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新闻
电话：029-87344644 E-mail:ghwq3@163.com

版本版编辑：郝振宇 版式：王 青 校对：桂 璐

2018年5月16日 星期三

3

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发动机的缝合医生
——记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航天四院7414厂范新阳

“小吴，明早9点把上次交待你的
材料整理出来给我看。”“陈总啊，我尽
力而为吧。”

“那是你的最后期限了。”“陈总，我
一定全力以赴完成任务。”

尽力而为与全力以赴又何尝不是
代表了我们当中的一些人对待工作和
学习的一种态度呢？这两个词从字面
上来看，两者似乎区别不大，但它分别
代表两种截然不同的做事态度，也造就
了两种不一样的结局。

一个猎人一枪击中了一只兔子的
后腿，受伤的兔子开始拼命奔跑。猎狗
在猎人的指示下飞奔去追赶兔子，可是
最后猎狗并没有把兔子带回来。因为
兔子为了生存而全力以赴，猎狗只是服
从命令尽力而为。

那么，尽力而为和全力以赴到底有
什么区别呢？

实际上两者的区别很大，不同的动
机，不同的态度，不同的付出，自然产生
不同的结果。

尽力而为，听起来似乎尽力了，其实是含有被
动无奈的成分，属于一种迫不得已而为的，在投入
的过程中正如猎狗只会飞奔，而不会产生超越自己
以前的速度，更不会挑战自我，说白了有些“应付差
事”，从一开始就缺少必胜的信心，并且早早为自己
的失败找到了最好的借口。

全力以赴，语气更坚定，且有足够的信念。是
积极心理态势的主动驱使，它能突破原有的极限，
产生预料之外强大的冲击力。用全力以赴的态度
做事，遇到问题会主动寻找解决方法，主动寻找所
需资源，把困难很好地解决掉，把事情圆满地完成。

尽力而为只能让我们完成任务，全力以赴却能
让我们把事做成。用尽力而为的态度做事，遇到问
题会退缩、抱怨，会找理由推卸责任；用全力以赴做
事，更好地体现对困难的反思。尽力而为，只是用了
现有的力量；全力以赴是用了一个人全部的力量。

其实，我们每个人都有着极大的潜能，尤其是
生活在这个竞争激烈、到处充满机遇的年代，要想
出类拔萃、创造奇迹，仅仅做到尽力而为还远远不
够，必须全力以赴才能成功。

让我们努力做一个全力以赴的工作者吧！
□ 赵友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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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前夕，全国庆祝“五一”国际劳
动节暨表彰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航天四
院7414厂范新阳受表彰并荣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荣誉称号。5月 2日，院领导和 7414
厂有关领导欢迎范新阳载誉归来。

火箭发动机是有生命的
壳体就像是它的皮肤

每一点弧光
每一道焊缝

就像是
手术时的缝合线
只有完美无瑕

才能给予火箭发动机健康的身体
坚定、踏实、精益求精是工匠的时代品

质。在航天基层岗位奋战30余年的焊工范
新阳，就是一位坚守初心、独具匠心的普通
工人，也是一位不普通的“牛人”。

1988年，怀揣报国梦想的范新阳被分
配到国营 7414厂（现改制为西安航天动力
机械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普通的手工氩弧
焊工。不普通的是，作为生产一线工人，他
身上有着一股奋勇争先的冲劲、攻坚克难

的强劲、精益求精的钻劲，攻克了国家多项
重点战略战术装备型号固体火箭发动机的
焊接难点，为高效科研生产体系建设作出
了突出贡献，先后荣获陕西省技术能
手、航天技术能手、航天人才培养先进
个人、国防科技工业技术能手、中国航
天基金奖、全国技术能手、西安工匠等荣
誉，今年被全国总工会授予“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矢志报国，投身航天的30年，范新阳取
得了多项荣誉，却依然坚守着一颗质朴与
纯粹的初心。拿起焊枪第一次在固体火箭
发动机壳体熔上焊缝的那一刻，范新阳就
觉得眼前的发动机“活了”，自己仿佛是手
术台上的缝合医生，一道道焊缝就是那一
缕缕缝合线，只有完美的焊接才能让自己
眼前的作品拥有生命力。这样的简单想
法，心中那份坚持，推动着他不断攀登焊接
技艺的高峰。

