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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厘之间见“匠心”

省委党校举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专题研讨班

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肖军勇 李杰明

“导轨精度要达到头发丝的三分之一，最精
细的东西还得靠人工。 ”5月20日，在湖南兵器
长城机械有限公司“刘建伟技能大师工作室”，
刘建伟正在为某新型导弹装配检测装置校正底
板导轨。
1996年，技校毕业的刘建伟被分配到湖南兵
器长城机械有限公司，成为一名普通的钳工。
起初，这个貌不惊人的年轻人并没有引起
大家的注意，师傅只是觉得这个小伙子吃得苦，
多少个晚上一个人在车间汗流浃背地挥舞着锉
刀，苦练基本功。 第一年，一把锉刀反复练习，
直到手掌起血泡，而后是老茧。
参加工作后，刘建伟觉得缺少的不光是经
验，还有理论知识，他先后系统学习了《机械原
理》《金属加工工艺学》等大学工科课程。
钳工是机械制造中最古老的金属加工工
种。随着机床的发展和普及，大部分钳工作业已
经实现了机械化和自动化，但仍有一些精密加
工需要依靠工人的手艺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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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们做的军工产品，如果出现次品可能
就是灾难性的后果；产品优劣，有时就取决于毫
厘之间的较量，我们的长度单位都是以毫米和
微米来计算。 ”通过无数汗水的浸泡和磨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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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要他加入，“疑难杂症”就能
迎刃而解
在精细加工方面练就的一手绝活，使刘建
伟逐渐成为公司里的“钳工大拿”，公司科研生

刘建伟在为
某新型导弹装配
检测装置校正底
板导轨。
胡信松 摄
产遇到技术瓶颈时，只要他加入，“疑难杂症”就
能迎刃而解。
一次，公司加工一个新产品，精度要求特别
高， 最小窄槽只有0.5毫米、 尺寸要求为正负
0.01毫米，凭肉眼加工根本达不到精度要求，国
内也没有这样的专业加工设备。
面对正负0.01毫米的加工精度，很多人“怵
头”，这个用肉眼几乎看不出来的变化，要用手
工敲打出来， 难度可想而知， 刘建伟却选择了
“知难而进”。
他连续好几天泡在车间里， 在认真消化图
纸的基础上，凭借多年的实践经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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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年可为公司创造直接
经济效益180多万元。
这项操作法被湖南省职工技协命名为“刘
建伟刀具加工法”。
“办法总比困难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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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湖南兵器长城机械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双云
介绍，近几年公司的军品订单多样化，加工品种
多、形状复杂、尺寸及精度要求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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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可提高工效4倍，大大降低了操作人员的

劳动强度，每年可节约生产成本135万元。

“我就是想把这技艺传承下去”
刘建伟先后获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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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6年，在湖南省“十行状元、百优工匠”
竞赛中， 刘建伟一举夺得“钳工状元” 称号；
2017年被授予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
23年来，刘建伟手中的钳具换了一批又一
批，他的双手也磨出了厚厚的茧。这个从技校毕
业的钳工带着谦逊与好学， 凭借一颗匠心与责
任心，潜心钻研“毫厘”之间的学问，为我国军工
事业的发展贡献青春与智慧。
金属加工行当里，有句话叫“钳工累死人”，
刘建伟解释：“钳工这种工作， 要靠双手去打磨
各种零件，加工、装配、修理，费时费力且强度极
高，一般人不愿意干。 ”
但技艺需要传承，刘建伟深知，先进技术只
有被更多的职工所掌握， 才能发挥出更大的作
用。 他通过“传、帮、带”，将自己琢磨出的新方
法、 新技术传授给其他钳工， 他带的一批“80
后、90后”徒弟，如今都成了公司技术骨干。
刘建伟说，最初是源于喜欢，而现在是出于
责任。“如今技术工人的缺口非常大，年轻人不喜
欢干这个，我就是想把这技艺传承下去。 ”
■ 工匠感言
保持一颗平常心，耐得住寂寞，不计回 报 地
坚守和努力，是工匠精神最重要的内涵。
—刘建伟
——

