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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共产党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文件

郑州铁院党〔2019〕82 号

中共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关于开展向“最美奋斗者”李向前同志学习的通知

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校属各单位：

2019 年 9 月 25 日，“最美奋斗者”表彰大会在北京人民大

会堂隆重举行，278 名个人、22 个集体被授予“最美奋斗者”称

号。为了落实学校《关于印发〈“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

育工作方案〉的通知》（郑州铁院党〔2019〕75 号）有关要求，

校党委决定在全体师生中开展向“最美奋斗者”李向前同志学习

的活动。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 重要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对“最美奋斗者”评选表彰和学习宣传活动作

出重要指示。他指出，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中央宣传部

等组织开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动，评选表彰新中国成立

以来涌现的英雄模范。这对学习英雄事迹、培育时代新人、走好

新时代长征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他强调，在我国社会主义革

http://www.zzrvtc.edu.cn/yb/2019/0918/c482a57341/page.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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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建设、改革的非凡历程中，一代又一代奋斗者顽强拼搏、不

懈奋斗，涌现出无数感天动地的英雄模范。他们用智慧和汗水、

甚至鲜血和生命，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书写了可歌

可泣的壮丽篇章。各个历史时期的英雄模范都值得我们敬仰和学

习。要广泛宣传“最美奋斗者”的先进事迹，弘扬英雄模范忠诚

执着朴实的鲜明品格，传承爱国奋斗精神，奏响新中国奋斗交响

曲，高唱新时代奋斗者之歌，用英雄模范的感人故事激励全党全

国各族人民坚守爱国情怀、坚定奋斗意志，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的中国梦凝聚起强大精神力量。

李向前，党的十九大代表，1995 年毕业于我校内燃机车专

业，现任中国铁路郑州局集团有限公司洛阳机务段宝丰检修车间

内燃机车钳工。从事铁路机车检修 24 年，累计检修机车 5236 台，

维修、复检内燃机车 12360 台，全部达到了“零故障、零问题、

零疏漏”的标准，创造了享誉全国铁路的“三零”纪录。先后荣

获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铁路“百千万人才”工程专业带头人、全

国铁路技术能手等称号。2019 年，李向前同志被授予“最美奋

斗者”称号。学习李向前同志，就是要学习他对党忠诚、矢志不

渝的爱国主义精神，忠诚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把初心使命转化为

埋头苦干、开拓创新的自觉行动；学习他追求卓越、技能报国的

伟大情怀，将一丝不苟、精益求精的职业精神融入工作实际，努

力践行“大国工匠”精神；学习他刻苦钻研、顽强拼搏的奋斗精

神，不向困难低头，勇于迎接挑战，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不平凡

的业绩，实现人生价值。

二、总体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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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紧紧围绕学习贯

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这条主线，紧扣立德树人

的根本任务，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师生员工学习以李向前为代表的

“最美奋斗者”的先进事迹，以“最美奋斗者”为榜样，始终做

爱国主义精神的坚定践行者，做新时代长征路上的不懈奋斗者，

建功新时代，奋发新作为，凝心聚力推进学校事业健康快速发展，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三、学习安排

1.认真学习先进事迹。认真抓好自学，全校党员干部师生员

工要认真学习李向前同志的先进事迹，同时，深入学习全国 278

名个人、22 个集体“最美奋斗者”的先进事迹及其奋斗精神，

在学深悟透、系统全面、融会贯通上下功夫。（责任单位:党委宣

传部、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2.开展中心组集中研讨交流。校处两级领导班子围绕爱国主

义、理想信念、担当奉献等，开展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进行集

中研讨交流，并撰写学习心得体会。（责任单位:党委宣传部、各

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3.开展教职工主题学习活动。按照校党委统一部署，各党总

支、直属党支部组织教职工通过开展政治理论学习、教学技能竞

赛、练功比武等形式，引导教职工立足岗位，履职尽责，在奉献

教育的实际行动中实现人生价值。（责任单位:各党总支、直属党

支部）

4.开展学生主题学习活动。响应校党委号召，在全体学生中，

以“向最美奋斗者学习，争做铁院新时代奋斗者”为主题，举办

演讲比赛、召开主题班会、开展职业技能竞赛等，引导广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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努力学习专业知识，不断提升专业技能，以实际行动践行工匠精