心中一把尺：“好”，就是追求极致
对于范新阳来说，产品质量没有最好，

只有更好。某重点型号壳体反喷管座因其
位置复杂，焊接变形一直难以控制，成为困
扰该型号壳体生产的瓶颈。范新阳看在眼

里，急在心上，白天在工作中找原因，晚
上回家在书本上寻找“突破口”。最终找
出造成产品焊接缺陷的原因，对症下药，
使该产品的焊接合格率由原来的 40%提
高到90%以上，实现了质的飞跃。

手上一把枪：“牛”，就是一往无前
30多年来，范新阳手握一把小小的

焊枪在平凡的岗位上，耕耘出不平凡的
事业。 包揽“首件”产品焊接任务是范
新阳给自己压的担子，多年经验和刻苦
钻研，使他能够在没有任何试验件的条
件下摸索出合适的焊接参数，并将参数
结合其他工友手法给予微调指导。胆大心
细之外，范新阳还创新焊枪设计，自行设计
组装适应不同焊接要求的“特种焊枪”，为
攻关型号量身定制保障措施和操作规程，
使生产效率提高了一倍。

脚下一段路：“育”，就是言传身教
范新阳带徒弟是出了名的严格，做事、

做人都要一丝不苟，务实较真。“你该做到
的有没有做到”经常挂在他嘴边。依据技
术专长、体力耐力、性格特点和经验成熟
度，以培养焊接技能比武优秀选手为目标，
探索出将理论知识培训与焊接实操有机结

合的“五步带徒法”，即学习方法、动手实
践、查改问题、总结经验、独挡一面。先后
培养出2名高级技师、4名技师，2名青年徒
弟在国际焊接大赛中分获手工氩弧焊项目
二、三等奖。

今年，范新阳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对于他来说，多了一份厚重的认可。他说：

“其实没有什么，我和我的许多同事一样，
只是干活认真而已，作为一名航天人，持之
以恒、精益求精地焊接产品是我们义不容
辞的责任。”
□ 文/贺倩 张珊 张昆 图/王丹琛 栗晓攀

■洒金桥茶座■

■工厂故事■
4 月 20 日晚，一组维修队伍在车间

“激战正酣”，他们有分工，也有协作：装垫
铁、调支撑，大家很有默契，干净麻利，落床
身一气呵成，床身就位。这一幕发生在中
冶陕压三车间加工工段，是机动部在对三
车间的关键设备数控65机床进行大修。

这台设备是三车间的关键机床，使用
时间久了，磨损严重，关键部位基本丧失
精度。在企业，这种级别的数控重车可是
头一次大修，难度可见一斑，能否通过这
次大修重获新生，操作者马震、杨法刚及
三车间的领导们很担忧，但令人欣喜的
是，大修任务在预期内高质量完成，5月 9
日，机床重新达到出厂精度。

一刻也不耽误
在这场漂亮的大修战中，机动部从上

到下精密部署，争分夺秒，一刻也不耽误，
每项工作的时间节点都精确到小时，每一
环节都不允许有半点疏漏。

白天，50岁的班长王毅都亲力亲为，生怕有一点差
错。机床达到出厂精度，完美交付操作者后，他说了一
句话：“这是我们修的床子，不丢人！”

负责夜班的刘伟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成熟了好几岁，
他说：“大修工作有时让人感觉乏力、枯燥，比如刮研，少
则几天，多则一两个星期，要保持一个姿势、一个力度，
一遍又一遍，注意力必须高度集中，一个不小心全部的
刮研就会前功尽弃，太考验耐力了。但是，每次经过自
己潜心刮研后，达到了要求的精度，我心里就会有小小
的成就感。”

夜班明明有三个钳工，为什么只有他一个人在刮
研？这是因为耐磨胶带很娇气，一个刮研不小心就会前
功尽弃。由于人手紧张，配合他大修的钳工是从维修班
抽调过来的，他们对打磨并不精通，而且还要随时待命
去维修夜班的故障设备。责任心极强的刘伟生怕白天
的成果功亏一篑，所以坚持自己一遍遍地刮研。下班时
间到了，才发现腰都直不起来了。

