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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事，铸就不平凡
	| 韩枫钦

在中航光电生产车间，你时常能
看到一个身影——他时而穿梭于各
个设备之间 ；时而蹲坐在设备前，熟
练地操作着电脑 ；时而钻进电气柜内
部，一丝不苟地检查繁杂的线路……
原本冰冷的设备，经过他反复调试，
立即充满了温度与活力，高效稳定地
运行起来。这个忙碌的身影就是制
造工程所电气室室主任周凡，一个
热爱工作、充满激情的电气工程师。

平常而不平庸　展现工匠担当

“ 周 工， 这 个 技 术 难 点 您 是 怎
么攻下来的？给大家伙儿分享一下
吧。”“我不过是认真、较真、爱深究。”
勤于思考、勇于创新，刻苦钻研，这
是他给同事的印象，也是一名优秀电
气工程师不可或缺的品质。凭着这股
爱较真的精神，周凡从 2012 年初入
部门时的“技术小白”，成长为同事
眼中公认的“技术大拿”，曾多次获
得公司优秀员工、优秀党务工作者、
洛阳市技术创新能手等荣誉，并于
2019 年获评公司特级技术专家。

周凡自参加工作以来就尽职尽
责，做事勤勉。在同事印象中，只有
在孩子出生时多休息了几天，当有紧
急项目时，连续加班到凌晨更是屡见
不鲜。周末、节假日一旦设备出现故
障，他都会第一时间赶赴现场解决问
题。完成日常工作后，他主动钻研新
技术，攻坚克难，解决工作中尚未解
决的难题，用“深思者虑远”形容他

再恰当不过。电气室每一次技术的突
破，都承载着周凡的不懈努力，行动
上的不断探索，实践中的积极创新，
思想上的与时俱进。这是一名工匠
的担当，时时想到最前面，将自己 9
年来日积月累的工作经验不断转化
为技术创新成果，建立通用的编程
模型，提高整个团队的工作效率。

勇担工作重任　攻坚技术创新

在重大技术攻坚项目中，周凡总
是奋勇当先冲在最前面。2018 年初，
车间提出光纤柔板布纤项目，通过光
纤柔板布纤自动化来提高生产效率。
整个项目需要实现成百上千路光纤
依照设计图纸自动涂布在光纤板上，
并要求控制系统按照图纸实现 4 轴
联动控制。4 轴联动过程中要实时保
持光纤的张力状态，并要求控制系
统具备机器视觉引导位置偏移旋转
等功能。

经过调研，当时国内尚未有任
何成功方案，而外购一台国外设备需
要 280 多万，同时不能精确保证工
艺要求。在部门领导的提议下，最
终决定通过自制设备实现自动光纤
柔板布纤方案。周凡作为软件及电
气系统的负责人，多次与机械设计、
车间工艺开会沟通产品细节，在现场
认真观察工人手工布纤手法，并向
他们请教在布纤过程中需要注意的
问题。10 月初，由于过度劳累，身
体透支的他发烧了，却未告诉任何
人，仍坚持在现场，奋战在第一线，
最后因高烧不退确诊肺炎住院治疗。

所长在探望他时，看到周凡挂着点
滴依然在写程序，便劝慰道 ：“生病
了就要好好休息，把身体养好是第
一位，生活中张弛有度，工作时才
能收放自如。”周凡笑了笑：“忙惯了，
突然停下来反而不适应。”就是这样
朴实的他，用百分百的精力对待工
作，一丝不苟，追求技术上的精湛。
经过一周的住院治疗，他刚退烧就办
理出院，继续投身到繁忙的工作中。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将近 10
个月的调研、设计、编程、调试，最
终设计的柔板软件和电气控制方案，
成功应用于光纤的柔板布纤，并于
2018 年 11 月将设备投入运行进行
试产，看到运转自如的机器以及试产
出来的布纤效果，周凡欣慰地笑了，
心头的石头也落了地。2019 年初设
备开始正常生产。整个项目打破了
国外公司的技术垄断，达到了世界
先进水平，整台设备较外购节约 100
多万的成本，三台设备整体为公司
节省数百万元。

