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艺痴者技必良
———记湖南省直十大杰出青年、长沙黄花国际机场机务工程师周宇群

�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田夏）“‘蓝墨水的上游是汨罗江’，
屈原对中国作家在民族精神方面的影响，
集中体现为对中国作家爱国心和自爱心的
培育。”今天，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多功能
厅座无虚席，该校文学院教授龚红林以“屈
原精神对中国作家的心灵铸造”为题，号召
师生多读经典，广学新知。

从经典著作中找到新知， 在传统文化
里淘出“宝贝”，这是“世界读书日”记者走
访该校的新发现。在图书馆“屈学文献特藏
室”，432种、865本屈学专著受到学生热

捧，前来浏览、查阅的学生三三两两地聚在
一起。大家纷纷表示，心忧家国、清正高洁，
屈原的人格魅力和思想精髓值得千古传
颂，希望通过阅读屈学了解中国传统文化，
弘扬屈原求索品质和爱国精神。

在湖南理工学院图书馆外借图书中，
《论语》《古文观止》《宋词三百首》等图书
借阅量每年都保持20%左右的增长。“我
们一直积极引导阅读向纵深发展， 培育
大学生‘品味经典、学习新知’的良好风
尚，深化书香校园建设。”该校图书馆馆长
邓彦说。

�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王立三）
今天，湖南摄影师赵有强在北京将10幅摄
影作品捐赠给中国摄影展览馆， 中国文联
摄影艺术中心主任刘宇代表中国摄影展览
馆接受捐赠并颁发收藏证书。

此次捐赠的作品选自“见证·改革开放四
十年中国摄影家系列作品展———赵有强洞庭
西 30年”。赵有强系湖南省新闻摄影学会副会

长，常德日报传媒集团高级记者，长沙理工大
学设计艺术学院客座教授，中国摄影家协会会
员。他从事摄影工作32年，始终把镜头对准家
乡，聚焦基层群众的奋斗历程和幸福生活。

中国摄影展览馆是中国摄影艺术的殿
堂。捐赠仪式上，该馆负责人表示，赵有强
关注故土，记录日常，作品具有时代性，文
献性，有着较大的收藏价值。

�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记者 李传
新 通讯员 蒋波 ）近日，湖南省药品
审评认证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以下
简称省药审中心）与湖南科伦制药有
限公司等近50家企业党组织签订药
品现场检查互廉协议。这是我省创新
药品监管方式的又一探索。

为构建“亲”“清”新型政商关系，
实现药品现场检查“静”“净”“近”目
标，确保药品质量无安全事故，药品
检查规范无违纪事件，服务发展优化
无不良事态，中共湖南省药品审评认
证与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委员会创新
药品监管方式，在全省药品检查中推
行政商“互廉体”模式。据省药审中心
主任张贵赋介绍，药品检查政商互廉

体的核心内容是互管、互联、互评、互
廉。通过签署互廉协议，监管部门和
药品企业双方党组织把药品现场检
查纪律监督纳入党建目标管理考核，
对履职不到位，发生违规违纪行为的
执纪人员问责追责，依法处理。此举
由过去的单方督导改为双方共同督
导、共同管理。在今天的座谈会上，与
会企业对省药审中心推出的药品检
查政商“互廉体”这一做法纷纷表示赞
赏并提出了一些具体建议。 省药品监
管局负责人表示， 构建药品检查政商
“互廉体”模式，有利于规范政企双方
行为，提升药品现场检查质量，确保检
查结果公正公平， 促进我省医药产业
高质量发展。

� � � �长沙黄花国际机场西南站坪， 周宇群对
地井电源设备进行检测。（资料图片）

邓文钊 摄

构建药品检查政商“互廉体”

50家药企签署互廉协议

经典中求新知 传统里淘“宝贝”
湖南理工学院传统经典书籍受热捧

�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见习记者 唐曦
通讯员 张天一阁 陈杨杨）“之前我们在网
上留言， 希望学校图书馆能添置一些考研
教辅书籍。 这次来看， 果然新增不少考研
‘宝典’，又实用又贴心。”今天，正值“世界
读书日”，在衡阳师范学院“你选书 我买
单”读者荐书活动现场，贺迪同学如愿以偿
地借到了2本厚厚的考研习题书。

