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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方钢

杨芳，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江南工
业集团有限公司数控分厂的一名女
工， 相继获得了“全国三八红旗手”
“全国劳动模范” “全国道德模范提
名奖” 等荣誉， 2018年10月， 她当选
为第十二届全国妇女代表大会代表。

“过硬技术是练出来的”
“过硬技术是练出来的。” 杨芳

感慨。
上世纪八十年代末， 不到17岁的

杨芳进入了江南公司。 在这个以机械
加工为主的公司， 杨芳选择了铣削加
工岗位。

车间里， 她跟着师傅“摸爬滚打”，
学习成型刀的刃磨、量具的使用、工件的
铣削等“十八般武艺”；工余时间，她“宅”
在书斋，静下心来学习《机械制图》《铣工
工艺学》 等专业理论知识。 经过几年磨
砺， 她成长为一名优秀的铣工能手。

2004年， 杨芳代表江南公司参加
湖南省首届数控技能大赛， 一举夺得
第三名， 成为大赛获奖的唯一女选
手， 被称为“数控湘女第一人”。

多年来，杨芳一步一个脚印，跨越
了从初级工到公司首席技师等多个技
术等级， 目前已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
的关键技能带头人。 她还是享受“国务
院政府特殊津贴”的专家、湖南省职业
技能鉴定委员会专家委员、 国防科技
工业“511”专业人才，是名副其实的

“数控湘女第一人”。
2013年， 江南公司首个国家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杨芳技能大师工作
室及劳动模范工作室成立。 该工作室
由17名管理、技术、技能线上的骨干人
员组成，号称“精英联盟”。

“干技术活必须有啃‘硬
骨头’的精神”

“干技术活必须有啃‘硬骨头’的
精神。 ”这是杨芳多年的坚守。

随着国家国防实力的增加和军转
民力度的加大， 江南公司的科研试制

任务和民品开发力度也在不断加大，
大量高科技产品落到了公司数控加工
中心。

针对高新产品的特点， 杨芳将当
今世界最前沿的加工手段结合起来，
形成自己独特的加工技术， 并贯穿于
整个生产过程。

国家某重点工程关键零部件，其
外形结构极为复杂， 由多个不同角
度、 不同方向的斜面和圆弧面等异型
面组成， 具有加工面多、 加工难度
大、 易变形、 工艺路线长、 刀具成本
高等特点。 杨芳主动请缨， 要啃下这
块“硬骨头”。

杨芳巧妙设计、 制作了专用夹具
和专用刀具， 并利用数铣设备精心编
制加工工艺和加工程序。 经过1个多月
废寝忘食奋战，产品达到试制要求。

2018年， 多个品种的科研产品在
数控分厂试制， 杨芳负责15个项目的
零件数铣加工及程序编制、 工艺施工
等。 杨芳认真准备、精心施工，加工出
的零件完全达到图纸要求， 为产品批
量生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近5年来， 杨芳先后承担了航天
座椅缓冲器、 航空吊舱精密制造、 航
母某部件制造等30多项科研试制生产
任务， 参与了这些产品从工艺制定、

工装设计到零件试制， 最终进行批量
生产的全过程。

面对众多难题， 杨芳运用一系列
独创性的方法解决加工难题。 其中《关
于铸件复杂孔系加工的操作方法》和
《螺纹铣削方法在钛合金产品上的应
用》，分获公司技能创新一、二等奖。 这
些产品每年能为公司创造2000多万元
的经济效益。

2018年， 杨芳率领技能大师工作
室成员参与军品科研项目13项， 申报
专利2项，总结特色操作法3项，提合理
化建议65条， 完成技术创新成果3项，
为企业累计节创效益360余万元。

“不仅自己要强， 还要
使大家都强”

杨芳除了干好本职工作， 还做好
传、 帮、 带， 让新员工快速成长为技
术骨干。 “不仅自己要强， 还要使大
家都强。” 杨芳一直是江南公司传、
帮、 带的积极参与者， 她总是毫无保
留地将自己的技术、 技能传授给员
工。

杨芳充分利用数控加工中心和技
能大师工作室这块肥沃的“黑土地”，
培养众多的“金蓝领” 人才。

数控加工中心成立初期， 员工大

都是刚刚从事数控加工的新手。 她手
把手地教他们操作数控设备、 编制程
序、 装夹工件等， 直至能加工出优质
的产品。

杨芳经常在操作一线向员工介
绍、 推广当前最先进的操作编程方
法； 组织技术尖子积极开展岗位练
兵； 指导操作人员学习工艺技术，使
数控加工中心成为有教员、有学员、有
项目、有设备条件的“练兵”基地。 在接
到一些复杂零件的加工任务后， 她会
召集大家一起讨论工艺、工装路线，将
最前沿的加工方法和技术很快应用到
生产中。

