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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肥师范附小的徽剧教室里，
孩子们正在练习基本功。

▽ 合肥市葛大店小学，
孩子们正在表演京剧《穆桂英挂帅》选段。

车间

从 1976 年进入汽轮机装配
行业，全国技术能手、全国劳模吴
国林已经在浙江杭州汽轮机股份
有限公司的总装车间耕耘了 40
多年。在他看来，
“一生做好一件
事”，足矣。
目前，全世界的工业汽轮机
本报记者
转子仍只能靠技术工人纯手工组
装，因此这项工作对手上功夫要
求极高。即便是装配经验丰富的
人也时常遇到新难题，
“每年为公
黄
司解决一个关键性的技术难题”，
这是吴国林对自身的要求。
平
1981 年 6 月份，当时 22 岁的
吴国林被派到黑龙江某糖厂修理
通讯员
机组。考虑到换材料耗时费力，
糖厂延迟一天投产便损失几万
元，他提出用铲刀、砂皮就地修
徐燕飞
复。这一大胆设想吓住了在场的
领导和工人，他们担心会越修越
坏。吴国林最终将粗细只有头发
丝四分之一的材料修好，大家都
连连夸赞他胆大艺高、身手不凡。
作为掌握高端工业驱动汽轮
机组装配及调试、试车核心技术
的领军人才，吴国林解决的技术
难题还有很多，如压缩机产品试
车振动问题、国家重点 C 字头产
品试车时信号轴断裂问题等。正
因如此，吴国林被称作车间的“及时雨”，每每遇到问题，
工人们第一时间想到的便是他。
“老吴来了，问题肯定能
解决。”工友倪军说，
在大家眼中，他就像是专治疑难杂症
的
“神医”，任何机械到了他手上都能药到病除。
除了攻克技术难题，
他还不忘技能传承，
带领团队技
术创新。走进他所在的总装车间，记者看到地上有很多
打了孔的钢板，这是吴国林创立的
“快装台位法”，获得过
杭州市职工绝技绝活称号。过去“试测”时，每台机器要
在生产线上占据一个多月，通过吴国林的革新，每个台位
每月可以上四五台机器试车，生产效率大幅提升。
2013 年，国家级的“吴国林装配钳工技能大师工作
室”成立，
吴国林逐渐将工作重心转移到
“传帮带”上。
“以
前做学徒是‘偷’技术，现在是真正‘学’技术。”吴国林告
诉记者，他们当学徒时，手工技艺是不外传的，他们只能
靠自己琢磨。如今，
“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种说法早已
过时，只要工人肯学，他绝对倾囊相授。
“我的技艺来自杭汽轮，在退休前，我要把我得到的
还给企业。”每年，吴国林都要花大量的时间培养车间的
后续人才。很多时候他都是亲自上阵，对重点机组实际
操作和现场讲解，
再以作业指导书的方式固化，让徒弟们
掌握每一步装配要领。吴国林说，
中国不缺工人，缺的是
认真。得益于吴国林推行的精细化制度和“传帮带”举
措，
杭汽轮涌现了一批批技术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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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级演员谷化
民（右）正在为

﹄

孩子上妆。

梨园

进校园

“‘80 后’
‘90 后’
‘00 后’，谁不会唱几首流行歌
曲？但又有几个人看过一场完整的戏曲呢？”谈到戏
曲这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徽剧的传
承人、
国家一级演员谷化民深有感触。
令人高兴的是，谷化民最近一直忙着安徽省合肥
市的“戏曲进校园”活动。和他一样“早出晚归”的，还
有安徽省徽京剧院、安徽省黄梅戏剧院的老师们，他
们在完成日常排练演出的同时，兼任合肥市一些学校
的戏曲老师，
梨园精华受到广大学生的喜爱。
近年来，合肥市通过将“戏曲进校园”活动纳入政
府购买服务，以京剧、徽剧、黄梅戏为重点，采取艺术

