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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线新闻

工种：
数控车工

工匠档案：
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

公司数控车工、高级技师。先后荣
获全国技术能手、煤炭行业技能大
师、中央企业技术能手、中央企业青
年岗位能手、三秦工匠等诸多荣誉
称号。

匠人匠语：
“择一事，终一生，不为繁华易

匠心，作为一名工人，要的是自己优
秀，作为一名工匠，就是要带动身边
的人一起进步，共同为社会进步和
企业发展贡献智慧！”

技能绝活：
自创了“糖葫芦式”加工方法，

通过工艺改进，减少测量次数，使钻
机接头加工效率提高了 30%以上。
潜心研究数控加工尼龙技术难题，在
随钻测量钻杆加工技术上有了新的
突破，助推煤矿井下钻孔施工从“无
控钻进”到“精确受控钻进”的跨越。

个人名片
时至今日，经常会想起《无名小路》

这首歌，“林中有两条啊小路都望不到
头，我来到岔路口伫立了好久。一个人
没法同时踏上两条征途，我选择了这一
条却说不出理由”。

1993 年的一个下午，我刚上初二，
突然收到父亲煤气中毒病危的消息，顿
时感觉天都要塌下来了。家里倾其所
有为父亲治病，经过三个月的治疗，父
亲脱离危险，但恢复最佳时间为三至
五年。为了父亲早日康复，我一边上
学，一边坚持为父亲做康复训练。时
间一晃到了 1998 年，父亲基本生活可
以自理，这时我也面临人生的第一次选
择——高考。由于高考失利，家人劝我
复读或者上民办高校，但是考虑到家庭
现状和经济情况，我毅然决然选择报考
技工院校。

1998年，我在西安煤矿机械学校车
工专业学习，当时民办本科院校非常活
跃，加之技术工人给人脏、累、两手油的
印象，以致于很多人都离开了，而我选择
坚持走在这条无名小路上。

既然选择了就要干一行、爱一行、精
一行。于是，我每天总是第一个进教室，
最后一个出教室，主动向师傅们请教学
习，每次考试均名列前茅。毕业时不仅
掌握所有理论知识，还可以独立操作车
床加工零件。

俗话说：苦心人天不负。精湛的技
艺也叩响了踏上更高平台的大门。2000

年毕业时，学校
推荐我参加了中
煤 科 工 集 团 西
安 研 究 院 招 录
考试，我以理论
和 实 操 考 试 双
第 一 的 成 绩 入
职研究院。

参加工作以
后，我坚持多看、
多学、多问的习
惯，因为任何技艺
都需要与时俱进
才能取得更大成
绩。在业余时间，
我还自学数控车
床加工知识。

在工作中，我自创了“糖葫芦式”加
工方法，通过工艺改进，减少测量次数，
使钻机接头加工效率提高了 30%以
上。利用自己专业特长，潜心研究数
控加工尼龙技术难题，短时间内成功
解决了该问题，在随钻测量钻杆加工
技术上有了新的突破，助推煤矿井下
钻孔施工从“无控钻进”到“精确受控
钻进”的跨越。

在科技创新项目《Φ73整体式宽叶片
螺旋钻杆》中，我主持优化了加工工艺，提
升了钻杆的加工精度，该钻杆 2014年销
售12600根，创造经济效益1070万元。

一花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

园。2015年西安研究院创建了以我名字
命名的创新工作室，在追求自我进步的
同时，也做好传帮带工作。在各类技能
大赛前，我都会与参赛选手们一起交流、
探讨，耐心细致地对选手们进行指导。
还邀请大国工匠、三秦工匠到单位作交
流报告，极大地激发职工尊重劳动、崇尚
技能、学习技能的热情。

“不怕榜上无名，相信脚下有路。”我
选择了一条无名小路，但我走出了属于
我的精彩、走出了人生广阔空间。回顾
20 多年成长之路，有艰辛，有汗水，但
更多的是收获，我为我选择的这条路而
自豪。 □本报记者 牟影影

全国技术能手、中煤科工集团西安研究院有限公司数控车工 李浩儒

“无名小路”也能通往“绚丽舞台”

