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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木匠巧雕宋木匠巧雕““红色故事红色故事””

劳 动 中 的 他 们 最 美
——走近全国“最美职工”获得者 （上）

劳动是幸福的源泉，梦想的阶梯。
为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和工匠
精神，中央宣传部、中央文明办、全国
总工会 26 日发布了关改玉等 10 位“最
美职工”先进事迹。

他们用汗水浇灌美丽，在平凡中孕
育伟大。他们立足本职，胸怀大局，默
默奋战在各自的工作岗位，取得不平凡
的业绩。他们是你我身边“最美的人”。

过硬本领，书写人生价值

“大好青春，如果在枯燥中煎熬，在
寂寞中虚度，那是浪费。用自己过硬的
本领为企业、为社会创造价值，人生才
有意义。”说这话的是中国铁建十七局集
团铺架公司探伤技工关改玉。

关改玉被称为“钢轨女神探”。一年
中大多时间，体重不足 45 公斤的她要背
着 10 多公斤的精密仪器，沿着铁路一个
焊点一个焊点地为钢轨“揪”出病害，
确保每个焊点都符合标准，保障列车安
全运行。

靠自己的细心摸索，关改玉总结出
“心里稳、移动慢、坚持看”的工作方
法。工作 7 年来，关改玉先后参与了海
南东环、京沪高铁、汉宜铁路、唐曹铁
路等 8 项国家、省重点工程的建设，在
线路上累计步行 1700公里以上，共检测
焊头 8000多个，准确率 95％以上。

行走大江南北，不断锤炼自己的还
有胡从柱。现为中建钢构港珠澳大桥珠
海口岸项目综合工长的他，工作 30 多年
间参加过 30 多个工程，直接和指挥起吊
钢构件的总重量达 40余万吨。

在胡从柱的办公桌上，总有这样一
个本子，上面画着各种吊装方法的示意
图，记着他工作以来遇到各种吊装难题
的案例。旁边还有一本设备工况性能
表。胡从柱说，不断去学习、去思考，
提升自己的技术是他的“制胜法宝”。

精益求精，铭刻工匠精神

什么是工匠精神？在海鸥表业集团
高级技师、有着“中国钟表大师”之称
的李家琦看来，“精益求精”是对工匠精
神准确的诠释。

李家琦曾率队参与研发中国首款两
问表。有一个零件的加工难度极大，其
长度不足 1.2 毫米，宽 0.5 毫米，上面还
有一个直径 0.3 毫米的孔，相当于一颗
芝麻的四分之一大小，该零件的外形公
差要求只有 0.02 毫米，相当于一根头发
直径的四分之一。为此，李家琦与同事
废寝忘食，潜心钻研，开发出了一整套
全新的加工工艺，圆满地完成了这个零
件的加工任务。

业余时间李家琦会用手机拍下每一
个他认为有价值的图案，用笔记录每一
个灵感的瞬间。受天津海河上的解放桥
激发，他主持设计了一款植入解放桥、
天津站等天津元素的腕表。该款表以精
密的机械传动结构，实现了表盘桥梁模
型间隔 2 小时定时自动开启和闭合，每
次开合时间 6 分钟。这是海鸥制表史上
首款表盘面带有动态图案显示的腕表，
一经亮相就引起了同行和客户的极大
关注。

精致的腕表需要精心雕琢，各行各
业也都需要不断打磨的工匠精神。在看
似技术含量不高的建筑抹灰工作中，农
民工祝平辉就爱钻研、勤思考。从 1997
年起他一直在桂林建筑安装工程有限公
司工作，他总在别人都下班休息了之后
还在边干边琢磨，分析师傅们为什么会
做得好，自己差在哪里，如何改进。就
这样日积月累、持之以恒，使自己的抹
灰技术不断得到提高，最终成为全国建
筑业抹灰工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获得者。

“比如对剪力墙和砖墙抹灰，混凝土
和砖的吸水程度不一样，养护好的混凝
土和养护不好的混凝土吸水程度也不一

样。抹灰看上去是项体力活，实际上有
很多门道，就是多看多学多总结，不断
改进。”祝平辉说。

不断创新，托举人生梦想

“一个人，要为社会作贡献，要把对
梦想的追求落脚和聚焦到扎实奋斗、不
断创新上。”这是中国航发沈阳黎明航空
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技能专家洪家光对
自己的要求。

航空发动机由于涉及领域广、技术
含量高，被誉为现代工业“皇冠上的明
珠”。叶片是发动机的关键承载部件，其
自身精度决定发动机的性能、使用寿命
和安全性。长期以来，西方国家对用于
加工航空发动机叶片的滚轮精密磨削技
术进行封锁。如何突破叶片磨削用高精
度超厚金刚石滚轮制造技术，这是一大
难题。