神，做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责任单位:团委、各

党总支、直属党支部）

5.开展主题宣讲。邀请最美奋斗者李向前等，到校开展爱国

奋斗精神主题宣讲，引导广大师生将爱国奋斗精神内化于心、外

化于行，进一步培养爱国之情、砥砺强国之志、实践报国之行，

做爱国主义精神的坚定践行者，做新时代长征路上的不懈奋斗

者。（责任单位:党委宣传部）

6.培育选树先进典型。各党总支、直属党支部要大力挖掘、

及时培育选树“铁院新时代奋斗者”教工党员先进典型；学生工

作部、团委积极选树“铁院新时代奋斗者”优秀学生党员典型，

激励广大师生以先进典型为榜样，建功新时代，奋发新作为。（责

任单位:党委宣传部、学生工作部、团委、各党总支、直属党支

部）

四、学习要求

1.提高认识，加强组织领导。各责任单位要高度重视，结合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有关要求，迅速对本次学习进

行专门研究部署，细化实施方案，明确责任分工，落实落细本次

学习活动各项任务。

2.周密安排，突出学习实效。各级党组织要结合学校及本单

位实际，发扬弘扬理论联系实际的学风，把学习同部署安排各项

工作紧密结合起来，在学中思、学中用、学中干，把学习成效转

化为破解难题、推动工作的扎实行动。

3.广泛宣传，营造浓厚氛围。充分利用校园网、“两微一端”

等新媒体大力弘扬爱国奋斗精神，发挥先进典型的示范引领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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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宣传展示学习成效。引导广大学生践行工匠精神，努力成长

成才；激励广大党员干部教师立足岗位，敬业奉献，争做郑州铁

院新时代的奋斗者，为实现学校教育事业科学发展做出新的更大

贡献。

附件：1.李向前先进事迹简介

2.【身边的大国工匠】“望闻问切”给火车头“诊病”

3.培养新时代铁路人需要“高速重载”

4.百千万人才”工程专业带头人-李向前：追寻攀登

者的足迹

中共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委员会

2019 年 9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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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李向前先进事迹简介

李向前，男，汉族，中共党员，1974 年 9 月出生，河南登

封人。1995 年毕业于我校内燃机车专业，现任中国铁路郑州局

集团有限公司洛阳机务段宝丰检修车间内燃机车钳工，全国铁路

首席技师，国家铁路集团“李向前机车钳工技能大师工作室”负

责人。1995 年 8 月参加工作，从事铁路机车检修 24 年，累计检

修机车 5236 台，维修、复检内燃机车 12360 台，全部达到了“零

故障、零问题、零疏漏”的标准，创造了享誉全国铁路的“三零”

纪录。其工作室被授予“全国工人先锋号”称号，本人先后荣获

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铁路“新时代•铁路榜样”、全国铁路“百

千万人才”工程专业带头人、全国铁路技术能手等称号，被授予

火车头奖章。2017 年当选为党的十九大代表。2019 年，被授予

“最美奋斗者”称号。

1995 年，从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毕业的李向前，走进了

洛阳机务段宝丰检修车间的大门。从此与内燃机车结缘。李向前

暗下决心：不能在业务上丢人。在别人休闲娱乐的时候，他一头

扎进了《内燃机车》《钳工基础》《金属工艺学》等书籍，还总向

师傅们借一些实用技术资料。他拿着书籍和资料蹲地沟、钻机械

间，一边对照图片，熟悉配件名称，掌握配件安装位置；一边拆、

修、装和测量各类配件，熟悉配件检修工艺，了解掌握其工作原

理。书被翻出了毛边、沾满了污渍，手也磨出了老茧、浸透了油

污。几十斤到几百斤的配件，他拆装一遍又一遍，配件数据、故

障现象、处理过程……46 个笔记本记得满满的。看到小伙子学

习的劲头，师傅们也热心将自家的“看家本领”教给他。工作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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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时间，他就成为班组“问不倒”“难不住”的业务通。掌握了

