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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发明家李志敏农民发明家李志敏
本报记者 刘 成 通讯员 刘 伟

“徐大爷，我们来看您了，最近身体怎么样呀？今天
给您带来了米、面、油、猪肉，还有这 1000 块钱，您收好
了。”3 月 1 日，侯振国再一次来到河北霸州市信安镇失
独家庭徐德录家帮扶，自 2010 年开始侯振国和他的爱
心团队成员定期看望徐德录一家已成常态。徐德录只
是侯振国爱心团队自 2008 年成立以来受救助的 2300
多个困难家庭中的一个。

1964年，侯振国出生在河北唐山市丰南区唐坊镇一
个普通农民家庭。5 岁那年，父亲突然离世，中年丧夫的
母亲一人拉扯着 6个孩子，在乡亲邻里的帮衬下，他们才
长大成人。这让侯振国从小就懂得感恩和奉献，一有能
力就奉献爱心。他担任河北霸州新利钢铁有限公司常
务副总经理后，对困难群众的帮助就更频繁了。

2009 年 6 月份，新利钢铁有限公司所在的信安镇爱
国街有位学生马雪面临失学，因为其父亲因突发心脏病
去世，母亲身患重病无钱医治。侯振国得知情况后，抽出
时间去看望她，并告诉孩子的母亲：“再难也要让孩子上
学，你自己也要好好治病，钱的事我来想办法。”在他的
帮助下，马雪如今已是一名即将毕业的大四学生。

“赠人玫瑰，手留余香。每当帮助一个需要帮助的
人后，我就想把这种事情继续做下去。”侯振国说，“一个
人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如果让大家都行动起来，汇集
成爱的洪流，就能让更多的人群享受爱的温暖。”他意识
到只有大家团结起来，才能众人拾柴火焰高，于是他决
定成立爱心团队，为更多人办更多事。

八年来，侯振国爱心团队志愿者已发展到 2060 人，
每月募集的善款 35万元左右。到目前为止，侯振国爱心
团队已经累计向社会捐款 1800 余万元，救助贫困家庭
2320 个，救助贫困学生 1900 名，其中 532 名辍学儿童重
返校园，救助大病患者 140 名，其中 84 名大病患者得以
康复。目前，侯振国爱心团队已累计为社会做志愿服务
162756小时。

自成立以来，“侯振国爱心团队”相继成立了信安、
霸州、唐坊、南孙庄等 7 个慈善办事处，并设立了春蕾计
划助学金、大病救助金、扶贫帮困金、失独及独生子女贫
困家庭救助金、霸州市电视台爱心家园救助金等 5 项救
助金。侯振国的事迹得到了社会各界的认可，他的团队
被中宣部命名为 2015 年“全国志愿服务示范团队”，荣
获 2015年第十一届中国青年志愿者优秀组织奖。

“锄草松土机是我的第五项实用新型专利，有了这项
专利，公司开拓市场的‘马达’动力就更足了。”青岛璐璐
农业装备有限公司董事长李志敏兴奋地说。李志敏只有
初中文化，是山东省胶州市胶莱镇地地道道的农民，从小
喜欢跟机械打交道。在没有高学历、没有精密仪器的情
况下，他凭着刻苦钻研，已取得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
专利 7项，解决了农民生产、生活中的难题。

胶莱镇是胶州市有名的辣椒产地，一系列辣椒调味
品生产企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产业需求促进了关联农
业的发展，给辣椒去把成为当地种植户面临的最为头疼
的问题。“传统的辣椒去把，完全靠手工完成，耗时长、效
率低、人工成本高；同时，辣椒丰收期也正是农忙季节，很
难找到足够的人手。”他萌生了一个念头，制作一个全自
动辣椒剪把机。此后，他开始不断尝试。每天下班后，他
总是扎在一堆书籍、资料里学习；还从网上下载各类机电知
识和资料，坚持自学；然后拿着构思成型的草图找专业设计
人员做成设计图。买材料、做实验、换材料、再做实验
⋯⋯李志敏最初的发明就是按照这样的步骤干起来的。

发明创新的道路是曲折的，李志敏最初发明的辣椒
剪把机效果达不到客户要求，经常被“退单”，好多被“剪
坏”的辣椒不得不便宜卖掉，着实亏了不少钱。

一次不成功，就实验两次，两次不行就三次⋯⋯也不
知道买了多少材料，用坏了多少工具，功夫不负有心人，
经过不断实验和改良，2013 年，李志敏研制的辣椒剪把
机终于问世了，一小时内可以出产成品 500 公斤，6 个工
人操作机器的效率抵得上原来 100个人的工作效率。“辣
椒剪把机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产品畅销新疆、内蒙古、云
南等地，年销售额就达到 1500 万元。”李志敏自豪地说。
此后，他还不断钻研出锄草松土机等多项发明专利。