我出生于陕北延安一个普通农村家
庭，2003年在电视上看到航天英雄杨利
伟，乘坐神舟五号飞船首次进入太空，我
就许下愿望，未来一定要从事航天事业。

2006年高考前，听亲戚说，陕西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毕业后有机会进入航天
系统从事技术工作，我暗下决心要报考，
第一次没被录取，在二次补录时进入学
校的机械制造与自动化专业学习。

入学后，感觉离梦想更近一些，我就
开始不断定目标。为增强自律意识，所
有课程我都坐在前排做好笔记，与老师
互动；职业院校重视技能水平，我就天天
泡在实训基地苦练；只要有技能竞赛，我
就抓住机会、全力以赴……

2010年从陕西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毕业后，我以实操第一名的成绩被 7103
厂录用，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航天梦。掌
握的理论和技术水平也让我感受到，只
要心中有梦想，付出努力，每个人都有出
彩的机会。

入职初期，我有迷茫过。看到系统内
诸多劳模、工匠等优秀技能人才，几十年如
一日地专注于一件事，我对自己产生怀疑，
是否能做到？怎样为航天事业贡献价值？

印象最深的是，被誉为“航天钻头”的
全国劳动模范曹化桥师傅，在直径200毫
米的部件上，钻出2000多个不同角度、不
同直径的小孔，最小的孔直径只有0.12毫

米。他为了保护视力，不影响型号产品加
工生产，数十年来，从不看电视、手机、电
脑。他身上展现的航天精神，让我明白了
如何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航天工匠。

于是，我又开始给自己定目标，要向

大国工匠学习，下定决心穷尽一生磨炼
技能。凭着自己的韧劲和“傻”劲，参加
工作第三年，我加入系统的技术协会，开
启了技能竞赛的职业生涯。与高技能人
才切磋、取经，不断总结经验，攻克技术
难题，我的技能水平也迅速提高。

从业以来，我一直从事液体火箭发
动机相关零部组件的机械加工工作。在
技术攻关时，我经常日思夜想、反复测
试、总结经验。目前，解决了液体火箭发
动机精密加工难题 65项，获得创新技术
受理发明专利 3项、授权实用新型专利 3
项，其中“一种铌钨合金冷却液的制备和
使用”发明被授权国际专利，这是公司首
次以技能工人牵头申请并获得的第一个
国际专利。

作为第十三届全国青联委员，通过
青联委员中产业工人占比的不断增加，
我也真切感受到国家对技能人才的重视
与支持，产业工人在社会地位上不断提
高。未来技能人才会有更大的舞台来展
现自己。

现在的我也正向大国工匠的目标不
断努力，在工作中始终坚持创新意识，在
技能人才成长的道路上不断收获自信。
我们青年一代，应该坚持技能人才成长的
道路自信，更专注于在有限的学习时间
里，把当前做好，在每一刻都呈现出最好
的自己。 □本报记者 牟影影

个人名片

工种：
数控车工

工匠档案：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六

院7103厂数控车工、高级技师。先
后荣获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
位能手、第25届中国青年五四奖章、
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中央企业青
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号。

匠人匠语：
“我深刻体会到，从‘中国制造’

升级为‘中国智造’，依然有一段很
长的路要走，我要穷尽一生磨砺技
能，以工匠之心，苦干实干，实现智
造梦。”

技能绝活：
主要从事以载人航天、探月工

程、探火工程、空间站等为代表的各
型号液体火箭发动机喷注燃烧系统
相关产品的精密加工，被称为液体
火箭心脏的“钻刻师”。

全国技术能手、中国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六院7103厂数控车工 何小虎

小时候生活在农村，没什么玩具，我
就喜欢捣鼓一些东西。正是从小养成爱
动手的习惯，我对所有新鲜事物充满乐
趣，也让我在面对新岗位、新设备时永葆
激情。

2000年，我考入西安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数控机床加工技术专业。凭着对数
控技术的兴趣与热情，在学校时就获得
省级数学建模和数控技能大赛奖项。