位于长沙市岳麓区的白沙液街，曾因产出白沙液酒闻名一时。 进入21世纪后，随着酒厂
改制搬离，这条历史老街繁华不再，甚至一度走向衰败。 5月19日，记者来到正实施有机棚改
—
的白沙液街，探寻与感受——

百年老街的沉寂与新生

—记者蹲点见闻
——
湖南日报记者 郑旋 通讯员 彭娟

从溁湾镇公交车站下车，记者开始走寻白沙
液街。 一条弯曲且不平坦的红泥路两旁，已架起
高高的围挡。 循着机器轰鸣声，记者穿过一家家
店铺门前蜿蜒的小道，进入谭家巷一处老民居。
这里是欧阳金科的家。 对于记者的突然到
访，他显得有些意外：“你居然能找到这里，真是
太厉害了。 ”
尽管是租户， 欧阳金科一家在白沙液街已
生活五六年了。 在他的记忆里，狭窄的街道、杂
乱的店铺、 密布的线网， 旧乱又统一的古街生
态，是白沙液街最真实的模样。
如今，追寻白沙液街的变迁，记者眼中又现几
栋修葺一新的民居，地下管网也正有序铺设。 再遇
居民，不断有人回忆起一段段蒙尘已久的往事。
白沙液街原名溁湾桥路， 是溁湾镇的组成
部分，已有上百年历史。 上世纪80年代，溁湾桥
路原来的酒厂改为白沙液酒厂， 后来路名被买

断，白沙液街因此得名。
当年，酒厂在街边，一到酿酒日，酒香便飘
满整条街道。 不仅如此，鳞次栉比的老式店铺、
别具特色的复古防空洞式水果店、 无名小餐
馆……千米长的街巷内，民俗市井风情处处令
人流连。
可惜，昔日的商业繁华，从2003年起走向
没落。因企业改制等原因，白沙液酒厂老厂房被
拆，新厂房在老城区外择址另建。 热闹散去，关
帝庙、陶关等几处古迹也逐渐不为人知。
随着时间推移， 白沙液街自上世纪七八十
年代留存下来的房屋出现墙体开裂、房顶漏水、
线路老化等现象。 交通拥堵、环境脏乱、基础设
施破损，居住在这里的百姓隐忧重重。
2016年，白沙液街被纳入长沙市有机棚改
项目并启动拆迁。得知这一消息后，湖湘文史专
家陈先枢建议，恢复关帝庙、陶关等文物古迹遗
址，重拾白沙液街的昔日繁华。
如何在改善居住环境的同时， 留住百年老
街的城市记忆？ 长沙市岳麓棚改投资有限公司
副主任金鹏介绍，项目按照“不搞大拆大建、完
善基础配套、恢复历史风貌”的原则，实行点状
拆迁、全面整治和整体提质。
在金鹏的带领下， 记者从白沙液街的主街
走到副街，发现绝大多数建筑得以保留，拆除的
仅是部分存在安全隐患、阻碍消防疏散、影响交

通、有碍观瞻的陈旧建筑和违章建筑。
“未来，全街将打通10条‘断头巷’，腾出步
行街、小巷、小广场等公共空间和消防通道，完
善道路配套设施，解决好房屋渗漏、下水不畅等
问题。 ”金鹏说。
来到古樟台前， 一棵存活300年之久的古樟
树被保护完好。 相隔不远，白沙液井、老防空洞、溁
湾坪等也正作为景观节点加紧打造。 今年6月，主
街路面基层以下将完成施工，年内，一条充满历史
故事、传统观感、现代功能的百年老街有望归来。
绿色的安全防护网下， 施工人员仍在忙
碌 ……记者离开时，遇到老街坊姜淑珍，她在
街上生活了近60年，看着老街一路走来。 她说：
“我看过改造效果图，感谢党和政府，未来一定
是白沙液街最好的模样。 ”
■ 蹲点感言
白沙液街， 其实并不在大家熟知的 白 沙 路
上，因为它沉寂得太久了。
记 者 第 一 次 走 近 ，目 光 所 及 ，的 确 是 粗 糙 、
杂乱的老街模样。 但聆听白沙液街背后的 故 事
才发现，它承载着一部分老长沙人心中的记 忆 ，
值得记住和了解。
因此，依托现有的老厂房和老 建 筑 ，融 入 现
代生活元素，充分挖掘并彰显历史文化故事 ，白
沙液街的有机更新改造完成后， 也必将 带 着 百
年记忆重新焕发生机。