悉心教导新人　打造卓越团队

近年来，由于项目需要，新进
年轻电气工程师较多，但缺乏实操
经验。作为室主任，他开启导师模式，
对新人进行技术讲解、实操演习，让
他们更好地把书本里的知识应用到
实际工作中。在进行电子凸轮项目
时，实现快速装针并达到柔性装针
是这个项目的难点，他带领新人从
制定方案到安装调试，手把手地教、
实打实地带。“主任，辛苦你这么晚

还在帮我解决问题。”“很正常，虽
说辛苦，但看到设备正常运行的那一
刻，心里的获得感会油然而生。”“平
时叫我周工就行了，主任显得太生
分了。”在他的精心指导下，新人解
决工作中实际问题的能力不断提升，
年轻技术人员队伍凝聚力和战斗力
也显著增强。

在日常大小会议中，周凡经常
用扁鹊论医术的故事教导大家，“‘上
医治未病，中医治已病，下医治大
病’，作为电气工程师，在解决技术
难题的同时，要时刻敲响安全警钟，
首先保证调试时人身安全，同时保
证设备安全，防患于未然，提前预
测可能出现的问题，不要等到问题
严重暴露时再亡羊补牢。”

精心是态度，精品是结果。工
作 9 年，周凡严谨细致，深钻技术，
力争把工作做到极致。“慧者心辩而
不繁说，多力而不伐功”，周凡是一
位慧者，努力做事却不自夸，复杂项
目的研发过程中总有他无私的身影。
作为新时代航空人，他时刻不忘“航
空报国、航空强国”的信念，埋头苦
干、默默无闻地奉献着自己的忠诚、
智慧、才华、青春，“凡”事中铸就
了他的不平凡。他希望通过自己的付
出，能够加快车间生产自动化建设，
实现公司生产效率的提高、劳动强度
和生产成本的降低，提升产品市场竞
争力，为中航光电的发展出自己的一
份力，为数智航空建设做一点贡献。

创新引领 匠心筑梦 铸就装配技能“多面手”
	| 骆悦

他是装配难题的“终结
者”，一项项装配难题在他手
中迎刃而解 ；他是新研项目
赛场上的引领者，一次次优
异成绩刷新着他的人生高度。
他就是航空工业洪都飞机部
装二厂副工长邓金林，近年
来先后获得航空工业“青年
岗位能手”，洪都公司 “十佳
青年”“先进生产工作者”“劳
动模范”等荣誉。

身经百战，历练超凡技艺

邓金林参加工作 14 年，先后担
任洪都公司各型号的工段组织及生产
工作。他求知若渴，善于总结，遇
到问题沉着应对。翻看他的工作笔
记，满满是各型号的装配方法技术要
领。在科研生产中摸爬滚打，一步一
个脚印，他练就了超凡技艺，成长为
高级技师。他巧用定位特点使某型机
起落架接头同轴度得到保证，用特有
的手法实现锯齿蒙皮修配达到 0 对 0
的高苛刻间隙要求，利用自创的磨具
解决装配多层次托板螺母质量超差问
题……各种型号的磨炼让他从中积累
了宝贵的技能特长，对各类装配技术
难点沉淀了自有的装配方法，为各型

号优质高效交付提供了有力保障。

攻坚克难，铸就精品工程

邓金林有着极强的攻关精神，越
是技术难度大的部位越是要争取去
干，按照他说的话“项目成功我成才，
我喜欢挑战，我喜欢学习新东西来充
实自己”。作为某型号的参与者，新
工艺、新材料、新技术攻关是产品型
号的关键，他迎难而上，成为攻关的
带头人 ；作为一名“开荒者”，无耳
托板螺母如何装配，连接配合 4000
多个孔如何实现同心装配、油箱骨架
及壁板的橡皮硫化等都是型号验证的
重点。他化压力为动力，从零件的划
线、定位、制孔、锪窝、连接等每

一道工序入手，从各个
维度发现可能存在的风
险，及时解决过程中存
在的难点，逐一列出纠
正处理措施。

厂房内，时而可见
他拿着指令与数模穿梭
在现场，拿着连接件在
板材上试验，拿着零件
在型架上比画，以及与
工艺、设计研讨的身影。
他终日刻苦钻研，边琢
磨边推进，从刀具的选
用、制孔的顺序等方面