从一个人、几间简陋的小厂房起家，到如今发展成为
拥有 400 万元资产的专业农业装备制造公司，李志敏凭
借着勤奋努力，在“农民发明家”这条道路上不断前行。

上海铁路局上海动车段电气调试班组工长张华：

用 心 听 设 备 用 脑“ 修 ”动 车
本报记者 李治国

只有中专学历，却钻研动车高级
修，掌握“大国技术”，可以秒诊动车故
障；追求严谨极致，甘当高铁事业的

“幕后功臣”，他就是上海铁路局上海动
车段电气调试班组工长张华。

一列标准动车组列车的机电零部件
有 45000 多个，任何一个“器官”出问
题，都会影响动车组列车的安全运行，
对调试检修人员要求极高。但上海铁路
局旗下上海动车段电气调试班组工长张
华最短可在数秒内准确诊断出动车故障。

个头不高、声音不响、步伐有力，
一副黑框眼镜后透出犀利严谨的目光
⋯⋯被职工亲昵称为“华哥”的张华其
貌不扬，但“内涵丰富”。从进入动车检

修行当到成长为高级技师，“华哥”走过
了一段平常但不平凡的“修心”路程。

1997 年 7 月份，毕业于苏州铁路机
械学校的张华被分配到上海车辆段从事普
速客车电气检修。2010 年初，他凭借出
色的检修技术进入动车高级维修基地，并
作为骨干被派往青岛四方高速动车组制
造基地学习动车组高级修调试技术，从
此，他的命运就和动车紧密连在一起。

当时，作为新生事物的动车检修面
临着国外技术壁垒的局面。“动车组高级
修技术一定要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张华
暗下决心。为做技术上的“明白人”，张
华不分昼夜玩命似地钻研着动车检修知
识。白天，他车上车下追着厂方师傅

学，遇有不懂问题就打破砂锅问到底；
晚上，他如饥似渴地苦学一本本原理
书、一张张配线图，很少有零点前睡觉
的时候。通过几个月的紧张学习，张华
初步掌握了 CRH2型车高级修调试技术。

回到上海后，带着一股痴迷劲儿，
张华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了钻研技术
上，成为上海铁路局高级修第一位调试

“主控”，圆满完成了该局首列动车组调
试任务。钻进司机室头舱内下载分析数
据，贴近仪表观看指针细微变化，屏声
静气倾听电气设备“喘息”⋯⋯每次动
车高级修，张华对现场嘈杂的环境视而
不见、听而不闻，一心为动车“把脉”，
直到调试完全达标。

凭借过硬技术和经验积累，张华熟
知了 CRH2 系列 9 种细分车型的近千张
电气图纸、上万张配线图纸和相关技术
原理，成为专治动车“疑难杂症”的专
家。“技术搞不定，找‘华哥’！”调试中
遇到难题，大家第一个想到的就是他。

动态调试是动车高级修的最后一个
作业项目。一次，一列高速动车组在动
态 调 试 时 连 续 报 出 “231”“135”

“294”故障，APU （辅助电源装置） 停
止工作，进而导致一个单元的动力丢
失。技术人员排查了整整 2 个小时都没
找到故障原因。“几小时后就要交车，难
道将整个 APU 装置换掉不成？”在场的

人心急如焚。“找华哥！”20 分钟后，张
华出现在动车司机室，分析故障代码并
下载相关运行数据、查看电压、频率等
检测波形后，张华指出问题出在 APU 内
的电压互感器上，更换后故障果然消失。

“检修现场再嘈杂，内心需要保持安
静。越是精密的核心技术，越是需要专
注忘我，用心去捕捉、倾听设备的‘哭
泣声’。”张华如是忠告新人。一次，他
带着青工宋腾飞检修动车，走到 1 号车
厢时张华停下脚步。“你发现这节车厢有
什么异常？”小宋将车厢内电器设备检查
了一遍没有发现问题。“脚下这个部位下
面是司机室空调装置，通了高压电的空
调完全没有震动，肯定出现了故障。”当
他们打开车下设备舱时，果然发现空调
装置没有正常工作。“真神了！”宋腾飞
从此成为张华的铁杆技术粉丝。