湖南日报 5月 20日讯 （通讯员 周立
新 记者 孙敏坚） 17日上午， 推动社会

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专题研讨班在省委
党校正式结业。 49位学员接受了一场
坚定文化自信、 提升文化创新本领的
“蓄能充电”。
去年以来， 省委党校先后举办了
学习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 乡村振兴
战略、 科技创新和产业发展、 深入推动
长江经济带发展等系列专题研讨班，
产生良好社会反响。 在去年的基础上，
今年省委党校又举办了此次专题研讨
班， 旨在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论述精神，
贯彻落实省第十一次党代会关于建设
文化强省的决策部署。 全省各市州党
委、 政府分管文化工作的负责同志， 省
直有关厅局负责同志， 部分县市区党
委、 政府分管文化工作的负责同志共
49人参加了培训。
此次培训班从牢牢掌握意识形态
工作领导权、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
心价值观、 坚持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
展传统文化、 维护网络安全和文化安全、

矿博会上淘“宝”忙
湖南日报记者 颜石敦 通讯员 陈志杰

5月19日， 是第七届矿博会展览第
三天。 核心展馆郴州国际会展中心外围
车流不息，展馆里面人山人海，都在认
真挑选矿晶、玉石等。
展馆一楼黄石矿博园里，钨矿、蓝铜
矿、孔雀石令人爱不释手。 来自湖北大冶
市的李老板大声吆喝：
“
大家过来看一看，
‘
宝贝’原价出售，一件不留。 ”
所有
一拨拨顾客向黄石矿博园涌去，有
的挑选钨矿，有的挑选蓝铜矿，有的挑
选孔雀石。 选定宝贝后，一手交钱，一手
交货，老板、顾客脸上都洋溢着灿烂的
笑容。
随着人流，记者来到展馆二楼左边
矿晶展区，见到一个熟悉面孔——
—美国
时尚矿物公司中国区域总经理格林先
生。
格林先生连续七届参加矿博会，这
次他带来了海蓝宝、 紫水晶等众多宝
贝。
“我想买块海蓝宝，格林先生帮我
挑选一下。 ”市民陈先生上届矿博会找
格林买了2块紫水晶，他俩成了好朋友。

李秉钧 陈志杰

“这块紫水晶好漂亮，美国科罗拉
多州出产的。 ” 5月19日，第七届矿博会
现场，身患残疾的廖精山在志愿者搀扶
下，一跛一拐地来到郴州国际会展中心
二楼的美国时尚矿物有限公司展位，被
美丽的矿晶迷住了。
5月19日是全国助残日， 矿博会迎
来了40名“特殊”游客——
—残障人士。 他
们在矿晶展区、 宝玉石展区等观看、拍
照，兴起时连说带手势比划地和身旁的
志愿者分享自己的喜悦。
希望他们在矿博会上度过美好的一
“
天。 ”郴州志愿者首嫣嫣说，为了让行动不
便的特殊人群体验
“
家门口”的矿博会，郴
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组织了这次公益活
动，派专车接送残障人士。

*+,-!./0"
ABC"ij£¤6¥¦+,§£¨©
6¦IJF;<,ª«NjS¬®¦l¯
°±²³D´µ7 ¶",·¸¦IA¹6º
»{;¼6½, D¾¦I¿JdÀÁF,
ÂÃ¡ÄÅ(+Æ7
RÇH(+"ÈÉÊËÌubÍ4Q
6ÎÏ(Ð,ÐÑÒÓÔ*1ÕÖ×Ø,Ù¡
ÄÚÛÜÝÞß7 UABCàáâãäåæ
ç, Nèéb6IJêëì)íîïQð,

!"#$%&'()*+,-./0123456
!!
J <1+1k+KÞ
ßRi,"O]MI 1õ1
1ÞßÚÛO;6HQZC¡
no;7
(þþ,(+þ}e
wþ7