进行优化实现装配工作质量与效率的
提升。

敢为人先，彰显部装本色

某项目涉及机身前缘、机翼前缘、
二元喷管及各成品试验件的改装，需
要采用金属与复材进行互换装配，这
是一个极大的装配技术挑战。他强化
过程跟踪，深抠细节，统筹零件之间
的装配顺序，不断总结及预判难点。
为实现达到良好装配效果，他与工艺
沟通，自制几十块钣金支撑件进行定
位，并结合结构特性精细化切割修配
构件。为了抢占试验周期，北方寒冬
腊月的试验场，他无数次夜里登上摇
臂车 ；在高空试验台、在寒风刺骨的

跑道上，他争分夺秒进行作业，高质
量完成了装配工作，为该项目研制奠
定了扎实的基础。

面对种种技术瓶颈，他始终保持
一种不服输的精神。为了型号生产的
顺利推进，无数个深夜，他在厂房内
与同伴们一道攻克难关，蹲守在生产
现场跟班协调指挥，关键时刻，还上
手操作带教示范，发挥指挥官和操作
者的双重作用，起到了传帮带的积极
作用。

创新创效，诠释时代“匠心 ”

作为一名新时代青年，他热衷于
钻研，创新创效。在型号研制过程中，
他一直求真探索，以优质高效保交付
为契机，以问题为导向，满怀热情积
极地投身改革，把复杂的东西简单化，
将创新思想转化为创新行动并结出果
实。他提出的多项革新在产品制造中
得以运用，目前已授权发明专利 1 项，
实用新型专利 6 项 ；正在受理的申报
发明专利 1 项，实用新型专利 2 项，
正在撰写的专利 3 项。

邓金林以匠心之笔挥墨泼洒，鼓
舞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激励着各条战
线上的员工勇攀装配质量高峰，在平
凡的岗位上不甘平庸，书写属于新时
代青工的华彩篇章。

锻工新秀
——记航空工业宏远2020年度劳动模范姜涛

	| 王平	

“小伙子干活踏实，能吃苦、肯
钻研 ；遇难题、办法新、点子多，是
分厂众多青工中成长较快的锻工新
秀。”航空工业宏远小型锻造厂领导
说的小伙子，就是带领班组成员年累
计完成产品 334 项，新品攻坚 129 项，
实现产值 9546.35 万元的宏远 2020
年度劳动模范、小型锻造厂 3 吨自由
锻甲班班长姜涛。

今年 38 岁的姜涛，在自由锻设
备上已奋战了 15 个春秋，先后获得

“优秀共产党员”“质量先进个人”“模
范班长”等荣誉 ；他所带的班组多次
荣获公司“工人先锋号”“质量信得
过班组”。

初识姜涛是在炉火熊熊、锻锤铿
锵的 3 吨自由锻锤砧前。只见他身着
深蓝护心马甲，头戴航空蓝护目安全
帽，一双粗壮有力的大手，钳着上千
度的棒坯，躬身屈膝间将 30 余斤烧
得通红的钢锭，变成方块、圆饼、扩
展成圈子。一连串流畅顺滑的锻、揉、
赶、压、挤、碾操作，整个锻打过程
节节贯通，动静结合的肢体动作，展

现出打铁“汉子”极富观赏性的美感。
锻造在旁人看来只不过是“打

铁”，但在姜涛眼里，是一项技术性
很强的体力活。苦的是心志，锻的是
匠心。只有心到才能锻打出合格的产
品。提及“硬功夫”，不善言辞的姜
涛憨憨地说 ：“勤是补拙的良药。刚
上锤干活时，完全不同于书本中所学
知识，也对老师傅常讲的‘知易行难’
有了更加深刻的认知，必须在勤学苦
练中不断积累经验，磨炼技能。”

为尽快完成理论到实践的转化，
他虚心向老师傅请教，坚持多看、多
学、多问、多练。手掌上磨出的厚厚
老茧，浑身上下烫出了大大小小疤痕，
都是他一次次超越自我、不断锤炼进
步的见证。正是凭着勤奋好学、乐于
钻研、把工作精心干好的专注与磨
炼，使他的锻造技能有了质的飞跃，
很快由普通学徒工、青年骨干、主力
掌钳人，成长为锻工班的“领头雁”，
成为在平凡岗位上攻坚克难的先锋模
范。

