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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张福芳

他被誉为“长沙最后的手工制秤人”,40
多年来，带着徒弟一共做了十几万杆秤，每一
杆都分毫不差； 他是长沙市非物质文化遗产
项目“手工杆秤制作”传承人，做的杆秤既能
称头发丝，又能称200公斤的大物件。

他用匠心传承，用初心坚守，任凭岁月更
替， 依旧专注在天心区太平老街上那间面积
不到5平方米的店内刨、打、钻……

他叫文志飞，今年68岁。
1月29日，农历传统小年。记者在“太平

街老秤店”见到文志飞时，他依旧没有放假，
戴副眼镜，盯着校正码，正在校正一把刚做好
的秤， 直到忙完才深吸一口气说道：“制作一
杆秤不容易，挑木材、刨木、制粗胚、刨圆、打
磨、包铜管、配砣……大小十多道工序，道道
容不得半点马虎，稍有不慎就会有偏差，前功
尽弃。”

“工序这么复杂， 那你一天可以做几杆
呢？”

“原来工序还复杂些，有100多道，现在
原材料好买些了，缩短成十几道工序，有时一
天可以做两三杆。”

“电子秤普及后，手工秤应该不好销了，

怎么没想着转行？”
“前些年手工秤行情确实很差，随着传统

手工艺的复兴， 现在我们的秤已成为工艺
品。”文志飞告诉记者，虽然现在都用上了电
子秤，但有的中药房还需要杆秤称药材，办传
统婚礼也需要杆秤挑盖头， 还有不少游客买
回家当装饰品、纪念品，有时一天也能卖个三
四杆，有近千元毛收入。

“扣去成本、房租什么的，收入虽然不高，
但是很有成就感， 政府也越来越重视我们这
些传统手工艺人， 所以更不能丢了老祖宗传
下来的这门手艺。”文志飞说。

文志飞出生在益阳市安化县，13岁时拜父
亲为师学做秤。父亲给他上的第一堂课，就是
“学做秤要先学做人，做到手稳、心稳、口稳。”

“手稳就是不要怕吃苦， 心稳就是要专
注、专心，口稳就是要少说多做。”文志飞说，
在父亲严厉教导下， 哪怕双手伤痕累累也从
不叫苦。

凭着一股子坚韧劲，15岁时，文志飞学成
出师。上个世纪80年代初，乘着改革开放的
春风，文志飞从安化来到长沙，谋求更多的机
会和发展。

“那时长沙已经比较繁华了，做秤的人也
不少，我就走街串巷和他们交流技艺。”凭着

过硬的技术和严谨的态度， 文志飞的名声在
长沙手工艺人中越来越响。

上世纪80年代末，文志飞把自家的杆秤
店搬到了太平街上，此后便一直在太平街上，
随岁月沉浮，不骄不躁。

“这些年来，我陆续带过8个徒弟，但他们
都没有坚持下来，太苦了，也赚不到什么钱。”
文志飞说，做秤枯燥无味，每天重复着相同的
工序，而且手容易擦出血，磨出泡，一天也做
不了几杆，收入微薄，很多人都坚持不了。

所幸的是，这几年，随着传统文化的复兴
以及对手工艺人技艺的挖掘， 文志飞手工杆
秤店的生意也开始好转， 二女儿也对做秤产
生了兴趣，成为文志飞的徒弟。这让文志飞甚
是欣慰，“有了传承人， 这些浓缩着传统文化
和一代代手艺人心血的工艺，就不会丢了。”

如今， 文志飞的杆秤店已成为太平街上
的特色店，不时有游客前来拍照、买秤收藏。
每卖一杆秤， 文志飞都要在装秤的盒子上写
下：“心中要有杆秤，做公平、正义、有良心的
人。”既是祝福，也是劝诫。

文志飞在制作杆秤的同时也收藏杆秤。
当记者问起文老的新年愿望时，他兴奋地说：
“我想开一个杆秤博物馆，让更多人了解秤、认
识秤，把杆秤这门传统技艺不断传承下去。”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这幅画的名字叫‘喜上眉梢’，祝愿祖国
一年更比一年好！”1月28日， 祁阳县民生路
王府井路段，负责清扫、保洁该路段的环卫工
人李祥元，正在向人们介绍他新创作的画作。