1234!567"
2341 K()¨Q_, w,
+'$$ H '*% GHõ7 ! ' GHõ"?@ !
]Ý6(+, bõ{ ¡¢H1£
¤þ}H,¥¦§¨{©ªH7 èÝ
«zþ}Ïø¬_®¯MyCY+/
:,°Ý(+þ}±þ_²Qoo[
6³÷´µ,"]Ý*6¶·7
N¨UY+9:;<,ABC}ñL
ÓÜ¸¹º}ñBd»¼imY+
9:c+%&7 %&½ø_,AB
Cà¾áâ1CÂ¿QÀü>ÁY+4
ÚJ°ÂÃ*ÄQÅ«z<Æ[,W.
ÇBdÈ[o°,óôÉÊËÄÌ4Ú
NÍÂ,inzÎ÷Y+64Ú1/:1Ï
ÐJ°,®¯ ! ]Ý(+þ}6

“没问题，亲爱的陈先生。”格林先生
一边说，一边帮陈先生挑选。
在展馆二楼右边的宝玉石展区，临
武县展馆被围得水泄不通， 不少顾客在
认真挑选手镯、玉佩等。
临武是我省目前唯一发现产玉石的
县，近年，省有色地质勘查研究院、地质科学
研究院在临武通天山、香花岭等地勘探时，
先后发现了通天玉、香花玉、舜珑玉。
其中， 舜珑玉是临武县最近才发现
的一个新玉种， 填补了我国无水铝石玉
空白。临武产舜珑玉的消息迅速传开，在
玉石界引发轰动。
“老板， 有舜珑玉吗？ 给我拿块看
看。 ”顾客王先生是外地人，还没有见过
舜珑玉。
“有，保证让你满意。”临武舜珑玉文
化传播公司总经理成盛仁拿起一块拇指
大的玉石向王先生介绍，“这就是舜珑
玉，其原石以白色为主，大小从几克到几
公斤不等， 品相优良的原石每克价格可
达千元以上。 ”
“质感细腻，光泽强。”王先生当即买
了一块舜珑玉， 然后满意地向台湾得宝
传家珠宝展区走去。

贴心的“黄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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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动湖南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等方面展
开学习研讨， 邀请了中央党校和省直有
关部门的专家教授进行权威解读； 还组
织学员赴马栏山 （长沙） 视频文创产业
园、 湖南广播电视台开展现场教学， 并
就如何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重要讲话精神和
如何实现湖南从文化大省向文化强省转
变进行小组讨论。 每位学员结合自身的
实际工作， 围绕如何贯彻落实我省文化
建设创新与产业发展的工作部署， 撰写
了建议。
学员们反映， 通过此次学习培训，
进一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讲话精神，
进一步明确了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
盛的重大意义， 进一步增强推动社会主
义文化繁荣兴盛的责任感、 使命感。 大
家表示， 一定要把这次学习研讨的成果
带回去， 充分利用这一成果指导实践、
推动工作， 以高度的文化自觉、 坚定的
文化自信， 在实践创造中进行文化创造，
在历史进步中实现文化进步， 为湖南建
设文化强省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聚焦郴州矿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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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提升文化创新本领“蓄能充电”

—记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南兵器长城机械有限公司钳工刘建伟
——

“产品优劣，有时就取决于毫厘
之间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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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 在郴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统筹安排下， 这届矿博会志愿者人数达
330人， 年龄10岁至67岁不等， 分别活
跃在制证、接待、翻译、现场维护等10多
个岗位上。
“参展商忙不过来时需要我们帮忙
介绍相关产品， 这就涉及到一定的矿物
专业知识。” 志愿者周彤萱说，穿上矿博
会志愿者的“黄马甲”需经过矿物专业知
识、 志愿服务礼仪等学习培训、 跟班实
操， 合格后才可上岗，“从培训到矿博会
结束，一名志愿者大概需要工作15天。 ”
中国好人、 郴州市志愿服务联合会
副会长周圣恒介绍， 这届矿博会志愿服
务以“世界的矿博、大爱的郴州”为宗旨，
为来自50多个国家、近30万名宾客提供
礼宾接待、现场引导、交通出行、安全保
卫、后勤保障等多方面的志愿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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