办法总比困难多
这台机床属于重型数控车，拖板比一般同级数控车

重很多，人工推拉合研基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怎么办呢？王毅没有说话，但看似一直在琢磨着什么，忽
然，他一拍脑瓜！一个巧妙利用床身自重当地锚，配合天
车拖拽的方案诞生了。实践证明，他的方案很成功，机床
水平没有受到任何影响，大家的脸上都乐开了花。

就要“吹毛求疵”
去年调到大修班的姜战龙对大修工作最大的感受

就是：必须严谨、认真。
中拖板垂直面合研圆满完成后，机组成员很是高

兴，但是王毅当头一棒，“X、Y轴不符合大修标准，断
面加工要求中凹 0.02至 0.05毫米”！马震觉得，那么
点误差应该影响不大吧？但是知道利害关系后，马震
对他的专业素养和认真精神肃然起敬。重新刮研，重新
调整……他们的脸上没有一丝懈怠。在一次次努力下，
终于达到了中凹0.02毫米的要求。

曾有人认为他太“吹毛求疵”了，王毅师傅斩钉
截铁地说：“不认真不行！大修过的设备必须要达到
出厂精度，让操作者满意，设备好了，陕压才能制造
出精品！” □ 贺艳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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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工巧匠■

入夜时分，中国西北最大的航空
交通枢纽西安咸阳国际机场依然是人
流攒动，一派繁忙的景象。宽阔的航
站楼候机大厅里温度适宜，干净整洁，
而这一切离不开这样一个默默奉献的
集体——咸阳机场公司航站楼管理部
空调水暖站。他们保障每天十多万过
港旅客舒适的候机环境和十多万人直
饮水及卫生间的正常使用，还有上百
家驻楼单位舒适的办公环境和生活热
水，为航站楼的各项保障提供了坚实
的基础。

作为年旅客吞吐量突破四千万人
次的中国最繁忙机场之一，随着规模
不断扩大，航站楼管理部空调水暖站
的保障区域也急速扩大、设备设施数
量激增。

空调水暖站是机场的能耗大户，

节能工作尤为重要。作为空调水暖站
站长的袁战旗倍感压力。这位敦实的
西北汉子，在27年的工作经历中，从一
名普通职工走向基层领导岗位，他像熟
悉自己家一样熟悉这个庞大机构里隐
藏在不同区位、不间断运行的空调水暖
设备。他对外加强建立部门与制冷站、
机电公司、保洁等的沟通，对内积极鼓
励员工开展课题研究、技术改造等，营
造科室良好的创新氛围。

每天董昱龙都会在上午九点整照
例开始航站楼内卫生间的巡视保障工
作。对于参加工作5年的他来说，依然
清晰地记得刚参加工作时的内心感
受，“当时心里很不平衡，我一个从学
校出来的大学生去维修卫生间，心理
落差挺大的。”还记得自己第一次维
修卫生间的情景，污水、异味、恶心伴
随着整个业务流程，维修完坐在值班
室，饭都吃不下，一直反胃。老师傅过
来给他说：“第一次都一样，只要熬过

了这几天，就会慢慢习惯了，工作总得
有人干。”

2011年入职的王振平在良好的工
作氛围里，能力提升很快。由他牵头
的卫生间电池供给感应器电源改革在
集团公司微创新成果评选活动中荣获

“优秀奖”，每年不但为机场节省了 10
多万元的维修费用，也大大节省了员
工的维修压力。同年入职的冯旭在室
外机内加装环形喷淋装置，将原有的
风冷散热改为风冷、水冷同时散热，对
南楼溶液机组控制模式的优化，将南
楼13台溶液机组控制模式由手动开启
改为后台远控，不仅更好地保障了弱
电系统，控制了楼内温度，节省了人
力，还达到了节能效果。28岁的王俊
是航站楼管理部空调水暖站创新自然
班组班组长，他的工作生活都围绕空
调设备维修打转，日积月累，他的“空
调故障快速排除法”成为了同事羡慕
的“绝活”。 □ 本报记者 鲜康