据悉，此次活动为期2天。活动现场，一
个个展台上分类整齐码放着文学、历史、科
研、教辅等各类新书，吸引众多师生驻足借

阅。不一会儿，活动登记处的桌前便井然有
序地排起了长队。尽管下着小雨，但丝毫阻
挡不了大家挑选书籍的热情。据介绍，这已
是该校第二届读者荐书活动， 极大提升了
学生的图书借阅率。

“这次共添置6000余册书籍，都是根
据学生需求量身订购的。”该校图书馆采编
部主任谢美萍说， 学校广泛开展心仪图书
书目征集， 并密切跟踪借阅平台的图书借
阅量及流通频率， 根据师生需求有针对性
地添置图书，以满足大家的阅读需求。

“你选书 我买单”
衡阳师院为学生量身订购书籍

� � � � 湖南日报4月23日讯 （记者 田育才
通讯员 唐晴）草长莺飞四月天，正是读书
好时节。记者从今天上午举行的2019“书
香张家界·全民诵读”全民阅读活动启动仪
式上获悉，今天起，张家界市中心城区5家
城市书房（自助图书馆）免费对市民开放，
它们分别是人民广场、 中商广场、 国光中
学、永康社区、永定区图书馆5家城市书房。

据介绍， 城市书房采用全天候开放的
自助服务模式， 配置自助借还机和自助办
证机，引进“人脸识别”借还书技术。读者只

需在录入机绑定人脸和身份证，即可在书
房内自主阅读、学习，或在智能设备上办
证、借书、续借、还书和下载电子图书等
服务。

永定区图书馆负责人表示， 今年永定
区将加快提升全民阅读设施工程， 形成以
区图书馆为中心，街道、社区文化服务中心
图书阅览室为基础，城市书房、自助图书馆
为补充的全民阅读设施服务体系，打造“15
分钟阅读文化圈”，使城市书房成为张家界
的“精神地标”和市民的“精神文化粮仓”。

张家界：中心城区5家城市书房开放

中国摄影展览馆收藏赵有强10幅摄影作品

� � � � 4月22日，长沙师范学院附属小学，老师在课余时间带领
一年级小朋友阅读课外书。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通讯员 张华 摄影报道
书香满校园

湖南日报记者 邓晶琎 邹靖方
通讯员 寇冠乔

4月22日，长沙黄花国际机场。宽阔的机
坪之上，飞机轰鸣声音不绝于耳。

在西南站坪的一处地井电源旁， 机务工
程师周宇群和几名同事正在检测线路。“这是
新安装的设备，不能有丝毫马虎。”他对记者
说。

每天，电源车、气源车、牵引车、升降车等
运转繁忙，为一趟趟航班保驾护航。周宇群的
工作，就是要维保好这些特种车辆和设备，决
不能让它们“带病上阵”。

周宇群是长沙黄花国际机场的第一批机
务专业技术人员， 曾获得湖南省直十大杰出
青年、民航中南地区管理局劳动模范等荣誉。
从1991年工作至今，他坚守机务岗位，率队攻
坚克难，有力保障了黄花机场航班起降安全。

28年安全保障纪录，如何做到？黄花机场
设备器材部经理凌敏说：“周工有很多独门秘
技，但他心专一艺，是真正的机场工匠。”

专职“医生”：
守护500余个“大家伙”

最近，一则周宇群微信“问诊”的故事在
黄花机场传为佳话。

今年3月，机场一处地井充电设备在安装
时出现了电源故障。 生产厂家的维修人员来
现场琢磨了大半天也没解决。

当时未在现场的周宇群获悉后， 请厂方
把现场设备图片和运行参数等信息通过微信
发来。“是供电压降过大了！”周宇群很快找到
了“病因”。厂家按此“对症下药”调整参数，果
然“药到病除”，解除了故障。

