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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信松
通讯员 肖军勇 李杰明

“产品优劣，有时就取决于毫厘
之间的较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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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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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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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宝贝’原价出售，一件不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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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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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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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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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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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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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提升文化创新本领“蓄能充电”
省委党校举办推动社会主义文化繁荣兴盛专题研讨班

矿博会上淘“宝”忙

贴心的“黄马甲”

毫厘之间见“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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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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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焦郴州矿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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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记者蹲点见闻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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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