机车静态部件检修技能后，李向前在早晨上班前、晚上下班后、

机车密集出入库的时候，经常拿着手电筒，蹲在段管机车走行线

弯道处，观察机车走行部各部件的受力情况，以及车体与转向架

的摆动幅度，倾听弹簧、车轮转动的声音，区分细微差别。经过

长期锻炼，他的耳朵对声音异常敏感。凭着这份执着与对工作的

热爱，李向前的业务技能得到了师傅和工友们的高度称赞。2005

年，他代表郑州局集团公司参加首届全国铁道行业职业技能竞

赛，获内燃机车钳工组第一名，被授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参加

工作以来，经他亲手维修、复检过的 1 万多台的内燃机车从未发

生过质量问题。

2010 年，李向前调入车间技术组，负责技术把关工作。岗

位变动后，他对全路内燃机车运用工作有了更多了解。当时，全

路内燃机车增压器故障较为普遍。内燃机车增压器被誉为柴油机

的“心脏”。一旦发生故障，就会造成增压器排气管喷火、冒黑

烟，严重时会烧断接触网线，造成事故。“有没有一种办法，能

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有了这个念头的李向前开始迈向创新的

领域。他一有空就上网搜索，查阅技术资料。一番查找询问打探，

他发现全路各机务段和生产厂家都没有良好的解决办法。在段里

和车间的支持下，他带领车间技术骨干成立了课题攻关组，在震

耳欲聋的柴油机轰鸣声中启航。经过半年上百次的计算与实验，

他和他的战友们终于设计出了增压器废气分流装置，引导废气排

放方向，彻底消除了废气直接灼烧接触网线引发的事故隐患。在

增压器技术攻关时，他们发现带火星的柴油机废气会顺着烟囱排

水管倒流到动力间，有可能引发机车火灾。他们又实施了将直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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型排水管改造为注水 U 型管的方案，既防止了废气倒流，又不影

响排水效果，一次技术攻关解决了两个安全隐患。创新源于现场。

工作中，李向前看到职工修复的轮缘涂油器喷头三番五次返工。

“喷头能不能试验后装车呢？”在车间的支持下，他和班组职工

一起领来材料，根据控制阀工作原理，加工底座、连接风管、制

作支架……经过半个月的调试，他们制作的涂油器喷头试验台诞

生了。从此，返工的事情再也没有发生过。

2013 年，以李向前名字命名的“李向前内燃机车钳工铁路

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作为工作室负责人，他按照“培养一批

骨干、建立一支队伍、强化示范带动”的工作思路，依托工作室

平台，通过精选题、建团队、抓机制、解难题，激发了全段干部

职工创新创效热情。他结合机车报活系统、乘务员反馈信息、机

车调度在小辅修发现的问题和季节性故障，定期组织工作室成员

召开研判会，筛选攻关课题。工作室成立以来，他们先后完成了

内燃机车增压器防断网导流罩、东风 7 型机车温控阀故障、燃油

泵电机故障等重大技术攻关 6 项，破解现场生产难题 127 个。内

燃机车柴油机工作时震动大，经常诱发油水管路裂漏等故障。工

作室团队在实践中经过多次分析、试验，摸索出了一套通过乙炔

加热，消除应力、提高管路质量的方法。该方法应用于生产后，

油水管路裂漏故障从原来每月的 60 件减少到现在的 6 件。如今，

工作室已经成为洛阳机务段技术创新的主阵地。2018 年以来，

他们先后对 23 个技术难题把脉会诊 47 次，拿出可行性解决方案

13 个，修订检修作业标准 8 项，规范检修作业流程 5 项，编写

《汽缸盖快速检修法》《机车轮对双向套箍法》等 7 项创新工作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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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身边的大国工匠】“望闻问切”给火车头“诊病”

2016 年 6 月 6 日 来源：新华网

“用眼看、用手摸、用鼻闻、用耳听”就能判断出机车故障

——这种近乎古书中神医扁鹊治病般的精湛绝技，在郑州铁路局

洛阳机务段高级技师李向前身上展现得淋漓尽致。

凭借着一套独创的“锤敲、眼看、手摸、鼻闻、耳听”看家

本领，这位铁路工人创造了检修机车 4000 余台零故障，维修、

复检内燃机 1 万余台零质量问题的纪录。

电话里听声排故障

今年 3 月 19 日，作为 110 机车故障急救员的李向前接到求

救电话，DF7-3105 内燃机车牵引电机突然失去动力停在区间，

希望他立即赶往现场处置。

李向前没有慌张。略加思索后，他开始电话指导司机断开牵

引电机主回路，让电器部件失电恢复原位。不到 1 分钟，一场紧

急故障，竟然被李向前在电话里轻松搞定。

然而，故事并未到此结束。

就在电机故障处理完成重新启动时，李向前坚持要听一遍机

器运行。通过电话听出机械存在的异音后，他再次指导司机查找

齿轮箱小齿轮即将脱落的故障，避免了一起行车事故的发生。

从事检修工作 21 年来，很多机车的疑难杂症都是李向前通

过这样的“望闻问切”发现，这种近乎传奇般的精湛技艺，常常

让工友们叹为观止。

对于绝技，李向前说，除了技术上做到“顺序检查、不错不

漏，耳听目视、仔细周到，手触鼻嗅、灵活熟练”，还要有“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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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里挑骨头”的找茬儿精神，“火车安全事关重大，稍微出一点