“周工真了不起！”厂家维修人员赞叹。
自1991年毕业后到黄花机场机务保障部

工作至今，周宇群练就了一手过硬的维修技能。
设备维修，看似普普通通，周宇群却十分

投入。28年来，他除了在工作中琢磨每台设备
的构造，思考维修中的难题，还会在睡觉前在
头脑里“放电影”，把设备的结构和“诊断”的
细节一遍遍回放。

艺痴者技必良。经过对数百台设备的“雕
琢”，周宇群逐步“通关”，从一名普通技师成
长为全面掌握机械、电气、液压、软件等设备
各类故障维修技术的专家。

与周宇群共事28年的凌敏介绍，“只要听
听特种设备运行的声音， 周工就能辨别运行
状况是否正常。”

如今，周宇群和团队承担着机场500余台
特种车辆设备的保障任务，他们如同这群“大

家伙”的“专职医生”，总能在第一时间“问诊
治病”，为航班稳定持续运行保驾护航。

技改能手：让“老伙计”重放光彩
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 中国民航特种车

辆设备发展刚刚起步， 我国机场需要大量从
国外进口特种车辆设备。

“这些设备种类多， 可每种产品的数量
少，购置价格和维保成本较高且受制于国外
厂家。”周宇群回忆，刚来黄花机场工作时，
机场航班少，对飞机进行保障的主要是进口
设备。

当时， 一台国外产的电源车在运行过程
中出现了漏电现象。周宇群发现，原来是一处
二极管连接走线有误。经过商议，国外厂家同
意机场可以自行进行改修。

周宇群和同事们便“摸着石头过河”，边
试边改， 硬是将其改造一新， 安全投入了运
营，目前仍在“服役”。

“机场的特种车辆设备，如果没到国家强
制报废的使用期限，只要维修得当，这些‘老
伙计’都还能发光发热。”周宇群说。

从改造后使用寿命达20多年的法国牵引
车，到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的飞机牵引杆，
周宇群和团队在近20年间共完成特种设备技
术改造百余项， 并在不断技改创新中推动了
国产特种设备技术升级。

2017年， 机务保障部购置了一台新型电
动牵引设备， 可设备在实际运行中发现存在
设计缺陷。 周宇群和团队向厂家提出数十项
改进意见。生产厂家经论证后，推翻了原有设
计，按照改进意见返厂改造。

一年后，经改进后的设备重新投入使用，
性能指标、可靠性得到了极大提升，满足了机
务运行需求。

创新巧匠：
行业领先试点“油改电”

4月22日， 记者在黄花机场T1航站楼机
务保障部特种车队车间看到， 一排排洁净如
新的“大家伙”整齐摆放，不少车辆的车身印
着“电动车”字眼。

“这是我们团队这些年自主创新的主要
项目。”周宇群介绍，为节能减排，中国民航局
于2015年推进机场地面特种设备“油改电”，
即用纯电动车辆替换传统燃油车辆。 黄花机
场为全国6个试点机场之一。

试点之初，“拦路虎”接踵而来：不同于燃
油车，机坪各车型的电动车设计和装配迥异，
电池材料、电压、容量等千差万别、互不兼容，
标准如何统一？

没有前人经验可借鉴， 周宇群带领团队
再次迈出了边试边改的创新之路。

团队与厂家紧密联系， 统一了充电接口
标准、通信协议标准；协助厂家开发国标低压
充电桩，解决了动力电池的兼容充电问题，在
行业内得到了广泛运用。

目前， 黄花机场机坪的逾半数特种车辆
均为电动车型，电动车覆盖率居行业领先，每
年可减少碳排放约500吨。

“周工28年来都在坚持创新。”周宇群的
徒弟、80后设备维修员王舟，如今也成长为新
一代机场工匠。

近年来，机场开展“名师带徒”活动，周宇
群组建了拥有10多名技术骨干的创新团队，
获得1项国家专利， 实施技术创新项目数十
个，为机场创造了数千万元的经济效益。

“没有别的，就是手熟点。”谈及荣誉，周
宇群总是谦虚地摆摆手。

■链接

工匠感言
办法总比困难多，关键是要迈出第一步。
少一些抱怨与畏难， 多一些奋斗拼搏的

勇气与爱岗敬业的精神； 少一些流于形式的
话语，多几分脚踏实地的干劲；少一些闭门造
车的盲目，多一些团队协作与创新，就能推动
工作的标准化、精细化、专业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