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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王平

提到钳工，在人们的脑海里，就是那些随身
携带钳子、扳手、螺丝刀的技术工人。

的确，这些人干的就是校模具、拧螺丝、磨
刀具的活儿。 然而有的人正是在这种极其平凡
的岗位上，干出了一番事业，湖南兵器集团长城
机械公司钳工刘建伟正是其中的典范。

11月中旬，在株洲职教科技园举行的“十行状
元、百优工匠”竞赛活动钳工决赛中，刘建伟经过3
天的苦战，勇夺比赛冠军。

1995年， 技校毕业的刘建伟被分配到长城
机械公司工具机修车间从事钳工工作。实践中，
他感到最缺少的不光是经验， 更缺少的是理论
知识，因此他先后系统学习了《机械原理》《金属
加工工艺学》《互换性原理与测量技术基础》等
大学工科课程。

一贯追求完美的刘建伟， 在实际操作上总
是精益求精。

“绝活，取决于是否拥有毫厘之间的优势。”
刘建伟设计和制作的刀具、模具、量具、夹具等，
其精度几乎都能达到0.001毫米，表面粗糙度能
达到0.2微米。

钳工这个行当，所处的单位不同，对技术的要
求也不一样。作为军工企业的钳工，在技术上的要

求要远远高于其他行业。
军工产品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工装品种

多、精度要求高、加工难度大，刘建伟每天都会
遇到难题，可他认为“难题并不可怕，知难而进
最重要。”

一次， 他们加工一个产品， 精度要求特别
高，最小窄槽只有0.5mm、尺寸要求为正负0.01
毫米,这种产品的加工“史无前例”。刘建伟没有
被困难吓倒，他连续好几天泡在车间里，通过反
复试验摸索，成功研制出一套专用刀具，其工作
效率较传统方法提高10倍。 这项操作法被湖南
省职工技协命名为“刘建伟刀具加工法”。

“车到山前必有路。”这是刘建伟经常挂在
嘴边的一句话。遇到技术难题，刘建伟总会用这

句话来鼓励大家。
近几年的军品订单， 加工品种多、 形状复

杂，需钳工制作的品种就有400余种，几乎全无
通用工具。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 刘建伟和大家反复查
阅图纸，研究工艺，仔细琢磨，最终设计制作了
一套钻、铰、锪孔定位夹具，从而达到操作简易、
快速方便的目的， 加工出来的产品质量合格率
达到98%以上。

刘建伟近年来先后获得“湖南省技能大
师”、“湖南省百佳首席技师”、“第十二届全国
技术能手”等称号。

勤于思考，精益求精，是拧在刘建伟心里永
不生锈的“螺丝钉”。

拧紧每颗螺丝钉
———记“十行状元、百优工匠”竞赛活动钳工决赛冠军刘建伟

� � � 11 月 25 日 ，
刘建伟在湖南兵器
长城公司工具机修
车间进行模具精密
检测。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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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湖南日报11月30日讯 （记者 刘文
韬）今天上午，省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二
十六次会议分组审议了省政府关于全
省出生缺陷防治工作情况的报告。报告
显示，我省是人口大省，也是出生缺陷高
发省，平均每2小时就有3名出生缺陷儿
降生，每年新增残疾人1.2万人，极大危
害了儿童生存和生活质量，也影响了家
庭幸福和谐和人口总体素质。

我省出生缺陷发生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0%

据全省52家出生缺陷监测医院数
据显示，我省出生缺陷发生率由2005年
的150.31/万上升到2014年221.87/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40%，居全国第三位。
2015年全省出生缺陷发生率为218.39/
万，与2014年相比虽略有下降，但仍远
高于国家 145.06/万—157.03/万的水
平。许多家庭因此承受巨大的精神痛苦
和经济负担，因病致贫、返贫失去幸福，
同时也给社会造成巨大经济负担。

技术力量薄弱、 防治服
务项目不全等导致出生缺陷
筛查率不够

根据省人大教科文卫委和省卫计
委的调查，由于当前环境污染、食品安
全、电磁辐射等多种因素影响，育龄妇

女环境有害物质暴露吸收增加， 以致我
省出生缺陷发生风险不断增大。同时，由
于防治机制不健全、群众优生意识不强、
基层服务能力有限、 防治服务项目不全
等原因， 也影响了我省出生缺陷防治工
作的开展。 目前承担全省出生缺陷防治
工作的主要是市、县两级妇幼保健机构，
但普遍存在技术力量薄弱、 功能布局不
合理、基础设施未配套等问题，导致出生
缺陷各项筛查率不够。

强化出生缺陷防治工作
服务和保障

针对我省出生缺陷防治总体形势较
为严峻的情况，委员们在审议中呼吁，应
站在建设富饶美丽幸福新湖南、 提高全
省人民健康水平的高度， 从省级层面成
立出生缺陷防治工作领导小组， 以加强
对出生缺陷防治工作的领导和协调。切
实改善基层防治基础条件， 积极推动构
建覆盖全省城乡居民，涵盖孕前、孕期、新
生儿各阶段的出生缺陷综合防治体系。将
出生缺陷防治工作所需的相关经费足额
列入各级财政预算，特别是加大对贫困地
区的扶持力度，将产前筛查、产前诊断和
新生儿疾病筛查服务等列入基本公共服
务项目予以保障。同时，各级环保部门应
加大对环境保护和污染治理力度，降低环
境污染因素对出生缺陷的影响。

我省出生缺陷发生率
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省人大常委会委员呼吁强化防治服务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