多年来，张华通过言传身教，以师
带徒的方式培养带出了近百名第二、第
三代动车检修人才，许多“80、90 后小
鲜肉”已成为动车检修中坚力量。2016
年 5 月份，以张华名字命名的劳模工作
室正式成立，2016 年底因成绩突出被评
为“上海市技师创新工作室”。张华本人
也继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全国铁
路“火车头奖章”“全路技术能手”等荣
誉后，2016 年 9 月份又被上海市总工会
授予“上海工匠”称号。

张华正通

过司机室人

机界面调试

设备。

（资料图片）

善行组织者侯振国
本报记者 雷汉发

侯振国（右二）带领爱心团队入户慰问。 （资料图片）

徐立平：

火 药 整 形 铸 利 器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雷 婷

人物小传：

徐立平，1968 年生，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究院 7416 厂发动机药面整形组组长，高级技师。徐立

平参加工作近 30 年来，一直从事着极其危险的航天发动机固体动力燃料药面微整形工作。他多次出色完成危

难险重任务，为航天事业发展贡献了自己的智慧、热情和力量。2016 年 2 月份，徐立平作为全国工业系统和

陕西省唯一获奖人，被评为 2015 年度“感动中国”人物；2016 年 8 月份，陕西省委授予徐立平“三秦楷模”

荣誉称号。

初春三月，阳光灿烂，位于西安
东郊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第四研
究院 7416 厂，厂区里桃花梨花都已经
开了，但在药面整形车间里还是寒气
逼人。发动机药面整形组组长徐立平
正和几位同事对一台机械药面整形设
备做使用性试验。

“整形”就是对火箭发动机里的推
进剂药面做精细修理。固体火箭发动
机是导弹武器装备的“心脏”，为导弹
武器全程飞行提供动力。火箭发动机
所用的固体推进剂，混合包括火药在
内的几十种特殊组分灌模浇注而成，
固化脱模后其表面精度和药量与实际
需求多少会有些误差，徐立平他们的
工作就是用特制刀具对已浇注好并固
化的发动机燃料药面做精细修整，使
其符合设计要求。

胆大心细 火药上动刀

由于推进剂燃面的尺寸和精度直
接决定着导弹的飞行轨道和精准射程，
药面整形迄今仍然是一项世界性的难
题，再精密的机器依然无法完全替代人
工。与精准相比，这个岗位的高度危险
性令人望而生畏。整形操作时，操作人
员犹如躺在炸药包上，一旦刀具不小心
碰到壳体，或摩擦力过大发生静电放
电，就会瞬间引起燃烧甚至爆炸。

在火药上动刀，稍有不慎蹭出火
花，就可能引起燃烧爆炸，这项极度
危险的工作，全中国只有不到 20 个人
可以胜任。

徐立平的母亲温荣书就曾经在发
动机药面整形车间工作，比任何人都
知道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和危险性，但
她却说：“我刚工作的时候有同事整个
手指都烧掉了，但没有吓退我们，我
们都愿意到最危险的岗位上去，我想
他们年轻人也是一样的。”

1989 年，我国重点型号发动机研制
进入攻坚阶段，一台即将试车的发动机
火药出现裂纹，为了不影响后续研制进
度，同时为不可逆的发动机装药探索补
救方式，减少数百万元的损失，专家组
决定，首次探索就地挖药，查探修复。
这标志着整形师要钻进翻身都很难的
狭小发动机药柱里，一点一点挖开填注
好的火药，寻找问题部位。徐立平主动
请缨加入了挖药突击队，他是队伍中最
年轻的一个，当时还不足 21岁。

“挖药过程很艰难，发动机壳狭
小，只能半躺或半跪，数吨的推进剂

散发着浓烈而刺鼻的气味，为防止用力
过大摩擦起火，队员们只能用木铲或铜
铲小心翼翼地操作，每次最多只能挖出
四五克，由于缺氧和精神的高度紧张，
工厂规定每个队员每次只能干十分钟，
用了两个多月挖药挖出 300 多公斤推进
剂，发动机经过修补后试车成功。”徐立
平回忆，在里面除了铲药的声音，都能
听到自己的心跳声。那时每次爬进火药
堆精神压力都很大，但看着师傅们打开
壳体爬进去画线、定位、挖药，自己的
心里就只有工作了。