纰漏都是‘天大的事’，没有人能承担得起。”

这种类似中医“望闻问切”的绝活儿，李向前开始提出时还

颇受争议。在不少人看来，用中医看病的方法给火车治病那是在

“忽悠人”。

李向前却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人老了会生病，火车运行久

了同样会有故障。”

“拿‘闻’来说，电气线路检查中，如果闻到异常的塑料气

味，就说明电气绝缘出现了老化，就有可能出现问题。”李向前

说：“‘眼睛看’也有很多门道儿，比如看排气管内废气的颜色，

就能判断出内燃机的故障。如果是白色的烟雾，可能进了水；如

果是青色的烟雾，说明机油系统出现了问题。”

“闭着眼睛都知道零部件位置”

5 月 28 日，位于洛阳机务段 130 公里外的宝丰检修车间内，

气温已到 30 摄氏度以上。李向前在给一辆刚入库的机车做“体

检”，沾满油污的服装早被汗水浸透。

“线路上跑的几百台机车到点就得进来‘体检’，跟人一样，

身体健康才能多拉快跑。”李向前说，机车上的零部件极多，一

名检修工需要对机车结构、部件名称及工作状态非常熟悉，“就

像医生手术时需要熟悉患者的器官一样”。

1995 年从郑州铁路机械学校毕业后，李向前就来到洛阳机

务段宝丰检修车间，一干就是 21 年。刚进厂那会儿，李向前就

听工友们调侃，“远看像逃难的，近看像要饭的，仔细一看是检

修段的”。

但来自登封农村的李向前不这么看。“我从小就喜欢鼓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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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活儿，最大的梦想是当火车司机。现在当上了火车检修工，也

不错！”李向前说，看到师傅们能把一辆“趴窝”的火车修好，

心里除了崇拜、就是羡慕。

带着这股痴迷劲儿，李向前几乎把所有时间都放在了研究火

车的构造和零部件上。他利用业余时间蹲地沟、钻机械室，反复

练习拆、修、装、量，不懂就向老师傅讨教。配件数据、故障现

象、处理过程等记满一个又一个笔记本，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对

于火车检修技术的学习始终充满‘饥饿感’”。

机车体积大，“时蹲时跪时弯腰”是李向前日常工作的真实

写照。普通人 1 个小时下来就会腰酸背痛，但检修工常常一干就

是 4 到 5 个小时，所以检修工大多腰肌劳损严重。

“但我是真喜欢干。和机车打交道久了，闭着眼睛都知道各

个零部件位置，听一下声音就知道问题出在哪里。”李向前说。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会变，也不会过时”

2014 年，凭借着在技术攻关、设备改造、人才培养等方面

作出的突出贡献，李向前成为郑州铁路局唯一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的“蓝领专家”。

李向前却出人意料地提出，要把津贴拿出来成立专项基金，

支持那些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想法的年轻人。

“手艺人一生就是学习、积累、再传授，我的技术也是师傅

手把手教我的，不是我的私产。”李向前说，现在“80 后”、“90

后”跟当年不一样，得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教授。“设立这个基

金也是想告诉年轻人，只要肯吃苦，耐得住寂寞，低学历也能成

为行业里的领军人物，一样有前途！”

在企业为他成立技能工作室后，李向前感到“师带徒”的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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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感更强了。为了让更多人掌握内燃机车检修的“秘籍”，在检

修库内、整备线上、作业点前到处都能看到李向前拿着自己动手

制作的“教具”，手把手地给徒弟们传授绝活儿的身影。

李向前说，和高铁动车比，内燃机车已经不是最先进的了。

未来火车运检不仅需要埋头苦干的精神，更需要知识型、技能型、

创新型的铁路工人队伍。“但不管怎样，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不

会变，也不会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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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培养新时代铁路人需要“高速重载”

