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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笔般粗细的钻头高速旋转，
摩擦放在手机上0.1毫米厚的A4
纸，白纸被打穿，手机屏幕却毫发无
损。 4月18日，记者在湖南航天环宇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生产车间见到了
正在“练手”的李乐松。

15年来，他默默奋斗,坚持每天
练习钳工基础技能， 锻炼眼睛的准
度和手的力度。 10厘米的铁片磨到
5毫米， 磨平30多块铁， 耗费的木
头、 砂纸可以铺满一个操场……他
从一个货车司机转行的“门外汉”变
成了在毫厘之间游刃有余的高级钳
工。

手 工 完 成 0 . 4 毫 米
高精度装备

这段时间， 李乐松正为第二批
CR929宽体大飞机研磨机身壁板工

艺装备。 李乐松将砂纸包裹着木头
开始研磨，从上到下，手臂前后匀速
摆动。“这个模具首先要用机床加
工， 客户要求0.4毫米的精准度，但
是机器加工出来达不到要求， 这就
需要靠钳工来完成。”李乐松向记者
介绍。

CR929是中俄联合研制的远程
宽体客机， 宽体大飞机机身壁板工
艺装备研磨由李乐松和他的钳工班
共同完成。 0.4毫米是国产大飞机
CR929机身壁板的允许误差， 这个
必须要靠他的双手在60平方米机
身壁板的工艺装备上， 将超出的误
差一一抚平。

机身壁板工艺装备面积大概
60平方米， 肉眼看上去像一面镜
子，非常平整光滑，普通人用肉眼几
乎很难分辨其上的凹凸不平之处，
而李乐松凭多年积累的手感， 寻找
到那无法言说的“偶遇”。

“哪个地方高， 用力就会大，
哪个地方低， 用力就会小， 分辨这
个差别没有诀窍， 就是靠不停地研
磨练习找手感。” 李乐松说。 0.4毫
米———3根头发丝的精度， 仪器做
不到的精细， 都交给李乐松这双手
来完成。 如果出现一丝瑕疵， 壁板
在上万米高空与空气摩擦， 产生紊
流造成机身颠簸， 严重时甚至造成
机身变形。

希望能乘坐自己打磨
过的飞机

李乐松每天下班回到家做的第
一件事———烧水泡手。“对钳工来
说，手的敏感度很重要，直接影响到
做模具的精准度。 ”李乐松说。 因
为长年累月的手工作业， 李乐松手
指的纹路已经模糊不清了， 上下班
打卡要反复地按指纹， 智能手机的
指纹解锁、 支付功能他也无法正常

使用。
虽然为生活带来了一些不便，

但他常常为他的工作感到骄傲。 在
李乐松的钱包里珍藏着一张老照
片———国产大型客机运-10， 是15
年前他师傅赠与他的入门见面礼。
这个1970年首次研制的“大家伙”，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停飞了， 这一直
是师傅的遗憾。

从这张照片开始， 李乐松与国
产大飞机有了不解之缘。“美国波
音、欧洲空客也有他们的工匠，高精
度的要求也是手工完成， 我们虽然
起步晚了一些， 但只要我们撸起袖
子加油干，绝对不会比外国人差。 ”
李乐松说，为了不给自己留遗憾，自
己一直在努力奋斗着, 尽力做到最
好。

2014年，李乐松接到打磨C919
机翼尾翼工艺装备任务。“我们中国
的第一架大飞机，能参与其中，我感
到非常荣幸。 ”李乐松说，C919成功
首飞那天，在天空中飞了79分钟，看
着电视里的新闻报道，他流泪了。

“希望将来有一天，我能坐上自
己亲手打磨过的C919和CR929飞
机。 ”李乐松告诉记者。

李乐松:
在毫厘之间“游刃”

�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孟姣燕）
记者今天从省旅发委获悉，省旅发委
组织相关专家进行集中评审，筛选出
东安县大庙口镇、 衡阳县曲兰镇、韶
山市银田镇等16家申报单位为第四
批“湖湘风情文化旅游小镇”预选创
建单位，进行公示。

“湖湘风情文化旅游小镇”是指独具
浓厚湖湘文化特色和地域风情， 拥有较
强旅游吸引力和接待能力的文化旅游地
域综合体。“湖湘风情文化旅游小镇”创
建工作2015年启动， 每年评选一批，今
年已经是第四批。

