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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无人机实现了自己的蓝天飞行梦，他研发的“天
河一号”超级计算机为各个领域创新提供强大支撑，她从
泥土地里创业收获自己的青春梦，他研发出国内首个中医
古籍数字化平台，她用“织机”纺出美丽青春，她用“焊花”
绘出人生华章……

奋斗的青春最美丽，青年人的力量在于创新。近期公
布的第23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的获得者中，有不少是青
年创新创业的典范。近日，本报采访了其中6位获奖的青年
代表，他们通过自己的亲身经历，讲述了青年人在中国创
新创业大潮中彰显出的独特作用。

“80后”攻克无人机智能化难关

在当下的中国，新一代信息技术产业加速发展，持续
提升了制造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在这一过程中，处处可见
青年的力量。

在今年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中，有一位“80
后”博导，多年来，他率领团队攻克了一系列无人机智能化
方向的难关，让中国无人机技术走进世界前列。他就是一
飞智控（天津）科技有限公司创始人、天津大学教授、博士
生导师——齐俊桐。

从小有着飞行梦的齐俊桐从天津大学自动化专业毕
业后，考入中科院沈阳自动化所机器人学国家重点实验
室，开始了机器人及无人系统环境理解、自主控制方向的
研究。

为了能让无人机技术真正走入人们的生活，2015 年，
齐俊桐决定开始创业。经过夜以继日的努力，齐俊桐掌握
了无人机智能集群控制的核心技术。目前，通过他们研发
的远程云控制平台，可以同时控制最多10万台无人机智能
调度运行。

2018年天津滨海跨年夜，齐俊桐和他的团队展现了无
人机集群表演的风采。短短8分钟时间，数百架无人机在空
中不断变换文字图案，演绎了“祝福 2019，年轮 2018”、“大
红灯笼高高挂”等文字图案，点燃了天津滨海人的跨年热
情。同时，团队先后在全国各地进行了一系列飞行表演，多
次完成“飞鸟翱翔穿越”等惊艳的 3D 互动复杂动作，展示
出了无人机精准协同的高超控制技术，引来现场观众连连
赞叹。

无人机集群表演只是齐俊桐进行无人机智能集控技
术的一种尝试。齐俊桐及其团队的最新研发成果是无人机
物流配送系统。通过手机下单、扫码、无人机取件、发件，可
以把10多公斤的货物运送到10到20公里范围内，实现24
小时全天候运行。

“我们的理想信念要在创业奋斗中得到升华，继续自
己的梦想，攻克很多关键的技术，让我们的综合国力变得
越来越强。”齐俊桐说。

像齐俊桐这样脚踏实地致力科研的人还有很多，比如
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党支部书记孟祥飞。

2008 年，公派美国即将博士毕业的孟祥飞选择回国，
为祖国发展添砖加瓦。2009 年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成
立，孟祥飞成为中心建设和“天河一号”超级计算机系统部
署及研发测试工作的骨干。

没有办公室，六七个人挤在一个小两居里吃饭办公，
晚上值班实在困了就在装服务器的大纸箱子上躺一会儿。
就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孟祥飞和他的团队历时 7个月完
成了国外要用一两年时间才能完成的安装部署任务，于
2010年完成了中国首台千万亿次超级计算机“天河一号”
的研制，并取得世界第一的突破。

“超级计算机像一个‘超级大脑’，为各个领域创新
提供强大支撑。”接受本报采访时，孟祥飞这样说。“天
河一号”支撑国家和地方重大重点研发创新项目超过
1600 项，为企业新增经济效益近百亿元。

三组机柜组成，每组机柜高 2 米左右，通身黑色，机
身上嵌有两条蓝绿醒目的彩条，在彩条中间，“天河”两
个字异常醒目。这是孟祥飞团队最近的“天河三号”百
亿亿次超级计算机的原型机。未来，“天河三号”浮点计
算处理能力将是“天河一号”的 200 倍，存储规模是后者

的 100 倍，在计算密度、单块计算芯片计算能力、内部数
据通信速率等方面有极大提升。

“我们作为科技工作者，就是要敢于攻坚克难，勇于
挑战科技前沿，坚持自主创新，认真完成好每一项具体
工作，通过自己的青春奋斗，为建设科技强国、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做出应有的贡献。”孟祥飞在参加纪念五
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后这样说。

辣妹子在田野上实现创业梦

外表朴实，嗓门洪亮，说话干脆，今年38岁的钟瑛出生于
湖南省岳阳市平江县安定镇长兴村，是地地道道的辣妹子。

2009 年，跳出“农门”的钟瑛担任中华保险岳阳支公
司主管。在处理保单时，她看到湖南省作为农业大省，农
作物病虫害问题十分突出，心情十分沉重。于是，她决定
到农村去，拿出仅有的 51 万元积蓄，创建岳阳市田园牧
歌公司。