洪家光利用多年积累的加工经验，
大胆开展一系列技术创新，最终使超厚
滚轮精度超过西方国家，滚轮使用寿命
提升两倍。成果应用后，使我国航空发

动机叶片加工质量、加工合格率大幅度
提升，结束了公司金刚石滚轮大型面无
法加工的历史。

关键技术领域显身手，小专业里也
有大作为。国网江苏省电力公司电力科
学研究院状态评价中心物资检测室油气
化验组组长朱洪斌参加工作 27 年，在电
力油气化验领域中坚持创新。他主持研
发的“绝缘油中溶解气体组分含量量值
保证体系的创建及应用”项目成果，荣
获第四届全国职工优秀技术创新成果二
等奖，近 3 年仅在江苏电网就已产生直
接经济效益 2.5 亿多元，累计多供电量
达 56.1亿千瓦时。

在油色谱分析标准油的配制研发
中，制作满足要求的配制装置的气囊是
核心，而气囊材料的选择是关键。为
此，朱洪斌找来大量橡胶材料的特性数
据详加分析，一共选择了 6 种橡胶反复
做试验，历时 3 个月最终找到一种军工
用橡胶，获得满意效果。

“在本职岗位上能有所创新、有所成
就，这就是我的梦想。”他说。

文/新华社记者 樊 曦 叶昊鸣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26日电）

今年 68 岁的宋玉云是山东临沂市郯城县马头镇

宋庄村的一名老木匠，他 13 岁跟随当地一名木匠师

傅学习木雕手艺。19 岁参加村里的民兵连，训练用

的步枪、机枪等武器让他爱不释手，使他萌生了雕刻

“抗战作品”的念头。他白天训练，晚上参照抗战书

籍和 《连环画》 创作。不久，一件件再现红军长征、

抗战故事的木雕作品问世并得到大家的喜爱。如今，

宋玉云已创作以红色故事为题材的木雕作品 50 余

件，其中 《沂蒙红嫂》《支前模范》《飞夺泸定桥》 等

作品在艺术作品展赛中获奖。 房德华摄影报道

宋玉云为雕刻的“战争系列”木雕作品《狼牙山五

壮士》染漆。

宋玉云（右）和儿子一起创作雕刻“战争系列”木雕

作品“孟良崮之战”。

沈沈良良：：

从小从小““学徒学徒””到大到大““工匠工匠””
本报记者 郭静原

沈良正

在车间操作

仪器。

（资料图片）

杨展

：

电梯安全像生命一样重要

本报记者

冉瑞成

通讯员

王

欢

“只要我在岗一天，就要
把老百姓的事做好，因为老百
姓的事就是我的事。”59 岁的
重庆市渝中区质监局特种设施
安全监管员杨展说道。

杨展是重庆渝中区质监局
的一位调研员，在质监这一行
干了 37 年有余，与电梯、锅
炉、气瓶、过江索道等特种设
备打了 15年交道。

高楼林立的渝中区在用电
梯近 7000 部，使用超过 10 年
的电梯接近一半，大量的老旧
电梯仍在运行。2006 年，杨
展走遍渝中区的社区、楼宇，
深入细致地对电梯安全现状调
查分析，提出对全区老旧电梯
更新改造的建议。

杨展的建议得到政府的高
度重视，2007 年渝中区率先
开展“三无”（无大修基金、
无物业管理、无业主委员会）
老旧电梯改造更新试点，杨展
积极参与。渝中区的老旧电梯
占到全市 1/3，他一直奋战在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的第一线。

10 年来，杨展走遍渝中
区所有社区、楼宇，深入现场
办 公 1000 余 次 ， 组 织 改 造

“三无”电梯近千部。对于渝
中区的每条街道、每个社区、
每栋楼的电梯状况，只要一说地点，他都能说出来。

在十年如一日的老旧电梯“排雷”工作中，杨展
勇于创新，探索出了不少特种设备安全监察的好思
路、新办法。推进“电梯安全与保险业良性互动”和

“开展电梯节能技术运用”等项目试点；他牵头起草
《渝中区特种设备突发事件应急处置预案》 ,组建了渝
中区电梯安全事故应急救援队伍和专家库，提高了渝
中区应对电梯安全突发事件的处置能力。

丰富的工作经验加上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杨展
的工作得到了肯定，先后荣获“特种设备安全工作先
进个人”两次、个人三等功一次，还被评为国家质检
总局“全国特种设备安全工作先进个人”“全市质监
系统爱岗敬业质监先进个人”和“渝中区身边好人”。

2015 年初，杨展感觉腹部不舒服，脸色越来越
差，大家都劝他去医院检查一下。但是由于工作原
因，杨展将到医院检查的事一拖再拖。直到年底工作
告一段落，才抽出时间去医院体检。没想到，他患上
了直肠癌。在住院治疗期间，杨展心里牵挂的依然是
老旧电梯改造和群众的出行安全，他常说：“老旧电
梯一天没有改造好，群众一天没有坐上安全舒适的电
梯，我睡觉都睡不安稳。”