某型机荒形锻件是公司 2020 年
新开发的型号任务，也是客户重点急
缺考核项。姜涛班组承担该项任务
后，面对锻件材料重、体积大、成型
难、节点交付紧，且锻造设备打击能
力低，无参考经验可借鉴的多重挑战
与考验，他主动与技术、检验、设备、
安全管理等人员探讨、分析，综合各
方意见细化制定锻造工步方案，自制
辅助工装定位样板，采取不同打击频
率、改变锻荒送进量等方式，带领班
组成员出色完成了 54 批次荒形生产，
兑现了为客户“保品种、保质量、保
进度、保交付”的承诺。

“锻工属于集体操作，产品质量
好坏，取决于团队整体作战力。每遇
新品攻坚任务，姜涛都会有意识对组
员进行各工位交叉锤炼，提升打铁必
须自身硬的真本领。2020 年，他们
班组完成新品研制、荒型供应、自身
产品生产三大任务，是全分厂质量效
率最多最好最优的班组。”小型锻造
厂党支部书记介绍姜涛工作时高兴地
说 ：“这小伙特别能吃苦，干工作从
不挑肥拣廋，特别是在 2020 年疫情
期间，为确保重点急缺任务完成，他
一连 15 天坚持吃住在现场，处处起
到了先锋模范表率作用，带领班组成
员圆满完成了数十项硬骨头攻坚任
务。”

“简单的事情重复做，重复的事
情用心做。”姜涛精益求精、厚积薄发，
用自己的行动阐释着一名普通锻工班
长的责任和担当。

姜涛穿戴好劳保防护用品，在平
凡的岗位上只为“一次做好，缺陷为
零”，把交付的各项任务更加精益出
色完成好。

锵！锵！锵！“集结号”已经锤
响。

任务完成，他笑了 
——记航空工业制造院光电产品结构设计专家郑四木

	| 骆建利　詹祖沛

“ 诶， 你 zei 个 做 dei 不
行 dei 呀！”工作研讨会上，
郑四木瞪着眼睛，扯着嗓门
着急地用浙江话解释着……
和郑四木合作过的人都知道，
这时候谁也不能够打断他。

对于航空工业制造院这
位光电产品结构设计的专家，
平时大家都喜欢亲切地喊他

“郑师傅”“大管家”“老大哥”，
因为他亲切和善，不管同事
遇到什么问题，他都会耐心、
细心帮助解决。但是在讨论
工作问题的时候，他却不容
得有半句玩笑，特别是当有
不同意见时，就好像变了一
个人。

这样的他，让同事们既爱又恨、
既敬又亲。爱他一丝不苟、认真负责，
恨他铁面无私和那改不了的家乡话 ；
敬他勇挑重担、从不言败，亲他热情
开朗、总是积极主动帮助别人。

年过半百的郑四木得知大家这样
的评价，摸摸头，咧开嘴 , 咯咯地笑
了起来……

认真负责的“郑师傅”

中红外项目研制技术是当前国内
外的热门，也是制造院开发研制的新
产品，应用前景广阔，郑四木负责项
目的结构设计试验组织工作。

设备型号的机械结构设计，招标
方临时需要进行调整，时间紧迫，修
改量大。接到任务，郑四木没有抱怨
和迟疑，他接过修改要求单，扎进办
公室，彻夜搞研究、做设计，想尽一
切办法协调和修改，最终满足设备的
机械结构需求。

光路调试阶段，需要专用工装，
郑四木连夜画图设计，第二天又跑到
外协盯着加工制作，身边随行的同志
劝他回去休息，他说 ：“我不放心！”

这项工作刚完成，为了方便调试
过程，他又琢磨着专门设计了 2 套调
试夹持工装，为调试创造便利条件。
约 3 个月的设备整机调试，他全程冲
在第一线，忘记了节假日，忘记了休息，
有的同事说 ：“郑师傅好像把家都忘记
了，很少听见他给家里打电话，打电
话都是在讨论工作。”

深夜，他靠在椅背上捶着腰，年
轻同事看见了让他去休息，他又说：“我
扛得住！”

重担在肩的“大管家”

2020 年 12 月 29 日， 郑 四 木 接
到通知，中红外干扰系统第二天一大
早就要送去基地进行外场试验，2021
年 1 月下旬必须完成并送往比测地点。

任务已定，郑四木没有犹豫，他
紧急联系相关同志配合准备工作，一
切准备就绪已经是凌晨 2 时。第二天，
他又跟到外场试验基地进行试验，再
回到单位已经是下午 4 时，但是他顾
不得喝上一口水，又立即召开会议讨
论样机试验中存在的问题以及下一步
的解决方案。深夜，他把修改好的方