白天帮农民干活“套近乎”，晚上和他们座谈“拉家
常”，天不亮就起床，凌晨才回家。她3个月举办了500多场

讲座，发放资料3万多份，人瘦了，嗓子哑了，皮肤黑了，终
于换来了1.2万户、5.4万亩合同。

她的努力没有白费，农产品收割时省市验收评估认
定：成本降低20%，产品提高15%，农药用量降低46%，病虫
危害损失率5%以下。10年来，农产品增效超过2.3亿元，粮
食增产8万多吨，农户满意率96%以上。

“一人致富不是富，众人致富乐陶陶”，贫困户一直是
钟瑛特别关注的群体。她为 1000多个贫困户提供岗位，减
免费用 300 余万元，带动近万人口脱贫致富，公司机防队
员中贫困户占 90%以上；资助 2 名贫困学生完成学业，被
孩子亲切地称为“爱心妈妈”；每年捐款数十万元帮助受
灾群众和困难群体。

对于青年创新创业，钟瑛对本报表示：“农村广阔天地
大有可为，需要大量农业技术人才参与。年轻人要努力奋
斗，将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结合起来，为乡村振兴贡献自
己的一份力量。”

务实是创新和创业的基础，山东麦德森文化传媒有限
公司董事长王勇一直是这样践行的。

1980 年，王勇出生在山东省菏泽市的一个农家。八个
月大时，一次发烧导致了小儿麻痹症，医生诊断他可能终

生无法站立。长大后，他拄着拐杖开始了漫漫求学路，坚持
读到了博士后。“我能不能为别人做点事情，找到我存在这
个世界上的意义。”工作两年后，王勇开始了人生思考。在
20平方米的出租屋里，他开始了图书创业之路。

刚开始创业，王勇每天至少打300个电话。“既然选择，
就要坚持，哪怕再难也要做好。”如今，那个小房子已经发
展成2000多平方米的现代化企业，王勇主要致力于医学书
类的出版和发行，还有地方志史志的编纂编排和发行。
2017年，他主持研发出国内首个中医古籍数字化平台“博
览医书”，填补了国内产业空白。该系统目前正在研发英
文、西班牙语、德语等多国语言版本，助力中国传统文化造
福世界。

王勇说，他有一个梦想，“希望身边的每一个人因为我
的存在而更加温暖。”他相信，命运会眷顾每一个热爱生活
和有梦想的人。

“女焊将”把青春“焊”在桥梁上

17年坚守挡车工岗位，始终坚持三班倒的工作方式，
每天面对十几台织机，这就是石家庄常山北明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恒盛纺织分公司的布机挡车工刘冬的生活。

面对单调枯燥的工作，刘冬也有过彷徨，她不止一次
问自己：“十八九岁的女孩正值青春年华，当一名纺织女
工，值吗？”她的答案是：“值得。一份付出一分收获”，只要
干一行爱一行，持之以恒，就一定能成功。如今，经过勤学
苦练，刘冬已经练就了一身过硬的织机操作技能，为在岗
位上一展身手奠定了坚实基础。

刘冬是公司里小有名气的“超产王”，提起让接头速度
更快，织机效率更高的“刘冬操作法”，公司里无人不竖起
大拇指。刘冬给自己定的目标就是，她负责看管的机台一
直开着，效率总比别人高，她说：“我不断创新，就是为了力
争做一名适应新形势的创新型、技能型人才。”

在公司的支持下，刘冬还大胆创新，成立了“刘冬联
产承包小组”，即四人承包 60 台织机。联产承包小组激发
了员工的工作热情，承包小组成立两年多来，各项产质量
综合成绩都得到大幅提升，同时还增加了收入。

在刘冬看来：“人，如果不趁年轻多努力，就算年轻又
如何？都说年轻就是资本，但只有奋斗，你的资本才有价
值，只有拼搏，你的年轻才值得炫耀。”

无独有偶，同样身为产业工人的王中美也十分注重技
术创新。

作为中铁九桥工程有限公司的电焊工特级技师，王中
美在公司里是出了名的爱琢磨、肯钻研。她对焊接功法和
工艺进行了大胆创新，将原厚度16mm以上钢板熔透焊接
必须开双面坡口的传统焊接工法，革新为厚度 16mm 至
28mm钢板熔透焊接开单面坡口。这一焊接工法，工序简单
易学，工作效率高，既能保证焊缝质量、避免焊后变形，又
减少了钢板重复翻身开坡口，被公司命名为“王中美焊接
工法”。