后来，杨展的病情得到控制，他主动申请重回单
位，回到他愿意奉献一生的特种设备安全监察工作岗
位上。今年 3 月份动了手术后，躺在病床上的杨展
说：“恢复得好的话，最快半个月我就可以回到工作
岗位上了，要一直干到退休。”即便是生病，他对工
作的执着和热爱仍然溢于言表。

“有问题，找沈良”，这是与沈良一
起工作多年的同事常说的话。沈良是中
科院上海光机所精密光学机械领域的一
名技术骨干，长期从事精密机械和光学
仪器装校工作。同事们都说，在技术上
遇到难题，只要找沈良过来讨论一番，
便会迎刃而解；工作中，大家有时会遇
到意见相左的情况，但和沈良最后做出
的产品一比较，就都会被他折服。

练就了一身精湛的精密装配技术的
沈良曾经是个小学徒。1980 年 12 月份，
他毕业于上海光机所试制工厂技校光学
冷加工专业，从小喜欢拆拆装装的他，对
装配技术产生了浓厚兴趣。回忆起当时
自己在理论知识和实践能力两方面双双
优异的表现，他很是自豪。

“那时候我的想法很单纯，就是要把
这门技术学好。我一边跟着老师傅学
习，一边利用休息时间自己动手操作。”
上世纪 80 年代，国外新兴技术一直对中
国实行封锁，沈良的求学之路凭的就是
一股韧劲，“条件可比现在艰苦多了，一
些关键仪器、工具根本买不到，我们只
有自己来做”。

毕业后，沈良被分配到上海光机所的
试制工厂，一开始只做些画图纸等简单工
作。“没人引导，我就留心看别人怎么做，
多问、多做笔记，从来也不让自己闲着。”
对于工作，沈良有着自己的坚持，“只要比
别人付出得多，自己收获的自然就多”。

工作之余，沈良还考入了上海科技
大学夜大的机械制造与设计专业，利用

周末的时间进一步学习深造。“我参与的
都是高精尖的装配制造，如果连我都没
弄懂要如何操作，反而去问其他人，这
不合适。只有练就扎实的理论基础，才
能不断提升自己。”

没过多久，沈良工作中的第一次“大
考”来了。在参与我国高性能高功率钕玻
璃激光装置“神光Ⅰ”重大专项的研制过
程中，高精度伺服反射镜架达不到 2 角秒

（24 小时内偏移不可超过 0.00056 度）的
精度要求，误差甚至高达 10 角秒。沈良
诊断后，将目标锁定在一个变速箱上。他
拆开变速箱，将里面的齿轮拆下，用自己

做的特殊工具重新研磨、装配，消除了齿
轮间隙，精度终于达标。

“做起镜头来，我可以连续 12 小时待
在车间，感觉就像 1 小时那么短。”沈良以
高超的光学精密装校技术参与多个重大
科研项目的加工、装调，他完成了重大科
研攻关项目“嫦娥一号”有效载荷激光高
度计的加工装校任务，他所参与的“神光
Ⅱ高功率激光实验装置”工程项目还获得
2005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虽然只是“嫦娥一号”“神光”装置
背后的装配业务员，但沈良对这份工作
始终怀抱着深沉的热爱。多年以来，从

装校车间、金工车间到技术质量部，每
一个部门和车间的工作他都干过，对每
一个工种的工作内容他都熟稔于心，成
为精密光学装配领域的“权威”。

2006 年，在完成一汽大众的某个加
工任务时，沈良发现德方专家设计的图
纸有缺陷，如果做下去肯定不能安装，
如果不做又不能完成任务，他决定挑战
权威修改图纸，在德方专家疑惑的神情
中，沈良改进后的产品达到了良好效
果，随即获得专家们的一致肯定；沈良
还先后为美国一家公司开发了口腔内窥
镜；为上海联能光子有限公司研制开发
光学加工专用设备；参与了上海通用汽
车有限公司检测安装平台的改造等⋯⋯

“我把工作当成事业来对待，不能以
收入看高低，而是以技术论短长。”除了
对每个工种千百次锤炼筑牢自己的业务
水平，包括沈良在内的几个老师傅总喜
欢聚在一起，经常为了一些在实际操作
中遇到的问题而争论不休。

从学徒到技术能手，再到大工匠师
傅，如今沈良又担任了光机所控股的上
海恒益光学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可他仍把大量的时间都花在车间一
线，或是指导年轻的学徒们熟悉技术操
作要领，或是下班了也不舍得回家，时
常一个人对着机器陷入思考。

在沈良看来，中国制造业的工匠精
神不可或缺，“只要用心做，有了充分的
积累，就一定能做好，‘中国制造’亦是
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