案小心地装进公文包，满意地抱在怀
里，回家的脚步异常轻快。

“大管家”，在试验基地的同事们
都这样叫郑四木，除了做好试验工作，
外协沟通协调、物资采购、食宿安排，
他都主动承担起来，对年轻同志更是
照顾得无微不至。

任务圆满完成，当样机装载好即
将送走，携带的设备和材料清单一应
俱全、清晰完整。郑四木像很多时候
那样，咧开嘴笑了……

以身作则的“老大哥”

GD11 作为制造院激光武器装备
的支柱产品，审价工作至关重要又异
常繁重，郑四木顶住压力，主动把任
务承担下来。

40 盒审价图纸，4000 多张图纸，
28 盒工艺规程，200 多个工艺规程目
录、近 600 份文件，还有 19 个主要
配套设备、15 个外协厂家、375 个外
协件、675 个元器件，还有其他一些
目录清单、专用设备、仪器、工装明
细及价格构成说明等，加上大量的物
资采购合同、外协外购合同，这些郑
四木都要一一核对详实。

晚上 10 时多，韩林森的电话铃
铃响起来，接通电话，那头传来郑四
木干脆响亮的声音 ：“工艺规程还是有
些问题，明天你配合我再审校一遍……
不能有丝毫误差！”

复杂的内容，繁杂的程序，加上
艰难反复的协调沟通，长期的疲惫让
年轻同志们有些压抑和浮躁。郑四木
在忙于工作的同时也不忘记关心、开
导他们，帮助解决问题，年轻同志都
喜欢亲切地叫他“老大哥”。

不管是制约激光产品散热的瓶颈
问题，还是研制难度强的大尺寸高脉
冲能量激光器，各种难题在郑四木这
里似乎都会迎刃而解，顺利完成。看
似轻松的背后，同事们清楚，这是他
熬了多少日夜辛苦换来的成果。他乐
观开朗、积极向上的精神感染着身边
人，大家为他严谨负责完成的科研成
果点赞，更为他辛苦付出、熬夜通红
的眼睛感到心疼。

郑四木说 ：“只要任务能够完成，
我就不觉得累！”说完，又咯咯地笑了。

你不知道的“张老师”

	| 张跃蠙

“张老师，这里有个特急件，辛
苦您马上出技术通报，今天必须上
报！”“这里面有好几处低级错误，而
且前后格式也不统一，目前这样肯定
是不能发的！”“咱们从头再核一遍吧，
我也带着你再熟悉熟悉公文拟定中几
个需要多注意的地方。”

大家口中的“张老师”，就是航
空工业专家、航空工业凯天优秀共产
党员张弦波。很多人只看到他在重复
收文发文工作中“甘于奉献”“原则性
强”“不吝分享”的品格，而这背后，
主动作为、善于创新的凯天人底色，
却早已融入了他的工作日常。

主动作为是他开新局的秘诀。十
年如一日的工作中，张弦波不变的是

对变革的持续追求。凯天党委提出深
耕精细化管理，他便牵头开展公文管
理及相关行政工作的制度建设，议规
矩、明原则、定标准、严质量，进而
推动公文流转更加规范有序。为顺应
公司信息化办公的新趋势，他积极对
接用户需要，开展培训交流，及时挖
掘“更好用”的电子流程，让流程链
条“更简洁”，降低全员的劳动成本和
时间成本。在公司合规建设的推动下，
他在“信息热”的大环境下保持“冷
思考”，将公文运转的分密级管控融入
AOS 体系建设，切实扎牢保密防线，
为公司科研生产保驾护航。

善于创新是他谋转型的担当。公
文是凯天党委指挥策令的重要载体，
在促进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战场上，张
弦波闻令而动，想在前、干在前。他
以公文处理为抓手，构建起公文运行
管控体系，确保党的部署在“最后一
公里”落地见效。他定期对公文办结
情况进行统计分析，梳理公司改革创
新的难点和堵点，立足岗位为公司党
委深化改革提供决策支撑。

承接集团“十四五”规划、推进“数
智赋能”、狠抓“基础提升年”系列工
作……凯天党委决策的每一重大事件，
都有张弦波的参与，但文件材料上却
从未出现过他的名字。在航空工业各
条战线上，你不知道的“张老师”还
很多很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