2005年，我初到法士特公司壳一车
间，从事加工中心操作，幸运地师从数控
技术大拿黄万长老师，业务技能得到飞

速进步。实习
期间，车间从韩
国进口了一台
大型加工中心，
师傅不顾别人
反对把贵重设
备 交 给 我 调
试。师父的信
任，调试任务的
顺利完成，让我
意识到，抓住每
一次机遇，接受
更多挑战。

2011 年，公
司组建试制车
间，我第一个报
名。因为这是
新产品的“孵化

器”，我要迎接新挑战。同事说：“放着好
好的班组长不干，又跑去一线干活，还没
车间挣得多，你图啥？”可我知道，新产品
试制才是最大的“财富”，新岗位的平台
更高，接触前沿技术的机会也更多。

在某产品试制过程中，为了及时完
成任务，我就吃住在单位，每天只休息四
五个小时。经过调试，我发现利用CAM
自动编程软件，对产品进行提前编程和
模拟加工，既可以提前检验程序及加工
过程中的相关问题，又可以节省机床调
试时间、提高设备利用效率。在试制车

间的第二年，我利用宏程序对机床进行
二次编码，只增加一把小刻刀，就实现了
在生产过程中同步进行打标，极大地节
省了生产时间和成本。

在拥有众多高学历人才的研究院，
我看到了自身短板，于是在进入试制车
间的同一年，我通过了西安科技大学的
在职研究生考试。其实，当时压力非
常大，周内要把工作尽量往前赶，周末
去学校给自己“充电”，很感谢自己一
直坚持。

近年来，多款具有国际先进水平的
汽车传动系新产品同时启动，对新产品
试制工作也提出更高要求。作为公司首
席培训师，我总是想尽办法将自己的经
验传授给一线技术员工，通过授课、实操
训练等多种形式，努力为公司培养出更
多的工匠人才。

在一步步磨砺中，我从一名小徒弟
成为了他人口中的“师傅”。这 16年，有
很多个达不到标准的“睡眠时间”，有好
几次想要放弃的“一时冲动”，有过委屈、
辛酸，甚至偶尔“怀疑自我”，但现在回想
起来，每一次的“奋不顾身”都令自己更
加强大。

其实，每一个人都潜藏着许多自己
不知道的能量，去做一些让你害怕、辛
苦，但有意义的事，长期坚持下来，必然
会有不一样的收获！

□本报记者 牟影影

党的十八大以来，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就

发展职业教育、培养技

能人才作出重要指示，

强调“要完善和落实技

术工人培养、使用、评

价、考核机制，提高技

能人才待遇水平，畅通

技能人才职业发展通

道，完善技能人才激励

政策，激励更多劳动者

特别是青年人走技能

成才、技能报国之路，

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和大国工匠”。为贯彻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指示精神，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印发

《“技能中国行动”实施

方案》，决定在“十四

五”期间组织实施技能

中国行动，为全面建设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提供技能人才保障。

对于新时代青年

而言，成才的道路纵横

通达，学习并精通一门

技能，向着大国工匠、

大国巧匠的目标扎实

前行，不失为实现人生

价值的一个重要选项。

为此，本报记者采

访我省3名从职业校院

毕业的工匠人才，听听

这些奔跑在技能成才

道路上的“三秦健儿”是

如何完成从“工”到“匠”

的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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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秦工匠、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限责任公司首席技师 张超

每一次“奋不顾身”都令自己更强大

个人名片

工种：
数控铣工

工匠档案：
陕西法士特汽车传动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工程研究院智能制造
研究所试制车间数控铣工、公司首
席技师。先后荣获陕西省技术能
手、陕西省最美青工、三秦工匠等
荣誉称号。

匠人匠语：
“‘活到老、学到老’是我从师傅

身上传承的。我也会以初心铸匠
心，引领更多技术工人传承和弘扬
工匠精神。”

技能绝活：
通过优化程序、补偿精度等手

段，将零件公差控制在设计公差的
一半。参与试制工作的“电控液力
缓速器”以全新的传动系辅助制动
安全装置打破了国际先进公司技术
壁垒，填补了国内行业空白，先后多
次荣获国内及行业大奖。

向拥有匠心精神的你致敬！

时代 锤炼匠心
匠心 塑造时代

只要付出努力每个人都能出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