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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 1日晚袁野大国工匠 2018年度
人物冶颁奖典礼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遥
究竟是什么样的人袁才会被评为野大国
工匠冶呢钥我想袁应该是在某个行业为
国家作出卓越贡献袁 而且有着几十年
工作经验尧独占鳌头的大师级人物遥

整个颁奖典礼时长 1小时 36分袁
共评选出 10 位大国工匠年度人物遥
从 野文物修复界泰斗冶 李云鹤到国防
军工行业的年轻工匠陈行行曰 从中国
第一代核燃料师乔素凯到电网系统特
高压检修工王进曰 从坚守大漠戈壁 20
多年的 野油田土发明家冶 谭文波到特
种熔融焊接工高凤林曰 从地表向地心
不断挺进的钻探工朱恒银到为 野嫦娥
探月冶 组配高精度射电望远镜的钳工
夏立曰 从临危受命突破技术封锁的设
备维修工王树军到以柔情呵护复兴号
筋骨尧 为 野中国梦冶 提速的李万君遥
这些大国工匠袁 基本都是奋斗在生产
第一线的杰出劳动者袁 他们在平凡的
岗位中书写着不平凡遥 在这 10人中,
有 3位给我的印象最深遥

朱恒银袁 让钻头行走的深
度袁矗立为行业的高度

大家都知道袁 矿产资源是国家安
全与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袁 寻找更多
的矿产资源对于中华民族复兴具有重
要的推进作用袁 而朱恒银所在的地质

勘探行业就是在做这样的事遥
滁州琅琊山铜矿曾被判定为资源

枯竭袁 朱恒银通过定向钻探技术让一
个 10万吨的铜矿床惊现在世人面前遥
这项技术在全国 50 多个矿区推广应
用后袁 产生的经济效益高达数千亿
元袁 填补了 7项国内空白遥

在皖南盆地的页岩气钻探现场袁
朱恒银彻底颠覆传统的钻头互换新技
术并获得成功袁 取芯时间由 30 多个
小时一下缩短到 40分钟遥 这项发明袁
为我国向更深处钻探取芯提供了开路
利器遥 我在钻探现场工作过袁 清楚地
知道这缩短的 30 个小时的价值袁 不
仅能大大提高工作效率袁 还减少了人
力尧 物力尧 财力和事故隐患遥

朱恒银袁 一个普通的钻探工人袁
他在一线工作岗位上的 44 年诠释了
什么是 野三光荣冶 野四特别冶 精神遥
作为新时代地勘人袁 我应以朱恒银为
榜样袁 用热情点燃工作袁 在有限的生
命长度里不断拓展职业深度袁 为国家
和人民作出贡献袁 做一个有益于社会
的人遥

陈行行袁胸有凌云志袁在青
涩年华中绽放

一提到野大国工匠冶 这四个字袁
如果你认为一定是工作了几十年的老
师傅袁 头发花白袁 戴着镜片厚厚的眼

镜袁 那我要告诉你袁 陈行行袁 这位国
防军工行业的年轻工匠袁 年仅 29岁遥
国防军工袁 代表着一个国家制造业的
最高水平袁 很多零件都有着极其严格
的要求袁 比如用比头发丝还细 0.02毫
米的刀头袁 在直径不到 2厘米的圆盘
上打出 36个小孔袁 精确围成一个圆遥
我们想都不敢想的事情袁 陈行行却凭
着一股不服输的韧劲袁 一次次地试
验袁 做到了别人没能做到的事情遥

在新型数控加工领域袁 陈行行还
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遥 薄薄的壳体袁
将用在尖端武器装备上袁 50%的合格
率袁 中国始终难以逾越遥 他凭着一股
野我能行冶 的钻劲袁 无数次修改编程尧
调整刀具尧 订正参数袁 变换走刀轨迹
和装夹方式袁 最终使产品合格率达到
100%遥