知情人向记者介绍，如今，李祥元已是远
近闻名的“马路画家”。

生活节节高，重燃儿时梦想

1955年出生的李祥元，是祁阳县肖家镇
柏玉村二组村民，从小爱画画。

然而，那时没有学习专业绘画的条件，李
祥元痴迷地用树枝在地上、路旁画小鸟、小狗
等。为此，没少挨大人骂，但他依旧坚持画。

李祥元初中没毕业便辍学回家。后来，为
了一家人的生计，他种过田、做过小生意，只
能把画画的爱好藏在心里。

一晃多年，李祥元的两个儿子长大了，一
个做生意，一个在县里开店，分别在镇上和城
里安了家。

2008年，李祥元的大儿子李碧和小儿子
李义商量，把李祥元接到县城安度晚年，平时
接送孙子、孙女上学放学。

可不久，忙碌惯了的李祥元闲不住，四处
寻找合适的活干。

正好这时，县环卫所招环卫工人，李祥元

得知消息前去应聘，被录用为临时工。
2010年的一天， 李祥元在保洁后休息

时，见两名老师带着学生在街道旁写生，他好
奇地凑上前去看， 忍不住拿起画笔“露了一
手”。

带学生来写生的老师惊奇地问道：“您功
底不错，怎么不画呢？”李祥元回答：“我这么
大年纪了。”老师们认真地说：“现在是个好时
代，比你年纪大的都在追梦呢。”

李祥元沉思起来，儿时的梦想又开始“苏
醒”。他向全家人宣布：我要追梦！

遇上好时代，63岁成“网红”

此后，在祁阳县民生路王府井路段，人们
经常看见一位瘦小但很有精神的老人， 在清
扫、保洁街道之余，坐在路旁，左手拿着自制
的画板，右手速写、写生、作画。

一开始， 李祥元担心人们投来异样的
眼光，但没想到，大家听说他的故事后，主
动关心、支持他，不少美术爱好者、书画老
师还邀请他去听课。在大家的帮助下，李祥
元的绘画技艺迅速提高， 他也被大家称为

“马路画家”。
从此，李祥元追梦的步伐更加坚定，工

作更加努力。 他每天5时30分左右赶到街
上，认真清扫街道，隔一段时间再从头到尾
清扫一遍。 休息的时间里， 李祥元坐在路

旁，观察路旁的景色、行人，聚精会神地速
写、写生。

祁阳县环卫所该片区负责人陈骥告诉记
者，李祥元工作积极认真，他清扫的街道经常
被评为优。

2018年8月， 当地电视台、 多家省市媒
体，先后报道李祥元追梦的故事，李祥元很快
成为新闻人物。

陈骥向记者介绍， 衡阳市一名书画老师
特意找到李祥元，观看了李祥元的作品后，大
为赞赏，硬要付钱购买李祥元的40幅写生习
作，李祥元不肯收钱，最后，李祥元只好收了
每张3元的纸张费。

不久前， 广州市一家画馆的董爱民老师
特意来到祁阳，收购了李祥元的40幅画作。

李祥元追梦的故事还在“发酵”。记者在
民生路几户商铺了解到, 他们非常喜欢李祥
元和他的画,不但主动给李祥元提供休息、创
作的场地，还腾出地方展示李祥元的画作。一
些爱心人士还免费给他装裱作品……

李祥元由衷地说：“我很幸运生活在这个
人人都可以追梦的时代，我将继续追梦！”

湖南日报2月1日讯（通讯员 兰志荣
记者 彭雅惠）1月31日， 我省召开全省审
计工作会议， 明确2019年审计工作重点
完成“七项审计任务”。

2018年， 我省审计机关依法审计调
查5134个单位，查出各类违规、损失浪费
问题金额306亿元，处理上缴财政和减少
财政拨款205亿元，向纪检监察、公安机
关等部门移送问题线索近900件。

省审计厅党组书记、 厅长胡章胜表
示，2019年将大力推进审计监督全覆盖，
充分发挥审计“治已病、防未病”的建设性
作用。今年要重点完成的“七项审计任务”
为：

加强对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的跟
踪审计。重点关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5个
“百亿工程”、 服务实体经济发展等情况，
特别关注减税降费、清理拖欠民营企业中
小企业账款、惠农补贴“一卡通”管理使用
等情况，推动政策措施落地生根。

加强对三大攻坚战相关项目和资金
的审计。重点关注隐性债务风险、企业经
营投资风险、地方金融风险，促进防范化

解重大风险；继续开展新一轮扶贫专项审
计，对省建工集团总承包的易地扶贫搬迁
项目实施跟踪审计；结合县市区党政主要
领导经济责任审计，实施自然资源资产离
任（任中）审计。

加强财政审计。重点关注财政收入质
量及真实性、预算收支完整和支出结构优
化、地方政府债务管理、专项资金统筹整
合等情况。

加强政府投资审计。组织对38条省政
府投融资建设的高速公路实施竣工决算
审计；对省本级部分投资项目概算调整实
施调概审计。

加强领导干部经济责任审计。重点关
注领导干部贯彻落实新发展理念、打好三
大攻坚战等情况。

加强民生审计。 组织对5个市州开展
保障性安居工程审计； 对45个县市区开
展国外贷援款项目审计；开展城乡居民最
低生活保障资金专项审计等。

加强国资国企审计。重点关注国有企
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兼并重组、提质增
效等情况。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吴章松 胡谦