■班组天地■

深夜的宝鸡市渭河河畔，窗外喧闹的
街道渐渐安静下来，起风都能听到落叶与
地面撞击的声响，而就在一栋板房的办公
室里，总有一盏灯亮着，一位中年男子正
专注地翻阅书籍，边记录、边思考，时间一
分一秒地划过，周围所发生的一切似乎难
以打断他。这样的日子，在北京地铁奥运
支线地铁、铜黄高速公路、西安咸阳机场
高速公路、宝天高速公路、宝鸡市蟠龙大
道、宝鸡植物园渭河大桥等10多个铁路、
公路国内及省内重点工程项目建设中，12
年来他就这样一直忙碌、坚持着，一心扎
进工程建设事业，白天跑施工现场，指挥
安排生产，与业主、政府对接，晚上至深夜
伏案处理各种事务……而这样的坚持均
源于热爱，源于信仰。今天我们所要讲述
的这位中年男子，就是中铁一局铁建公司
宝鸡植物园大桥项目经理、宝鸡市五一劳
动奖章获得者——郭鹏征。他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践行着诺言，用铮铮铁骨书写着
筑路人的豪情。

控制成本“郭会算”

2017年6月份，宝鸡植物园大桥项目
中标后，郭鹏征以项目负责人的身份开始
组建宝鸡植物园项目团队。经过前期选
址，综合考量，郭鹏征最终决定对宝鸡二
电厂的工业废渣沉淀池改造出驻地和预

制梁厂。
通过找电厂、找业主多方协调，项目

部开辟出了驻地面积约 800平米的项目
驻地、28000平米的制梁厂。按合同工期
两年考虑至少节约成本 300万元。成本
节省的同时还方便了员工上下班，提高了
工作效率。

主桥钢结构支撑体系原来是采用龙门
吊安装方式，龙门吊轨道距离地面15米，安
全风险极大，在方案内部评审会上，郭鹏征
提出让龙门吊落地的建议，此建议得到专
家的一致认可，降低了钢结构支撑体系施
工风险，将节省钢支撑费用约400万元。

谈到控制成本，项目副经理雷斌回
忆：在蟠龙大道项目部，项目部主要负责
的千河特大桥，要上跨大唐电厂铁路用煤
专线，原设计是 30米 5孔预制箱梁，部分
桥墩位置设在铁路路基上面，但电厂不同
意该设计方案。郭鹏征与业主、铁路单位
协调，最终经专家评审，将原设计方案变
更优化为40米+70米+40米的现浇箱梁，
该方案的变更，缩短工期将近3个月，增加
费用900多万，让项目部利润大幅提高。

在蟠龙大道项目部预制梁厂通过给
梁厂安装自动喷淋养生技术，大幅提高了
预制梁的质量和强度，得到当时业主的大
力褒奖，全线其他标段纷纷组织人员前去
观摩学习。

业绩突出“郭全能”

2012年，郭鹏征在中国科技核心期

刊 10期发表论文《某客专特大桥钢混结
合梁翼缘板现浇角钢支架检算》；2014
年，在鲁东大学学报发表《172-181千河
特大桥现浇预应力连续箱梁组合支架方
案设计》；2016年，在中文科技期刊数据
库工程技术发表《铁路工程项目质量给管
理影响因素分析》。

郭鹏征先后荣获“北京市电力杯”暨
北京市第五十二次QC优秀奖、工程测量
技术比武第一名、陕西省重点工程建设劳
动竞赛先进个人等荣誉。

2017年3月的一个凌晨，项目部一名
值夜班的职工回来，发现郭鹏征办公室的
灯还亮着，估计郭鹏征睡着了，遂进去关
灯，打开房门原来郭鹏征还在看书。

郭鹏征的办公室虽然不足 20 平方
米，但背后四开门的书柜与墙上的字画让
简陋的活动板房平添了艺术气息。郭鹏
征的书柜里分门别类放着项目管理、施工
技术等杂志、书籍。

温润如玉“郭细心”

人的精力有限，郭鹏征的精力全放到
工作上，很少回家，平时也不太注重修饰
自己的仪容。

2017年的某次，公司总工程师邓晓
峰到项目部检查，发现郭鹏征衬衣上的
扣子掉了，提醒郭鹏征，他左右摸索像
变戏法似的从口袋里摸出来已经洗得边
缘有点掉色的扣子，喃喃地说：“掉了当
时说自已缝一下，忘记了。”正是这件少