2018-03-31 来源：《光明日报》

“作为一名来自铁路系统基层一线的共产党员，我感到使

命光荣、责任重大，在今后的工作中要为确保祖国大动脉安全畅

通、实现中国梦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不久前，十九大代表李

向前受邀回到母校——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宣讲十九大精神，

报告会现场座无虚席。在该院机车车辆学院，李向前的知名度很

高。他先后荣获“全国技术能手”、火车头奖章、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等荣誉，是该院杰出校友代表。

2010 年，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聘请李向前为铁道机车专

业技能训练首席指导教师。近日，从教育部传来好消息，李向前

所在的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现代轨道交通技术教师团队荣获

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为全国获此殊荣的 7 所高职院校之

一。

“伴随着共和国铿锵的足音，铁路承载一路向前……”校歌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之歌》唱出了这所伴随着共和国的铁路

事业一起发展起来的 67 年老校的深厚历史积淀。

1951 年，中国铁路枯木逢春，随着京汉、陇海铁路合拢修

复，郑州铁路管理局中级技术学校应运而生。此后，在 1999 年

与郑州多所学校合并后，全国铁路第一所独立设置的高等职业技

术学院——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诞生了。

“学校从成立之初就有铁道机车、铁道车辆等专业，该教师

团队的发展就是校史沿革的真实体现。”该院副校长董黎生说，

从最早的蒸汽机车、内燃机车到电力机车，再到如今的 CRH 高速

http://epaper.gmw.cn/gmrb/html/2018-03/31/nw.D110000gmrb_20180331_3-04.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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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车组，团队始终与国家铁路事业相适应、同发展。

团队带头人、机车车辆学院院长张中央告诉记者：“面对铁

路六次大提速及‘高速重载’特点，我们及时调整专业方向，重

点打造铁路或轨道相关专业的‘升级版’，辐射带动学校 20 个相

关专业发展，涵盖了高铁和地铁的所有工种。”

早在 2010 年，学校就与俄罗斯圣彼得堡国立交通大学组建

了中外合作办学机构。2016 年，学校又与莫斯科国立交通大学

合作共建亚欧高铁学院。团队在培养有俄语文化背景的铁道技术

应用型人才上具有示范引领作用，为中国铁路“走出去”储备了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现在，越来越多的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人的身影出现在中

欧班列线路上，该院先后培养的数万名毕业生遍布全国轨道行

业，为我国铁路事业发展和地方经济建设发挥着巨大的作用。

走进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机车车辆学院，教学实训实验室

里陈列着各种机车仿真设备，让学生们能够准确掌握实际操作技

能。

随着城市轨道交通的快速发展，2000 年，团队开始着手申

报城市轨道交通专业。“这个专业在当时的国内高校几乎没有，

我们就到广州、深圳、上海等地铁发达的城市调研。”团队成员

韩增盛教授回忆了城市轨道交通专业从无到有的艰辛过程。

经过团队的多方努力，专业在 2002 年获批并实现当年招生。

为了让该专业得到较快的发展，在韩增盛的带领下，团队开始了

又一次“创业”，强师资、编教材等一系列工作相继展开。至今，

由韩增盛主编的《城市轨道交通车辆》一书还是该专业的经典教

材，被各大高校城轨类专业所使用。2010 年，城市轨道交通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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辆综合实训基地建设项目被批准为中央财政支持项目；2011 年，

该专业被评为河南省高等学校特色专业。

“2014 年，团队带领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老

教师们以身作则一直指导年轻教师带队参赛，做了很多工作，但

最后却把荣誉让给了我们，这让我很受感动和教育。”团队成员、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机车车辆学院副院长徐彦说。

早上 5 点刚过，铁道机车专业教研室主任张铁竹就翻身起

床，她要趁着这段时间去养老院探望年过八旬瘫痪在床的母亲。

一说到母亲，被称为“铁娘子”的张铁竹眼含泪水：“我这辈子

最对不起的就是老娘。”铁道机车专业几乎是男性的天下，她却

总是身先士卒。

每年，张铁竹都要带学生到机务段现场实习 3 个月。每次，

她都将学生亲自交到跟车师傅手上。一个学生送上车了，她就带

着其他学生继续站在轨道边等下一趟车，一站就是一天。

在团队中，年轻教师跟着老教师学，老教师带着年轻教师干，

一脉相承的实干精神让团队在 2013 年、2014 年连续两年取得了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全国二等奖等一系列国家级、省级荣誉。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校长孔凡士表示，他们将不忘初心，