国有企业三项制度（劳动、 人事、分
配）改革事关国企员工的切身利益，事关
国企能否实现高质量发展。如何通过深化
改革，充分调动广大干部职工干事创业的
积极性、主动性，是国有企业能够持续释
放创新活力的关键。

1月31日，省国资委相关负责人在接
受记者采访时介绍，截至2018年底，27户
省属监管企业集团总部共精简人员275
人， 下属企业共精简人员11574人；27户
企业实现劳动合同签订率100%；19户企
业实现员工公开招聘率100%；10户竞争
类企业绩效工资比例超过40%，6户功能
企业绩效工资比例超过30%；8户企业实
施了中长期激励。

搬掉“铁交椅”，干部能上能下

近年来，湖南国企以建立干部能上能
下机制为突破口彻底打破“铁交椅”。各企
业按照集团化管控、专业化管理、集约化
运营的要求，科学调整组织结构，减少管
理层级，合理设置内设机构、配置管理人
员。

加大中层管理人员轮岗交流力度。强
化对管理人员综合考评的日常监督管理，
将考评结果与职务升降和薪酬调整紧密
挂钩， 建立动态管理和末位调整机制。湖
南新天地集团7个部门的16个岗位面向
省国资委系统公开选聘， 并对25个岗位
编制实行“双向选择”，打造高效、专业、精
干的集团本部管理队伍。2018年，新天地
集团实现营收36.4亿元、 利润1.03亿元，
同比分别增长4.4%、7.7倍，主要经济指标
在全国同行及省属国企中排名处于前列。

湖南国资公司新聘管理人员公开竞
聘率达100%。 湖南交水建集团大力推进
管理人员竞聘上岗，集团成立以来，严格
按程序提拔中层干部35名，调整53名，选
拔了一批70后、80后优秀年轻干部进入
各级领导班子。

端掉“铁饭碗”，员工能进能出

2018年，省国资委明确提出，要加快
改变国企选人用人机制，建立真正的市场
化机制，打破体制内、体制外束缚和行政

级别限制，按照用人需求与能力素质匹配
原则建立能进能出机制，该进则进、该出
则出，彻底打破“铁饭碗”。

各企业积极依法对劳动关系进行清
理， 建立健全以劳动合同管理为基础、以
岗位管理为核心的市场化用工制度。依法
与员工签订劳动合同， 明确双方的权利、
责任和义务， 建立健全劳动规章制度，加
强用工管理。

全面推行员工公开招聘制度，优化员
工结构。 各企业普遍制订了公开招聘办
法，按照公平、公正、竞争、择优的原则，公
开招录企业员工， 有效提高员工招聘质
量。湖南建工集团去年通过公开招聘共引
进应届毕业生1219人。 湖南建工集团党
委书记、董事长叶新平认为，人才是企业
第一资源，必须构建市场化劳动用工和收
入分配机制，全面激活人的积极性，增强
企业创新力、活力和竞争力。

打破“大锅饭”，收入能增能减

以前，国企薪酬分配存在平均主义现
象，干多干少一个样，严重影响企业的活
力和竞争力。

省国资委业绩考核处处长黄旭介绍，
我省国企以收入能增能减机制为切入点，
改变传统“大锅饭”薪酬分配机制，逐步建
立市场化分配机制。各企业建立了与绩效
和贡献挂钩、短期激励与长期激励结合的
薪酬激励机制， 薪酬根据绩效动态调整、
动态考核，确保干部员工时刻保持干事创
业热情。

湖南黄金集团工资总额增长严格执
行与效益挂钩、能增能减的原则，员工收
入增长和经济发展同步、劳动报酬增长和
劳动生产率提高同步。

绩效工资所占比重逐步提高。各企业
结合自身实际，着力优化薪酬结构，合理
拉开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提高绩效工资在
员工薪酬中的比重。