了一颗扣子的衬衣，郭鹏征穿着去西安
开会，找业主协调。

但是对于项目部的“面子”，郭鹏征从
来不含乎。现场负责人回忆，郭鹏征最让
他印象深刻的是，到现场碰见施工便道扬
尘多时，顺手拿起水管进行冲洗，要是碰
见烟头、垃圾低头，他弯腰就捡起来了。

2018迎春新年会上，项目部员工都
写纸飞机的心愿，郭鹏征的心愿：希望能
挤出时间常常回家。郭鹏征自己常回不
了家，但在大小开会中，他总是强调在保
证工作的前提下，让大家尽可能抽出时间
陪家人。

4月 27日，宝鸡市召开庆“五一”
表彰大会，郭鹏征作为唯一一名来自工
程建设企业的代表，被授予五一劳动奖
章，这是对他多年来默默付出、无私奉
献的最好回报，也是对他最大的鞭策和
激励。 □ 牛红进 李彤

铮铮铁骨筑路人

航空港的幕后英雄

■职场精英■

中国石油集团测井有限公司长庆事业部工会
委员会不慎将中国建设银行高陵县支行泾河工业
园 区 分 理 处 开 户 许 可 证 丢 失 ，开 户 账 号
61001705736052504604，核准号 J7910018721201。

特此声明作废。

遗
失
声
明

近期，从北京传来消息，延安炼油厂联合二车间运
行一班荣获全国总工会授予的“工人先锋号”荣誉称
号。据悉，该运行班组是著名的明星班组，2017年曾获

“全国石油和化工行业质量信得过班组”、炼化公司“先
进班组”等荣誉称号。图为该班班长王力在北京全总
领奖。 □ 曹锋 李浚铭 摄

自去年 4 月
上场以来，承建
南宁轨道交通项
目的中铁十二局
集 团 职 工 秉 持

“匠心铸品牌 实
干争一流”理念，
精心组织，科学
施 工 ，合 理 安
排，工期进度、
安全、质量得到
了 建 设 单 位 的
高度赞誉。图为
夜战场面。

□ 国占 吕燕
玉平 摄

本届丝博会落幕了，但在丝博会上，很多忙碌
的身影在幕后默默地为展会提供保障。

卫星消防站进驻丝博会

5月 11日大会开幕当日，记者来到吕宝振所在
执勤点。小吕是大雁塔卫星消防站的站长，从丝
博会一开幕，他就带领四名消防战士进驻主场
馆，负责 B1、B2馆的消防巡查。吕宝振告诉记
者，每两个馆都有不同的消防站负责巡查。巡查
期间，他会带领战士背负 60公斤重的细水雾灭火
水枪在馆内巡查，防止消防隐患。“这么重大的活
动，不能有半点懈怠和侥幸心理，必须确保展会
期间不出任何差错！”

吕宝振告诉记者，平时训练，这个器材里面的
水必须注满，在这样高强度的训练下，个个消防战
士才能出类拔萃。像刚才背负消防器材的贾西平
来自陕北，已经算是名“老兵”了。当记者问背着这
个消防器材累不累时，这个20岁的陕北小伙子腼腆
地说：“已经习惯了。”

武警战士守护这里的安全

在每个展馆门口，都有一名佩枪的武警岗，同
时有一名着常服的武警协助。记者了解到，武警西
安支队的官兵们从丝博会开幕前三天就开始进驻
并守护这里的安全。

记者在丝博会现场看到，武警官兵交替巡逻在
各个场馆。背负荷枪实弹以及各种先进设备的武
警战士还有针对性地进行一些科目演练。李杰告
诉记者，丝博会期间，来自世界二三十个国家的友
人汇聚西安，必须保障国际友人和客商在西安期间
的安全。记者了解到，和其他安全保障人员不同，
他们实行的是24小时备勤 。

□ 本报记者 兰增干

丝博会上的劳动者

——记中铁一局铁建公司宝鸡植物园大桥项目部经理郭鹏征

——记咸阳机场公司航站楼管理部空调水暖站

郭鹏征郭鹏征（（左三左三））组织现场技术交底组织现场技术交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