徐立平每次进去总要多坚持几分钟，
好让师傅们多缓一会儿。虽然凭着精湛
的技术和胆量完成了挖药突击队的工作，
但长时间在密闭空间里接触火药，火药的
毒性发作使徐立平的双腿失去知觉，经高
强度的物理训练才逐渐恢复。

敢“吃螃蟹” 坚持一线工作

出身航天世家的徐立平一直坚持药
面整形一线工作，他总和同事们说工作
虽然危险，但总得有人去干。工作 30
年，徐立平已记不清钻了多少次火药堆
了，只是自己成为了打开发动机壳后第
一个去“吃螃蟹”的人。

“药面精度是否合格直接决定导弹的
精准射程。精度误差要求 0.5 毫米或 0.2
毫米。我们每一刀铲下去，铲少了会加
大工作量，就有可能迟缓工期，铲多了
就可能造成产品报废。”徐立平说。如
今，凭着对事业的忠诚和责任，过人的
胆识和智慧，徐立平苦钻善学，归纳出
了“用力均、力度小、厚度小”九字操
作规范，练就了仅用手摸一下就能雕刻
出符合设计要求药面的绝活，雕刻的精
度不超过 0.2毫米。

“生命就在我们手里的这把整形刀

上，因为这刀一旦挖得不好，摩擦过
度或者碰到哪个地方，一旦发生燃烧
事 故 ， 连 一 丁 点 逃 生 的 机 会 都 没
有。”徐立平向记者这样描述自己的
工作。

锐意创新 精益求精

为了提高工作效率、杜绝
安全隐患，徐立平根据各种
类型药面的整形要求发明设
计 了 30 多 种 药 面 整 形 刀
具 ， 有 两 种 获 得 国 家 专
利，一种获得陕西国防科
技工业职工创新奖。

其中，以水果削皮机为
灵感设计的半自动整形专用
刀具，还被单位命名为“立平
刀”。这种刀具每工作一次就能计算
出切削的重量，可以实现一次整形到
位，还使以往需要数次称量切削余量也
缩减为一次。之后，大家针对该批量型
号产品的特点，配套设计加工了专用整
形平台，称量、整形、校准工作一气呵
成。班组不用再集中组织人员大批量、
高强度地集中搬运，单个产品的整形效
率提高了 50%。操作安全可靠性和质量
稳定性也得到了有力保证。

近年来，随着技术进步，先进的数
控整形技术逐步进入药面整形工序的视
野。2005 年已经是整形组组长的徐立
平，全力以赴投入到工厂首台整形机的
安装、调试和实验过程中。

通过研究整形机的安全装置，他提
出改装吸屑装置、加装连锁装置等 20 余
项改造建议，完善了设备的安全保障系
统。设备验收之后，他又承担起最核心
的整形程序编制任务，只有中专文化的
他，毕竟没有经过系统学习，一开始，别

说写代码，就连认代码符号，徐立平都靠
的是死记硬背。就这样，白天他蹲在整
形机边反复琢磨，晚上更是通宵达旦地
计算各项参数，最终用一个多月时间完
成了某型号发动机整形参数的编写，并
针对其特殊型面设计了专用刀具。

最终，随着设备运转，规整的整形
端面逐渐出现在远程监控的显示器上，
仅用十几分钟，一发产品的整形任务就
顺利完成了。经过不懈努力，他逐步摸
索出适用于各种燃速推进剂的整形参
数，并针对特殊型面设计了专用整形刀
具，填补了行业空白。

“ 既 然 机 械 无 法 代 替 人 工 整 形 药
面，那为什么还要下大力气去研发设备
学习编程呢？”徐立平这样回答记者：

“使用机械设备用于推进剂药面修整，
不仅减少了操作者的强度，更重要的是
能减少操作者与推进剂面对面的危险，
保证操作人员的安全。”

在徐立平的带领下，班组先后完成
了 30 多项技术革新，数十种导弹发动
机数控整形技术应用，编写了 《整形机
培训教材》 等多份材料，班组 80%以上
的型号整形实现了远程操作。由他培养
的七名徒弟中，两人已分别担任重点班
组长，两名成为国家级技师，其他均为
班组生产骨干。

在徐立平班组车间办公室墙上贴着
“刀锋”和“匠心”四个大字，以及“刀刀保
精细，丝丝系安全；抬望航天梦，俯刻匠
人心”四句话。在徐立平看来，工匠精神
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精益求精。
徐立平的同事认为，“徐立平给人最强烈
的印象，是他那将岗位融入血液的执著
精神和专注的品质”。

徐 立 平

（右二）和同

事讨论药面

整形技术。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