湖南交水建集团实现绩效考核与薪
酬全面挂钩，并向关键岗位、生产一线岗
位、高技能人才倾斜；提高绩效工资比重，
调整不合理的偏高收入，切实做到能增能
减。

改革带来新活力。2018年省属监管
企业实现营业收入4713亿元， 同比增长
12.3%； 实现利润147亿元， 同比增长
11.7%，均创历史最好水平。

一杆秤,一辈子

“马路画家”喜追梦

今年我省重点完成“七项审计任务”
去年全省审计机关查出各类违规、损失浪费问题

金额306亿元，处理上缴财政和减少财政拨款205亿元

省属国有企业加快推进内部三项制度改革， 基本
实现管理人员能上能下、员工能进能出、收入能增
能减，激发企业活力动力———

三项制度改革激发国企新活力
湖南日报记者 曹娴 通讯员 胡清

我，长着圆筒状的“脑袋”和长长的“身
体”， 大名是“斯里兰卡排水隧道工程盾构
机”，平时大家都叫我“432”。铁建重工长沙第
二产业园是我的家。

2月1日，是一个好日子。
这天，家里来了一群客人，其中还有外国

面孔。“妈妈”———项目经理兼主任设计师张
瑞临对我说，他们想看看我的本领。

伴随着轰隆隆的声音， 我的火红刀盘开
始转动，不时喷出白色的土壤改良泡沫剂，模
拟真正作业时的样子。 在我崭新的乳白色盾
体上，五星红旗和斯里兰卡国旗交相辉映。

我转得欢快，大家看得开心。“妈妈”说我
通过了验收，客户很满意，希望快点把我送到
施工现场。

我的家中，有许多盾构机“兄弟”。与直径
达六七米、甚至十几米的“兄弟”们相比，我是
个“小个子”———直径仅有3.7米，是目前国产
最小直径的土压平衡盾构机。

麻雀虽小， 五脏俱全。 我身长120米，刀
盘、盾体、后配套一应俱全，机械、电气、液压等
系统集于一体。今后我在隧道里开动起来，开
挖、支护、出渣等功能一样都不少，在性能和
施工效率上与那些“大个兄弟”们没有差别。

“妈妈”说，我将要去的斯里兰卡新姆图
瓦和托林顿排水工程隧道， 主要由片麻岩等
极硬岩层构成，岩石硬度达到150兆帕，相当
于人类用一只手要托起15头成年非洲象。

为此， 我的刀盘和螺旋输送机进行了特
殊的耐磨保护， 刀盘配置了加强型及抗冲击
刀具，周边一圈刀具还装有扩挖装置，满足硬
岩地层的掘进。同时，我的主驱动采用多驱大
扭矩液压马达驱动， 抗冲击能力强。 形象地
说，我的“铁拳”灵活，力气很大。

转弯半径小，也是我的一手绝活。一般采
用盾构法施工的隧道最小转弯半径是250
米， 由于工程要求， 我的最小转弯半径只有
80米。

我的盾体被设计为两节， 铰接处使用球

铰结构形式，通过4组8根主动铰接油缸，灵活
控制转弯；同时皮带机也设计了调节装置，实
现小半径转弯。

于是，我又创下一个“第一”———国产首
台最小转弯半径的土压平衡盾构机。

因为小，我的主要部件都要定制，满足窄
小空间布局。

大直径盾构机拥有足够的内部空间进行
管片拼装及吊装作业， 管片拼装机都是布置
在盾体内。我的内部空间非常狭小，工艺技术
员们专门为我配置了一台有行走升降功能的
喂片机， 将管片从外面运送到拼装机的“口
中”，在狭小空间内快速完成管片运输作业。

内部空间不大， 但我拥有轿车模式控制
室、人舱系统，丝毫不影响施工人员的操作舒
适度和安全感。

虽然设计、制造、装配难度大，但我从“孕
育”到“出生”只用了两个半月，大家经常加班

加点，保证我能按期交付。
这个春节，我跟大家一起在车间过年。他

们得把我拆机，仔细包装，然后发运至斯里兰
卡首都科伦坡。听说我的“船票”已经订好了，
元宵节后就要出发。

虽然舍不得大家， 但作为首台出口斯里
兰卡的国产盾构机，我非常期待这次远航。

斯里兰卡是印度洋上的岛国， 是海上丝
绸之路的重要枢纽。岛屿中部是高耸的山峰，
周边沿海地区都是低地，每逢雨季，雨水顺着
山坡倾泻而下，导致沿海居民饱受洪涝之苦。
斯里兰卡政府为了解决首都科伦坡雨季老旧
排水管网无法满足泄洪的问题， 通过国际招
标的方式，建设新姆图瓦和托林顿排水工程。
工程建设施工由中国石油管道局承揽， 铁建
重工出口设备。

大家瞧着吧，今年4月，我就会在斯里兰
卡的排水隧道工程中大展身手。

一台盾构机的“中国年”
———首台出口斯里兰卡国产盾构机的自述

2月1日，蓝山县城东路，市民在购买鲜花。春节临近，该县鲜花市场迎来销售旺季，
不少人购买鲜花，给新年增添喜庆和春意。 杨雄春 摄

鲜花俏

2月1日，铁建重工长沙第二产业园，我国首台出口斯里兰卡的自主品牌盾构机通过验收，
春节后将运往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 通讯员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