第四批16家预选创建单位及其主
题定位分别是：东安县大庙口镇（舜皇
小镇）、衡阳县曲兰镇（船山小镇）、韶山
市银田镇（水利小镇）、芷江侗族自治县
芷江镇（和平小镇）、湘阴县洋沙湖镇（渔
窑小镇）、津市药山镇（药膳小镇）、浏阳
市中和镇（客家小镇）、双峰县井字镇（和
森小镇）、洞口县高沙镇（孝善小镇）、北
湖区华堂镇（空港小镇）、南岳区红星村
（骑行小镇）、桃江县三堂街镇（水岸小
镇）、临湘市羊楼司镇（竹艺小镇）、汝城
县卢阳镇（理学小镇）、祁阳县潘市镇（江
韵小镇）、赫山区兰溪镇（河运小镇）。

2018“湖湘风情文化旅游小镇”
预选名单公示

�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江钻)省高速公路路网运行监
测指挥中心今日发布，29日零时至5
月1日24时， 全省高速公路对7座及7
座以下小型客车实施免费通行政策。
预计“五一”假期，全省高速公路出入
口流量为868万辆次左右， 较去年同
期增长约6%。

预计28日午后开始， 全省高速路网
流量逐渐攀升，15时至20时期间车流激
增；预计29日10时至12时出现出行高峰；
预计5月1日16时左右形成返程车流高
峰，建议车主提前返程、错峰返程。

“五一”假期，预计长沙城区周边
易堵收费站主要有：长张高速长沙西
收费站，长永高速长沙收费站、黄花

收费站，京港澳高速雨花收费站，长潭
西高速学士收费站。 易拥堵时间段主
要在每天8时至11时出城期间和16时
至20时返城期间。

预计长益高速车流量仍将维持
饱和运行状态， 安全保畅形势依然严
峻。 建议车主选择长韶娄高速转益娄
高速， 或者从长沙绕城高速转319国
道（金洲大道）通行。

交通部门提醒车主，根据我省近日
发布的《关于危险物品运输车高速公路
限时禁行的通告》， 危险物品运输车辆
在“五一”期间全天24小时禁止在高速
公路通行（供应自来水生产用的液氯运
输车辆，燃油、天然气运输车辆零时至6
时禁止通行，其他时段不受限制）。

29日零时至5月1日24时
小车免费通行高速公路

28日午后起车流攀升

�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邓晶琎
通讯员 甘丽莎 )29日起迎来为期3天
的“五一”小长假。 长沙火车站今日发
布， 预计28日至5月1日铁路运输期
间，全站发送旅客35.6万人次，同比增
长6.82%。 届时车站将增开临客列车
20.5对。

长沙火车站预计，28日中午至29
日上午将出现明显客流增长，其中29
日为出行最高峰，预计当天车站发送
旅客10.5万人次。

“五一”铁路运输期间，长沙火车
站计划加开发往岳阳、郴州、张家界、
耒阳、怀化、永州、邵阳、广州方向的临
客20.5对。 石长线计划开行动车组11
对，其中增开往常德、石门北的临客

动车3对。 临客具体开行日期以12306
网站和车站公告为准。

截至25日18时，“五一”期间从长
沙去往东北三省的普铁车票已基本
售罄，往北京、上海、成都等热门方向
尚有少量余票，省内及广州方向票源
较充裕。

为方便旅客进站， 长沙火车站除
了在进站检票口设置了14台优化版
“票证人自助核验闸机”， 还首次在车
站第四候车室设置了19台自助检票
闸机，旅客可“刷脸”自助检票进站台。

车站提醒旅客， 因节假日期间客
流明显增长， 请旅客提前购买并换取
车票。如未换取纸质车票，将不能进站
乘车。

长沙火车站增开临客20.5对
东北方向车票售罄， 省内及广州方向车票充裕
节假日， 未换取纸质车票， 将不能进站乘车

�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彭雅惠）
“五一”期间我省将开展安全生产专项
执法检查，突出运输、旅游和人员密集
场所等重点行业、 重点单位、 重点环
节，严厉查处安全生产非法违法、违规
违章行为。今天，省安委会主要成员单
位为此开会部署。

