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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金秀今年60多岁了，

阅读成为她生活的重要一部

分。

2016 年，王金秀与 4位

妈妈共同创办“阳光亲子读

书会”，在 2020 年成为南海

区首批“亲子共读”的推广大

使。

在她的影响下，读书会

的固定参与人员从原来的5

组家庭扩展到212户亲子家

庭；在一个“阳光亲子读书

会”总队基础上，发展延伸了

6个小区楼盘分队。王金秀

还协助1个小区打造共享书

角阅读阵地、9 户家庭组建

“佛山市邻里图书馆”。

王金秀还是一位“超级

志愿者”，除了是读书会的骨

干以外，她参与志愿服务时

数超过800小时，成为南海区

三星级义工。她还会参加社

区巡河、志愿V站、学校家委

等志愿服务。特别是疫情期

间，更第一时间出钱出力，把

自家的物资拿出来用于社区

防疫宣传，到小区测温卡口

站岗把关，织密社区居民的

疫情防护网。

读书使人明智。王金秀

虽年逾花甲，仍保持一颗年

轻的心，推动社区形成“亲子

共读、家风共育、家家幸福、

社区善治”的文化氛围。

相伴同悦读 共抒丹灶情
——金宁社区王金秀

在何海明心中，每一块

原材料，通过数控编程和数

控加工，都能发挥它的价值。

从木工到数控车工，何

海明始终发挥产业工人“干

一行爱一行，专一行精一行”

的工匠精神，刻苦进取，明

智求真，成为公司核心加工

部 门 高 级 技 术 人 员 。 自

2017年加入公司以来，他协

助设计部团队获得实用新

型专利 16 个，外观专利 4

个，软件著作 3 个。其中，

2018年，他协助设计部门研

发的两个项目被认定为广东

省高新技术产品。

“技术工作没有最精，只

有更精。”何海明还积极参加

各级比赛，以赛促学，提升自

己的业务能力和技术水平。

2018年，他获得南海区车工

技能比赛“技术状元”称号，

2019年获得“佛山市技术能

手”荣誉称号。何海明在数

控加工这条路上不断深耕，

把一张张产品图纸设计变为

现实。

公司在何海明的鼎力协

助下，获得2020年佛山高新

区“领军企业”，2018 年~

2020年连续三年获得佛山高

新区“瞪羚企业”荣誉称号。

从数控门外汉 到技术带头人
——广东鸿钢智能装备有限公司何海明

文/图珠江时报记者李阳通讯员丹宣

20152015年年，，曾超峰创立现广曾超峰创立现广

东原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东原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主打主打

五轴联动以上数控机床和数控五轴联动以上数控机床和数控

系统及其配套产品的研发系统及其配套产品的研发、、生生

产产、、销售与技术服务销售与技术服务，，他立志打他立志打

造中小型多轴联动加工机床的造中小型多轴联动加工机床的

行业第一品牌行业第一品牌，，为为““中国智造中国智造””提提

供技术支持与母机保障供技术支持与母机保障。。

多年磨炼多年磨炼，，如今曾超峰已如今曾超峰已

研制出激光车床研制出激光车床、、激光五轴加工激光五轴加工

中心中心、、激光车铣复合加工机床激光车铣复合加工机床，，

并完成并完成PCDPCD、、陶瓷陶瓷、、硬质合金等硬质合金等

刀具外圆轮廓刀具外圆轮廓、、复杂型面微刃的复杂型面微刃的

高效高质量激光加工高效高质量激光加工，，解决了制解决了制

约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高端约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的高端