2018年，湘潭市“金蓝领”工程中
的数控加工培训在江南公司举办，杨
芳与技能大师工作室的3名成员参与
教学培训，将自己所掌握的技术技能
倾囊相授，她采取理论培训与实践相
结合的方法言传身教，学员们纷纷表
示收获很大。 仅2018年，杨芳和工作
室成员累计开展培训、学术交流讲座
112学时， 培养技能人员数量152人
次。 她还为来自国防科技大学等高校
的多批学生，讲解数控机床、工艺、制
图等理论及实践课程。

如今，杨芳已成为江南公司“传、
帮、带” 活动中最智慧、最具亲和力的

“师傅”，被员工亲切地称为“喜羊羊”。
她所带的徒弟中，有的已成为技师，有
的获得省“五一”先锋、湘潭市“芙蓉百
岗明星”等荣誉。

■链接

工匠感言
工匠精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坚持

和坚守。 在机械加工行业， 所有的技
术、技能经验需要一点一滴积累，这个
过程比较漫长， 需要在工作岗位上不
断地坚持和坚守，才能有所成就。

一个人如果想做成一件事， 必须
静下心来， 在自己本职岗位上努力学
习、不断实践 ；在实践中增长知识 ，提
高自身能力， 只有这样， 才能获得成
功。

湖南日报见习记者 欧阳倩

春姑娘把彩缎调皮地撕开，
洒向星城。 在长沙市南郊， 有
这样一处地方： 屋舍枕着花香，
苗木在水边打量自己的面庞；
不怕生的麻雀亲亲桂花树， 又
拍拍红叶石楠树。

这里是雨花区跳马镇， 也
是我国首批花木之乡。 随处可
见的花卉苗木， 点缀着这一方
净土， 也支撑着当地村民的经
济来源。

团然村是跳马镇的“亿元
村”。 虽整体经济指标领先， 但
村里仍有23户贫困户， 其中近
4成贫困户为肢体或精神残疾。

3月29日， 我省发出“户
帮户 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倡议书。 4月4日， 在团然村村
部， 倡议书搁在了11位经营大
户、 合作社负责人面前。 同时
摆出的， 还有团然村23户贫困
户的详细信息。

村党支部书记黄树根打开
了话匣子： “你们都是村里致
富能手。 现在村里邀请你们成
立产业扶贫工作协会， 共同帮
扶咱们村的贫困户。”

不等黄树根多说， 苗木经
营大户、“80后” 妹子陈平率先
响应：“这个很好啊。 左右是买，
如果买贫困户的苗木能帮他们
一把， 何乐不为？”

陈平拿着贫困户名单仔细
翻看。 “我在村里这么久， 以
前只知道邻居家庭情况， 现在
对照着这个表格， 原来我们村
还有这么多生活困难的贫困
户。” 陈平拿起笔， 圈出3户贫
困户的名字， “书记， 这3户我
来对接， 由我来负责他们苗木
的销售。” 很快， 其他经营大户
纷纷响应。

11名经营能手当场建了个

微信群。 每天， 这个群的信息
此起彼伏： “我对接的贫困户
老龚家里有5厘米的桂花苗， 有
谁需要？” “我现在要1000株
红叶石楠， 哪家有苗？” ……先
帮好自己结对的贫困户， 如若
没有采购的苗木， 则把需求发
布到群里， 帮助其他的贫困
户———这是他们心照不宣的默
契。

采购时更是让出自己原本
可以赚的利润。 比如， 一株杜
鹃花苗一般收购价是2角钱， 但
如果从贫困户手中收购， 他们
就出2角5分钱， 每株让贫困户
多赚5分钱。

其他有些居民不理解 ：
“为什么你收我的苗木2角钱，
收他们的却给2角5分？”

“他们家里困难， 大家伙
一起搭帮手。” 听到这样的回
答， 村民也都表示理解。

经营能手的帮扶给贫困户
带来了信心。 陈平帮扶对象之
一是她的邻居老黄。 身患多种
疾病的老黄无法进厂打工， 靠
种少量苗木却难以维持生活。
再加上子女读书， 生活拮据。

“以前我的苗木种得零散，
量少、 苗杂， 反而不好销售。
陈妹子帮扶我后， 鼓励我集中
种植， 销售基本由她‘承包’
了。” 老黄站在地里， 他的身
后， 3万株杜鹃花苗在春风中摇
曳。 再加上红叶李、 栀子花等，
老黄的苗木共有10万株。

老黄拿出兑好的硫酸亚铁，
给它们补充“营养”。 他指了指
不远处新建的平房,“那是我去
年刚起的房子。 我现在就是踏
实干活， 赚点钱把房子装修好，
争取年前搬进新房。”

“有信心吗 ？ ” 记者问 。
“陈妹子帮我， 我信心足！” 老
黄大声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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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控湘女第一人
———记全国劳动模范、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首席技师杨芳

户帮户亲帮亲

互助脱贫奔小康

“亿元村”里户帮户

� � � � 4月19日， 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江南工业集团有限公司， 首席技师杨芳
（左） 与同事交流数控技术。 湖南日报记者 唐俊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