“我感恩这个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时代，让我赶上了
国家桥梁建设大跨越、大发展的机遇，拥有了成为‘大国工
匠’的梦想。”王中美在接受本报采访时说：“我认为，大国
工匠精神就是不仅要具有高超的技艺，还要有严谨的工作
作风，对待工作不断地精益求精，推陈出新。”

今年是王中美扎根电焊行业的第19个年头，作为一名
“女焊将”，她把最好的青春年华“焊”在了中国的桥梁电焊
事业上。

如今，由她带领的“女子电焊突击队”先后参建完成了
京广高铁武汉天兴洲公铁两用长江大桥、京沪高铁南京大
胜关长江大桥、京福高铁铜陵长江大桥等40多座一流桥梁
的前期焊接试验任务。

“作为一名产业工人，要脚踏实地做好本职工作，精
通自己所从事的行业。在工作中敢于担当，以强烈的责
任感和使命感完成每一项任务，并将这份初心与经验传
承下去，通过传帮带，培养出一批青年技能人才和集体，
传播‘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时代强音。”王
中美说。

“我们的理想信念要在创业奋斗中得到升
华。”今年的“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之一、

“80后”博导齐俊桐的这句话，讲出了很多投身
创新创业的青年人的心声。和齐俊桐一样，当代
无数青年英杰，积极投身创新创造，既为国家发
展贡献出力，也在自己的人生舞台上大放光彩，
青年力量成为中国创新创业版图中的美好风
景，青年人才成为创新驱动发展中的蓬勃力量。

时代呼唤担当，新时代的青年处在中华民
族发展的最好时期，他们既面临着建功立业的

良好际遇，也面临着“天将降大任于斯人”的时
代使命。一方面，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深化改
革蹄疾步稳，创新创业有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
间，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掀起的“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浪潮中，青年大有可为。在当下的社
会，数字经济方兴未艾，市场化、城镇化、工业
化的快速推进，创造了众多发展机遇，同时也
带来了巨大竞争压力，中国社会的巨大发展变
化，激发了新时代中国青年的创新变革动力。
另一方面，创新创业的载体平台更加丰富，国

家推出的护航政策更加全面，创新创业的“土
壤”更加肥沃，年轻的创业者拥有更好的平台，
有更多发展方向可供选择。

青年朝气蓬勃、思想解放、富有改革创新精
神，拥有创新创业的优势。当代青年，他们有机会
接受良好的现代教育、享受先进的科技成果，拥
有更加广阔的视野，他们具有创新思维活跃的
优势，创业动力也更为强劲，成为推动经济社会
发展、科技创新的重要力量。中国要走创新驱动
之路，就要全面深化知识产权、人事、金融、社会

治理等方面的改革，把尽可能多的年轻人塑造
成创新创业人才，激发年轻人的创新创业能力。

青年投身创新创业，需要练就过硬本
领。奋斗的青春最美丽。当今时代，知识更新
不断加快，社会分工日益细化，新技术新模
式新业态层出不穷，这对青年能力素质提出
了新的更高要求。青年只有苦练本领、增长
才干，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知识，提高内在素
质，锤炼过硬本领，才能为青春远航提供动
力，为青春搏击充盈能量。生活从不眷顾因

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
享其成者，青年要想走在创新创造的前列，
要想抢占国内国际创新的制高点，要让创新
成果更多更快造福社会、造福人民，就要不
断更新知识体系、掌握新技能，主动适应时
代进步对青年本领提出的新要求。

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
上指出：“新时代中国青年要树立对马克思主义的
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对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信心，到人民群众中去，到新时代
新天地中去，让理想信念在创业奋斗中升华，让青
春在创新创造中闪光！”新时代为青年创新创业铺
就了大好舞台，社会更要为他们创造良好条件，引
导青年健康成长、努力成才，帮助更多青年在创新
创业大潮中把握机遇、大展宏图。

让让““天河一号天河一号””更强大更强大 让中医古籍数字化让中医古籍数字化 让织机织出锦绣让织机织出锦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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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月月 2929 日日，，浙江省杭州市的技术工人浙江省杭州市的技术工人
在参加电焊技能比赛在参加电焊技能比赛。。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徐昱徐昱摄摄

▶▶44月月 2424日日，， 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在国家超级计算天津中心
““天河三号天河三号””原型机机房内原型机机房内，，孟祥飞孟祥飞 （（左左）） 和和
同事一起巡查同事一起巡查。。 新华社记者新华社记者 李然李然摄摄

▲5 月 9 日，在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
校，建筑工程系学员在观看无人机测量实操
实训展示。 司伟摄 （人民视觉)

▲▲55 月月 99 日日，，在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在江苏省赣榆中等专业学
校校，，建筑工程系学员在观看无人机测量实操建筑工程系学员在观看无人机测量实操
实训展示实训展示。。 司伟司伟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