在匠心记忆环节袁 陈行行带来了
12本技能证书袁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遥
这些证书包含了 8个工种袁有电工尧焊
工尧钳工尧制图员尧数控车工尧数控铣
工尧加工中心操作工和模具设计师袁这
种脚踏实地尧勤奋好学的态度袁筑牢了
陈行行的大国工匠之基遥 这让我想到
现在很多年轻人可能早把 野活到老学
到老冶这句老话忘记了袁每天在工作岗
位上安于现状尧不思进取尧得过且过袁
满足于野混日子尧守摊子冶遥陈行行为年
轻人做了一个特别好的榜样遥

李云鹤袁 六十二载潜心修
复袁八十六岁耕耘不歇

敦煌莫高窟被列为世界文化遗
产袁 是我国传统文化艺术宝库遥 李云
鹤袁敦煌第一位专职修复工匠袁24岁走
进敦煌袁一修就是整整 62 年遥文物修
复工匠是一个特殊的职业袁 而修复敦
煌千年壁画又是世界难题袁 没有经验
可借鉴遥 可以说李云鹤是摸着石头过
河袁边修复边总结经验遥千年的风沙侵
蚀让壁画脆弱得甚至经不起毛笔尖的
轻触袁 李云鹤就用最小号的医用注射
器黏结袁用包裹绸布的棉球轻轻滚压遥
就这样日复一日与壁画面面相对袁他
成为最了解莫高窟野病痛冶的医生遥几
十年来袁他写了 100多本修复笔记袁建
立起一套科学的工序流程遥 李云鹤独
创的大型壁画整体剥离的巧妙技法袁
对于重层壁画可以做到既不伤害上层
壁画袁 又让内层壁画重见天日遥62 年
里袁 李云鹤抢救修复了近百座洞窟袁
3000多平方米的壁画遥如今袁他将技艺
传授给更多的年轻人袁 更是将自己的
孙子带进文物修复行业袁 为的不仅仅
是让技艺传承袁 更是让敦煌和文化传
承袁让信念和精神传承遥有一句对李老
的评语我特别喜欢院野风刀沙剑袁 面壁
一生遥洞中一日袁笔下千年浴冶

习总书记曾说过院野工业强国都是
技师技工的大国袁 我们要有很强的技
术工人队伍遥冶 作为新时代的技术工
人袁更应该以大国工匠为学习榜样袁努
力成为一名精益求精尧 追求卓越的工
匠人才遥一个人最大的自豪应该是袁这
个世界不必知道我是谁袁 但我参与的
事业却惊艳了世界遥

在此袁 我想向所有平凡世界中不
平凡的劳动者致敬遥

殷 胡泽翰 渊黑龙江局一〇八队冤

胸怀匠心 追求卓越
要要要观野大国工匠 2018年度人物冶颁奖典礼有感

渊一冤

二〇一九年三月
我接到了退休通知
站在这个门槛上
不由得思绪翻滚尧浮想联翩
真是光阴似箭啊
四十年前上学时的情景
就像刚过去没有多久
走上工作岗位的点点滴滴
又好像是近在咫尺
不管是从事物探地质技术工作
还是做宣传思想工作
不管是在野外的日子
还是在机关的岁月
一段段经历
一个个情景
一出出细节
又鲜活浮现尧历历在目
就像是昨天的事
炙热在手尧意犹未尽
但袁无论做哪项工作
我都深感无憾
做到了兢兢业业尧力争上游
自己敢拍着胸脯说
我袁问心无愧
虽平平淡淡
却是真真切切尧实实在在
尽心竭力

渊二冤

站在退休的门槛上
回首三十多年文字之路
可谓是平淡无奇尧波澜不惊
却又是艰辛跋涉尧逆水行舟
不会忘记
那野搜肠刮肚冶的思虑
那野绞尽脑汁冶的谋篇
那野夜半惊魂冶的构思
那野鹦鹉学舌冶的推敲
那野仰望星空冶的统揽
世上无难事袁只要肯登攀
终于袁在文字的海洋里
也游出了自己的一片海

我深知自己不是一个很有禀赋的人
唯有以勤补拙
我不是一个满腹经纶的人
唯有学习学习再学习
文字工作很辛苦
但袁我喜欢这份辛苦
乐在苦中

渊三冤

站在退休的门槛上
回顾过去四十年的学习工作生涯
我没有虚度年华的悔恨
也没有碌碌无为的羞耻
我认为自己
没有辜负组织
没有辜负工作
没有辜负奋斗
值得
一切都值得