数控刀具数控刀具““卡脖子卡脖子””问题问题。。

截至截至20212021年年77月月，，原点智原点智

能累计申请专利能累计申请专利145145项项，，其中发其中发

明专利申请明专利申请3939项项，，授权授权1313项项，，

实用新型授权实用新型授权5555项项，，外观专利外观专利

授权授权55项项，，软件著作权登记软件著作权登记88

项项。。预计预计20212021年下半年年下半年，，至少至少

新增申请新增申请6060项专利项专利，，其中发明其中发明

专利专利3030项以上项以上。。

曾超峰发曾超峰发挥挥““有为精神有为精神””，，

切实担当作为切实担当作为，，苦研技术求苦研技术求

突破突破，，为为““中国智造中国智造””贡献丹灶贡献丹灶

力量力量。。

2019 年，邓昌基来到丹

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担任总

经理，肩上扛着两个重担：一

是负责城西片区建设项目的

全面推进，促进城乡融合发

展；二是活化资产公司的众多

资产，提升收益率。

面对全新的挑战，他迎难

而上，在镇经济发展规划中，

加速推进城西片区征拆和开

发、南海实验学校工程等重点

项目的建设，带领团队积极投

身村级工业园改造热潮；同时

紧抓资产公司全面工作，多渠

道多方式促资产保值增值。

在各项工程建设，他更是

亲力亲为，从工程规划、立项

起，事事都亲自过问，工程施

工时还经常到现场监督。

除了城西片区改造项目，

资产公司的资产保值增值问

题也是公司的一个难题。邓

昌基开辟了一个全新的资产

管理模式——智慧物业管理

服务平台，这个在线平台包含

了招租发布、安全生产、租赁

管理等功能，利于公司对资产

进行统一化管理，同时便于有

意向的承租人了解物业情况，

优化了出租模式，践行“乐做

丹灶事，争当有为人”的工作

理念。

施涛，长期专注于燃料

电池产品开发，对于燃料电

池市场有较为深刻的理解。

他是国家轻型电动自行车标

委会以及广东省氢标委成

员，也是2019年“蓝海人才”