努力建成全国一流高职院校，培养更多的新时代铁路事业接班

人。



- 16 -

附件 4

“百千万人才”工程专业带头人-李向前：追寻攀登者的

足迹

2018-06-26 来源：澎湃新闻·澎湃号·政务

磨旧的工装、谦逊的眼神，不善言辞却身怀绝技，他就是洛

阳机务段机车钳工李向前。工作 23 年来，他探索前行、步步登

高，以百折不挠的韧劲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破解了一个又一

个技术难题，从一名中专生逐渐成长为“大国工匠”。近日，他

又被集团公司评为 2017 年度“模范共产党员”。

为您讲述一个，关于先进的故事。

1995 年，李向前从技工学校毕业后，来到洛阳机务段宝丰

检修车间从事内燃机车检修工作。面对价值上百万元的内燃机

车，他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压力。为提高业务技能，他系统学

习了相关书籍，经常带着业务试题背诵，虚心好学劲儿感动了许

多师傅。师傅们都愿意把自己的知识和经验传授给他。

两年后，李向前的检修技术突飞猛进，仅凭“锤敲、眼看、

手摸、鼻闻、耳听”就能判断出机车故障。一天，他下班走到整

备线，听到正准备出库的机车走行部发出异常的声音，随即示意

司机停车，然后钻到车下进行检查。果不其然，机车齿轮箱有异

物，他及时通知调度室扣车抢修，避免了一起可能因机车走行部

故障造成的事故。

机车体积大，“时蹲时跪时弯腰”是李向前日常工作的真实

写照。普通人 1 个小时下来就会腰酸背痛，但他常常一干就是六

七个小时。“我从小就喜欢鼓捣手艺活儿，最大的梦想是当火车

司机，现在为机车检修，也不错!”李向前说，每次把一辆趴窝



- 17 -

的火车头修好，就感到特别幸福。

成功总是垂青不怕吃苦的人。2013 年 2 月，原铁道部专门

以李向前的名字建立了“李向前内燃机车钳工铁路技能大师工作

室”。在他的带领下，工作室成员解决了内燃机车齿轮箱漏油、

抱轴瓦发热、增压器故障断网等 50 多个技术难题，累计节约成

本达 760 多万元。

2014 年，凭借着在技术攻关、设备改造、人才培养等方面

作出的突出贡献，李向前成为原郑州铁路局唯一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的“蓝领专家”，而他却出人意料地提出，要把津贴拿出来

成立专项基金，支持那些在技术创新方面有想法的年轻人。

而李向前的家境如何呢？熟悉他的同事都知道，他家里用的

是老式发黄的家具，看的是旧式“大疙瘩”电视，住在登封农村

老家的父母体弱多病，父亲做过心脏手术，妻子靠送饮料补贴家

用。听到要捐出 5000 元基金，他的媳妇还与他闹过别扭。

“检修工也是手艺人，一生就是学习、积累、再传授。我的

技术也是师傅手把手教我的，不是我的私产。”李向前说，“现在

的 80 后、90 后有个性、有思想，得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传授技

术。设立这个基金也是想告诉年轻人，只要肯吃苦，耐得住寂寞，

低学历也能成为行业里的领军人物，一样有前途!”

貌不惊人却身怀绝技，一举成名绝非偶然。2005 年，31 岁

的李向前参加首届全国铁道行业职业技能竞赛，取得内燃机车钳

工组决赛第一名的好成绩，进而获得了“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2017 年，李向前当选党的十九大代表，走进人民大会堂，现场

聆听习近平总书记的报告，使他这名一线技术工人备受鼓舞。

2018 年，喜讯纷至沓来。1 月 24 日，中国铁路总公司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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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 年度铁路工匠表彰会，李向前从全路 200 多万铁路职工中

脱颖而出，荣获首批“铁路工匠”称号，受到总公司表彰。5 月

底，铁路总公司“百千万工程”专业领军人物和专业带头人当选

人员名单揭晓，李向前被评为总公司“专业带头人”。

近一个时期，集团公司党委深入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交通强国、铁路先行”巡回宣讲。报告会上，李向前用朴实的语

言讲述了一名铁路职工成长为“大国工匠”的新时代“郑铁故事”。

他表示：这是党组织长期培养的结果，是企业给了自己出彩的机

会，无论干什么事，都要一往无前，越努力，越幸福！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办公室 2019 年 9 月 30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