法勤工俭学
会，成为湖南女界勤工俭

学运动的首创者。12月，
向警予和蔡和森一起赴
法勤工俭学。她发奋学习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积
极参加工人运动实践，从
一个激进民主主义者迅
速成长为共产主义战士，
坚定地支持蔡和森的建
党主张，积极参与建党工
作。

共同的理想信念使
向警予和蔡和森产生了
爱情，1920年他们在法国
蒙达尼举行了婚礼。

1922年初向警予回
国后正式办理了入党手
续，开始领导中国最早
的无产阶级妇女运动，
在妇女解放运动史上做
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1925年5月，任中共中央
妇女部主任，并增选为
第四届中央委员和中央
局委员。

五卅惨案发生后，
向警予领导上海妇女界
参加了这场反帝爱国斗
争。

1925年10月，向警予

赴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
产主义大学学习。1927
年4月回国，在中共汉口
市委宣传部和市总工会
宣传部工作。大革命失
败后，党的大部分领导
同志先后转移，向警予
主动要求留在武汉，坚
持地下斗争。有的同志
考虑到她在社会上影响
很大，在白色恐怖笼罩
下的武汉太危险，劝她
离开武汉到上海去。向
警予说：武汉三镇是我
党重要的据点，许多重
要负责同志牺牲了，我
一离开，就是说我党在
武汉失败了，这是对敌
人的示弱，我决不能离
开！

1928年3月20日，由
于叛徒的出卖，向警予不
幸被捕。敌人对她实施了
严刑逼供，但她始终坚贞
不屈，严守党的秘密，严
守共产党员的操守，表现

了共产党人的浩然正气
和崇高品格。

国民党新军阀决定
在5月1日这个全世界工
人阶级的节日里杀害她。
向警予视死如归，在走向
刑场的路上，沿途向广大
群众进行演讲。敌人对此
极端恐惧，宪兵们殴打
她，想使她不再说话，但
她仍然坚持地讲下去。残
酷的刽子手向她嘴里塞
进石头，又用皮带缚住她
的双颊，街上许多人看了
都哭泣起来。向警予被押
赴刑场，为中国人民的解
放事业英勇牺牲，时年33
岁。

蔡和森闻讯后写下
《向警予同志传》表达浓
浓怀念。他在文中写道：

“伟大的警予，英勇的警
予，你没有死，你永远没
有死！你不是和森个人的
爱人，你是中国无产阶级
永远的爱人！”

1939年在延安纪念
三八妇女节大会上，毛泽
东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
向警予的一生。他说：“要
学习大革命时代牺牲了
的模范妇女领袖、女共产
党员向警予。她为妇女解
放、为劳动大众解放、为
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一
生。”

向警予故居1996年
11月被国务院公布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由
故居、生平事迹陈列室和
警予铜像广场三部分组
成的向警予同志纪念馆，
2005 年 被 列 为 国 家 级
AAA旅游景区，是进行革
命传统教育的重要场所，
又是著名的红色旅游景
点。

向警予创办的溆浦
女校，也更名为警予学
校，她当年亲自编写的校
歌，在一代又一代师生中
传唱。

董伟：解决问题已经成了我的职业习惯
文/《内蒙古日报》记者 郝雪莲

“模范妇女领袖”———向警予

向警予（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