第十批引进的A类团队核心

成员，还是佛山市攀业氢能

源科技有限公司的总经理。

施涛致力于中小功率空

冷型氢燃料电池及燃料电池

堆的研发及商业化应用，相

关产品应用在通信基站、叉

车、自行车、游船、扫地车、游

览车和无人机等诸多领域。

目前攀业的空冷燃料电

池的主要目标市场有三个：

专用车辆，两轮车以及应急

备用电源。以两轮车市场为

例，2020年国内市场年销售

量超过5000万辆，以五年后

占领百分之 5%的高端市场

份额为目标，年市场规模在

250 万辆左右，单价以 3000

元计算，市场规模在75亿元

左右。

施涛还是华南新能源汽

车产业促进中心的聘用讲

师，不定期前往各高校为相

关专业的学生传授氢能源行

业知识，为壮大氢能源行业

人才队伍贡献力量。

作为最基层的群众机构，

经济社一直与人们的衣食住

很贴近，同时也已成为执行政

府工作和表达民情民意的最

前线。

梁炳财在年轻时，凭借独

到的眼光走上经商之路，成为

早期实现小康生活的一批

人。个人取得成功后，他不忘

集体，积极参与村集体事务。

他关心村集体困难老人

的家庭情况，参与村内各种帮

扶、慰问活动。从文化楼的兴

建捐资，到资助老人聚餐的善

长人翁，他出钱又出力。

当支部老书记退休，他毅

然承担起经济社党支部书记

的职责，坚持每月开展形式多

样的党日主题活动；重阳节、

春节等传统节日，发动党员捐

资购物慰问困难老人、困难家

庭；疫情防控期间，更是带头

去防疫检测卡口值岗，并组织

支部党员入户开展防疫宣传

和疫苗接种宣传。

在梁炳财带领下，青云经

济社支部激发一波新的活力，

形成积极向上的风气。

以心换心 做村民的服务员
——丹灶镇新安社区梁炳财

龙喜是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龙喜是南海区第八人民医

院党委委员院党委委员、、康复医学科主任康复医学科主任，，

还是还是““优秀共产党员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新南优秀新南

海人海人”“”“佛山好人佛山好人””…………

20052005年年，，1010岁的兴兴患上岁的兴兴患上

类风湿类风湿，，导致四肢关节僵硬变导致四肢关节僵硬变

形形，，无法坐立行走无法坐立行走。。20142014年起年起，，

龙喜带领康复医学科团队每周龙喜带领康复医学科团队每周

上门为其进行免费康复治疗上门为其进行免费康复治疗。。

如今如今，，兴兴的肢体功能得到改兴兴的肢体功能得到改

善善。。

20182018年年66月月2121日早上日早上，，龙龙

喜在上班途中喜在上班途中，，看到一位老人突看到一位老人突

发抽搐晕厥发抽搐晕厥，，倒向路旁的垃圾箱倒向路旁的垃圾箱

致头部撞伤致头部撞伤。。他立即下车飞奔他立即下车飞奔

到老人身边展开救治到老人身边展开救治，，并拨打并拨打

120120，，跟随救护车将老人送院进跟随救护车将老人送院进

行诊治行诊治。。

20212021年年，，他带领康复团队他带领康复团队

启动残疾人社区康复系列活动启动残疾人社区康复系列活动，，

入户探访入户探访3030多户残疾人家庭多户残疾人家庭，，

进行专业的康复评估和指导功进行专业的康复评估和指导功

能锻炼能锻炼，，避免并发症的发生避免并发症的发生。。未未

来来，，他们还将为丹灶他们还将为丹灶500500多户患多户患

有肢体残疾困难家庭开展入户有肢体残疾困难家庭开展入户

康复服务康复服务。。

20212021年年55月月，，南海区大力开展南海区大力开展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新冠肺炎疫情防控，，龙喜主动请缨龙喜主动请缨，，

担任队长带领队员们支援大沥镇担任队长带领队员们支援大沥镇

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开展全员核酸检测，，持续奋战持续奋战44个个

昼夜昼夜。。20142014年以来年以来，，龙喜共参加社龙喜共参加社

区义诊区义诊104104场场，，服务服务1145011450人次人次。。

龙喜怀揣着呵护他人健康的执着龙喜怀揣着呵护他人健康的执着

之心之心，，为丹灶健康事业发光为丹灶健康事业发光、、发热发热。。

睡得暖不暖、食堂饭菜可不

可口、老人们开不开心，都是谢

晓燕操心的事。说起丹灶敬老

院院长谢晓燕，院里的老人们都

说：“我们都叫她谢姑娘……”

谢晓燕2004年8月进入丹

灶敬老院工作至今，17年如一

日，把敬老院当作自己家，把每

位老人当作自己的父母，与老人

同吃同住，朝夕相处。17年来，

她几乎没有休过年假，一天到晚

忙个不停，处处关心和照顾着老

人，老人有病她就出现在老人身

边，不怕脏不怕累。

入冬后，气温骤降，为了提

高老人的御寒能力，谢晓燕还特

意安排了温补性的食物供老人

选择，羊肉汤、红枣乌鸡汤、老鸭

汤等成了常见菜。

除了在食物上下功夫，谢晓

燕还为老人定期更换旧棉被、旧

床垫等物资，保证老人们可以暖

暖地过冬。

一个人做点好事并不难，难

的是长期坚持做好事。谢晓燕

就是这样一个长年累月全心扑

在敬老事业上的人。

守护健康“医”路无悔
——南海区第八人民医院龙喜

含辛茹苦十七载 青春年华献孤老
——丹灶敬老院谢晓燕

“血液可以再生，生命不能

重来。当有人生命危在旦夕

时，我所献的血，可以让他重燃

生命之火……”广东中鹏新能

有限公司的陆加强坚持献血20

年，献全血量超过13000毫升，

相当于两个成年人全身的血量

之和。他先后获得“全国无偿

献血奉献”银奖和金奖。

从第一次无偿献血起，陆

加强给自己定下“规矩”，每年

定期常规献血不能少。凭着当

年的一腔热血，给自己定下了

这样的规矩，他一直都坚持无

偿献血和参加公益活动，不管

工作有多忙，都没有让他放弃

过。

2017年，他担任丹灶文化

广场志愿V站站长，并开展多

项特色便民服务。如志愿V站

开发近1000平方米的“丹灶镇

V爱农场”，为孤独长者赠送新

鲜蔬菜，与亲子家庭共建亲子

有为园。

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

化工作中，他每周坚持晚上参

加志愿V站的志愿服务，与志

愿者们一起给过往的市民宣传

疫情防控卫生事项，践行新时

代雷锋精神。

20年无偿献血 超过13000毫升
——广东中鹏新能有限公司陆加强

/仁爱翘楚/ /明智翘楚/
苦研技术求突破 解决卡脖子问题

——广东原点智能技术有限公司曾超峰

乐做丹灶事 争当有为人
——丹灶资产管理有限公司邓昌基

专注燃料电池开发 让汽车“氢”装上阵
——佛山市攀业氢能能源科技有限公司施涛

/有为翘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