我尽心尽力地做了自己能干的事
退休在新时代的春季
是一种幸运
是一种福分
生在新社会袁长在红旗下
是我们这代人的深深印记
退休袁是人生的分水岭
它是一个过程的结束
另一个过程的开始
是人生历程第四个二十年的出发点
站在这个新起点上
我对自己说
作为一个老百姓
要严守社会公德
育好家庭美德
修好个人私德
作为一个公民
要严守国家法律法规
守好法律底线
作为一个党员
要不忘初心牢记誓言
守好党纪红线
活到老学到老愉悦到老
攒一生阅历
去细细品尝感受
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尧富起来
到强起来的荣光与幸福

殷 王延奎 渊一勘局冤

退休在春季

江西省煤田地质局井冈山中煤宾馆
渊三星级冤位于井冈山茨坪镇袁毗邻北山烈

士陵园尧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尧毛泽东故居等红色教育资源遥
中煤宾馆井冈山红色初心干部教育培训中心是江西省

煤田地质局所管辖的培训机构袁可根据学员职业尧年龄等不
同特点和需求量身定制教学课程遥

培训中心以野井冈山精神传承冶为主线袁依托红色资源袁
开展现场教学袁通过烈士后人讲述尧扮演红军战士尧瞻仰革

命圣地袁挖掘内涵尧净化心灵尧铸就精神袁让学员学用结合尧
学有所思尧学有所获袁传承和弘扬伟大的井冈山精神袁立志
走好今天路袁不忘初心再长征遥

培训中心占地 11亩袁建筑面积 6800平方米遥现有标准
间 95间袁套房 6间袁单间 3间袁会议室 4个遥可同时满足会
议尧演艺尧学术论坛尧互动教学的需要袁是理想的会议尧培训
和高端论坛的举办场所遥

热忱欢迎社会各界到井冈山中煤宾馆开展培训活动浴

培训中心主任院陈雪林 手机院13707069511 18079669688 座机院0796-6551048 地址院井冈山风景区茨坪镇长坑路 16号

企业简介院 我公司是以生产销售柴油机尧 发
电机组尧 农业尧 工业用离合器机组的专业企业遥 发
电机组类产品符合国标郧月圆愿圆园要怨园或陨杂韵愿缘圆愿要缘之
规定曰 农业工业用离合器机组可实现多点输出袁 并
可根据用户需要单独设计加工中间车系统袁 产品稳
定尧 可靠袁 广泛用于煤田勘探尧 浅层石油钻井尧 热
水井钻探等行业遥

主要产品院 员援 以上柴 野东风冶 牌源员猿缘尧 远员猿缘尧 员圆灾员猿缘柴油
机配套的离合器机组袁 本机组含院 水箱尧 电池尧 离合器尧 柴油
机尧 公共底盘以及用户需要的多点中间车系统遥

圆援 缘园要员园园园运宰柴油发电机组袁 本品以上柴 野东风冶 柴油
机尧 兰州发电机尧 沃而沃柴油机尧 康明斯柴油机尧 野兴锋冶 牌柴
油机尧 斯坦福发电机等为主要配套产品袁 并可实现自动化尧 并车
等技术需求遥

地址院 安徽省合肥市潜山路猿苑园号 邮编院 圆猿园园猿员 联系人院 谢杰 电话院 园缘缘员-缘缘远远园怨苑 员猿怨缘远怨缘员园园远

安徽三华卧龙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春来百花开袁 浓淡各不同遥
佳人拈手裁袁 风姿赛仙琼遥
西施叹拂如袁 貂蝉羞凝妆遥
谈笑霞飞雪袁 清芬彩云中遥
百年大变革袁 巾帼亦担当遥
半边揽青天袁 一手护短长遥
昔有花木兰袁 今有五尺枪遥
动静两相宜袁 不让须眉郎遥

殷 赵英哲 渊内蒙古煤勘集团冤

插花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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渊二勘局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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