表演团体进校演出等多种形式，确保全市所有学生每
年免费观看一场优秀戏曲演出，取得许多成绩。调研
也发现，这项工作面临着一些困难，比如专业老师少、
档期满；客座老师热情高，但水平参差不齐；部分家长
学生存在“三分钟热情”，
因升学不加分半途而废。
第二届全国戏迷大赛十佳选手、
合肥高新区梦园
中学黄梅戏客座老师张受道呼吁：通过搭建“戏曲大
课堂”平台，让更多的专业演员放下身段，让业余教师
提高水平；家长和学生也应该本着“学到文化、
锻炼身
体、
培养品位”的心态，来学习、
传承戏曲文化，提高文
化自信。
张大岗摄影报道

劳动中的他们最美
——走近全国
走近全国“
“最美职工
最美职工”
”获得者 （下）

在“五一”
国际劳动节来临之际，
十位“最美职工”
在中国文明网出席活动（4 月 21 日摄）。
他们是广大劳动者的代表，是砥
砺奋进的典型；他们共同奏响了劳动
最光荣、劳动最崇高、劳动最伟大的
时代强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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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发布了农加贵等
10 位“最美职工”先进事迹。

扎根一方 坚守理想
在云南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广南
县 ， 有 一 个 特 殊 的 村 庄 —— 落 松 地 。
它是远近闻名的麻风村。1986 年，农
加贵不顾世俗偏见，走进这个村庄，
成为落松地小学的代课教师。
“一开始左思右想，担心这一去可
能永远回不来。是听从世俗观念，还
是用知识点亮更多的孩子、让麻风村
的孩子有机会走出大山？最终理想战
胜了犹豫。”
那 时 ， 农 加 贵 每 月 工 资 只 有 19
元，村民们自发集资每月给他 35 元作
为额外补助。那 35 元都是用高压锅消
毒后才让医生转交给他的。农加贵觉
得这钱沉甸甸的，决心尽自己的所能
教好学生，回报村民。
这一教，就是 30 多年，共招收了
10 个 教 学 班 ， 教 学 生 101 名 。“ 有 人
不理解，可我觉得我的坚守是值得
的，因为很多学生走出了寨子，融入
了外面的社会。”他说。
为理想坚守，为事业奋斗，是
“最美职工”的共性。在中国航发沈阳
黎明航空发动机有限责任公司，技能
专家洪家光响应“住厂大干”号召，

第一个把行李搬到工厂。由于过度劳
累，体力透支，搬运工件不慎掉落，
他的左手指被砸伤。
工友们要他立即停产就医，他却
说：“受伤面积小、过几天就好了，手
里的急活干完就去。”硬是挺着干完了
一天的活。
夜晚，受伤的剧痛让他无法入
睡，在工友的劝说下，去医院进行了
检查，结果是严重粉碎性骨折。医生
要求他休养 2 个月，他却不顾医生、
家人的劝阻，仅在家里休息了 3 天便
回到工作岗位，用一只手操作设备，
一干就是两个月……

新华社记者

才

扬摄

潜心钻研 厚积薄发
中国琉璃制造工艺历史悠久，山东
淄博博山“鸡油黄”以光泽晶莹、温润
凝重久负盛名，堪称琉璃中的精品，掌
握“鸡油黄”的制作工艺相当不易。
30 多年间，淄博康乾琉璃艺术博
物馆馆长孙云毅在继承父辈们研究成
果的基础上，凭着钻研和坚持，使
“鸡油黄”制作加工工艺得以继承和
发展。
“相对于制作陶瓷、普通琉璃，‘鸡