根据部署， 专项执法检查将加强
对交通运输企业、 客运车船、 旅游包
车、长途客车、客货场站、农村山区道
路、码头渡口、湖区库区、公共交通等
重点车船、 重点路段和水域的安全监
管，严查超速超载、疲劳驾驶、酒驾、非
法载客等交通违法违规行为； 加强对

游船、游轮、缆车、索道等游客运载工
具及带有危险性的游客设施、 旅游项
目和设备安全情况的检查， 确保不安
全不运营；加强车站、码头、机场、商
场、歌舞厅、网吧等人员密集场所消防
安全检查， 达不到安全要求的一律停
止运营；严格大型群体性活动审批，严
密制定并落实安全防范措施。

此外， 全省各类风景名胜区、公
园、游乐园都必须做好应急预案，控制
好高峰时段游人总量，严防拥堵、踩踏
事件发生；油气输送管道、城市轨道交
通等生产经营单位要组织自查自改，
及时消除隐患，确保安全运营。

全省开展专项执法检查
确保“五一”安全

突出运输、旅游和人员密集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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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业项目涌三湘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记者 肖洋桂
通讯员 郑宇 王明志）今日，安乡至
慈利高速公路建设常德段征地拆迁
动员会举行。据悉，安慈高速整个项
目征地拆迁各项所需资金已到位，
将于5月全面开工建设， 计划于
2020年底全线建成通车。 届时，石

门县将告别无高速公路的历史。
安慈高速公路是我省规划的“七

纵九横三环” 高速公路网的重要组成
部分，东起安乡县，与杭瑞高速相交，
一路向西经津市、澧县、临澧县、石门
县后进入慈利县，与常张高速相交，共
穿越6个县(市、区)，全长121.31公里，

其中常德境内主线长98.63公里。安慈
高速公路采用双向4车道高速公路标
准建设，设计速度为100公里/小时。

据介绍，安慈高速公路是继湖
南省与中国铁建签订战略合作协
议后，由中国铁建旗下投资集团以
BOT+EPC方式在湖南省投资建

设的第一条高速公路，也是湖南省
第一家引进央企投资建设的高速
公路。目前，项目各参建施工人员、
机械设备等均已就位。安慈高速公
路建成通车后，对带动澧水流域经
济社会发展和解决石门县通高速
公路问题具有重要意义。

安慈高速5月全面开建
东起安乡县，西至慈利县，石门县将告别无高速公路的历史

� � � � 湖南日报4月25日讯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杜志运）今天，在“长
沙市海外引才联络站项目及人才
需求对接会”上，作为首批长沙市
海外引才联络站之一，美国联络站
携56个优质项目， 与长沙市各园
区及企业进行对接。长沙市海外引
才联络站既引人才， 也引项目，建
站仅1个月，成效初显。

美国联络站大纽约地区清华
校友会， 以第三届清华校友创意·
创新·创业大赛北美赛区为平台，
先期对诸多来自清华校友背景的
项目进行了筛选， 共选出56个参
赛项目进行对接， 涉及城市创新、
先进制造、 互联网与大数据、 医
疗健康、 文创体育、 综合类等6大
领域。

对接会上，大纽约地区清华校
友会董事长仰文奎对入围大赛的
重点项目进行了推介，其中柔性可
拉伸电子制造、数据通等项目备受
关注。

此次对接会由长沙市外专局
主办，来自长沙高新区、长沙经开
区、 浏阳经开区等6大园区的相关
负责人，就项目落地园区所能提供

的条件及政策给予了详细介绍。铁
建重工、远大集团、顶立科技等40
余家企业也与相关项目进行了深
度对接。

为建立遍布全球的引才网络，
走出国门大力揽才，2017年，长沙
市在美国、英国、法国、瑞典等国设
立了首批5家海外引才联络站，并
于今年3月21日举行了签约仪式。

长沙海外引才成效初显
联络站既引人才也引项目，一次引来56个优质项目

抵制盗版
4月25日，小学生代

表销毁盗版书刊和光盘。
当天，长沙市芙蓉区“大
手牵小手，共建知识产权
创新生态”主题宣传活动
在东湖街道举行，通过相
声、情景剧表演、现场销
毁盗版书籍光盘、 成立

“捍卫知识产权联盟”等
多种方式，倡导保护知识
产权。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周韬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