油黄’在配方、烧制炉温等方面很难控
制。即使原料、炉温保持在同一参数
下，也可能因为天气或冷却时间等因素
导致失败。所以，一直有‘十缸九不
成’之说。”孙云毅介绍。
他对每一次的炼制都进行详细总
结，空闲时认真研究前人留下的各种资
料，完善自己的工艺。“鸡油黄”的成
功炼制比例不断提高。
张怀东则是找矿业的“福将”。作
为安徽省地矿局 313 地质队职工，他承
担的地质勘查项目大多都能找到矿，其
中包括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安徽金寨
沙坪沟巨型钼矿。
2007 年开始，张怀东与同事一起
对金寨县沙坪沟地质资料进行反复分
析、考察、论证，提出金寨沙坪沟地区
具备寻找斑岩型钼矿的成矿条件。此
后，张怀东带领项目组人员常年驻守深
山、风餐露宿，终于在 2011 年完成钼
矿详查野外工作。就这样，一个钼金属
资源量达 245 万吨、潜在经济价值数千
亿元人民币，规模亚洲第一、世界第二
的巨型钼矿床“惊艳”亮相。

薪火相继 代代传承
优良的工作作风、深厚的技术底
蕴、丰富的经验经历是企业的财富，也
是社会的财富，靠“传帮带”不断发扬
光大。
陕西咸阳纺织集团有限公司一分厂
纺部车间乙班赵梦桃小组，是 1963 年
陕西省政府以著名全国劳动模范赵梦桃
名字命名的全国先进班组，现有成员 25
人，平均年龄 28 岁。
小组负责 40 台德国进口青泽细纱
机的生产任务，主要生产精梳高支类
纱线。
如何用一流的技术设备生产出一流
的产品？为此，小组开展了 3 个月的技
术练兵，组长、全国纺织工业劳动模范
王晓荣天天和组员们泡在一起，带着他
们全天候演练，并根据每个人技术的差
距有针对性地进行示范与帮教。
胡从柱是中建钢构港珠澳大桥珠海
口岸项目综合工长，在工作中也特别重
视“传帮带”。每个项目他都带出一帮
徒弟，不少已成为公司骨干。现任佛山
东平大桥项目经理的衡武浩提起胡从柱
满是崇敬和感激：“师父从不计较个人
得失，对待工作一丝不苟，总是把吃苦
的事都揽下来，常常在现场指挥到很晚
才回去。”
“这么多年带出了一些徒弟，他们
有了更好的发展，就是我人生价值的体
现。”胡从柱说。
文/新华社记者 樊 曦 叶昊鸣
（据新华社北京 4 月 27 日日电）

吴国林（右一）用
“快装台位法”
装配试车。徐燕飞摄

王国中：：为信息社会“ 树标准
王国中
树标准””
海量音视频内容，是信息社会一大特色，其背后离
不开众多技术专利和标准支撑。数字音视频编解码技术
标准 （AVS） 是全球电子信息产业重大核心基础技术
标准之一，也是国际产业界技术、专利和标准竞争的热
点领域。
上海国茂数字技术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国中教授，从
2002 年起参与 AVS 标准研发和产业化，成功制定出
“中国标准”，并在海内外获得大规模商用。
2002 年初，中国 DVD 产业因国际标准和专利费等
问题遭受严重打击。正在上广电集团工作的王国中带领
一批科研人员开始了攻关。
“中国产业要做大做强，必须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标准。
”王国中说，标准背后其实是
主权之争；只有拥有自主标准，才能为国家节省巨额专
利费，并摆脱受制于人的境地。
“苦战过关”——2006 年，AVS 视频部分被颁布为
国家标准；2009 年 11 月份 AVS 成为国际标准。他说：
“中国的科技企业和科研工作者一定要积极参与一些国际
会议和国际标准的制订。只有这样，中国的产品才能更
好融入海外市场。
”
王国中是国家首批“万人计划”创新创业领军人才
和 AVS 产业联盟副理事长，也是上海大学通信与信息
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我的课程就是要打开学生们
的创新思维”“学生要参与‘真刀实枪’的工作中”，这
是王国中的教学之道。“知识分子首先还是要做好自己
的事，功夫多用在科研和专业上。”王国中说。
文/新华社记者 高少华 （据新华社上海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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