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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做，就要做好。”简单的六个
字，是方国平一贯坚持的信念。自
1990年进入万向工作以来，他从一
线操作到机械产品的研究开发，先
后组织参与了 28项科技攻关项目，
获发明专利 2项、实用新型专利 12
项，如今是万向钱潮股份有限公司
装备工程部经理。

为适应现代企业的发展需要，
方国平在繁忙的工作之余，利用业
余时间进入浙江工业大学工业工程
专业进修。由他负责开发的“传动
轴动平衡电磁夹具”等 40多项创新
成果获得表彰奖励，为企业的快速
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同时，他
还发挥自身技术优势，带领团队积
极对公司生产制造中的课题进行攻
关，最近几年，团队每年为公司改制

升级、自制专机20台以上，为公司产
品制造的难点、瓶颈问题提供有效
的解决手段。

2019年-2020年，为了解决公司
十字轴产品的打孔加工的效率和自
动化难题，同时又要应对应用硬质

合金刀具带来的刀具成本提高的问
题，由他设计开发的十字轴打孔专
机和攻丝专机刀具寿命达到通常寿
命的3倍以上，每年综合可以节约加
工成本约800万，改变了打孔攻丝几
十年的加工工艺，取得了突破性的
创新。

这些年，他的勤奋努力也取得
了累累硕果——以他名字命名的

“方国平感应涂覆尼龙操作法”被评
为杭州市先进操作法；2010年，他被
授予了“浙江省五一劳动奖章”；
2012年，其负责的“万向钱潮传动轴
有限公司缓速器创新工作室”又被
评为了“浙江省职工高技能人才创
新工作室”；2014年，他被授予了“浙
江省劳动模范”。

获得发明专利 2项，实用专利
11项，发表《人防通风系统要点研
究》等论文 2篇……扎根一线 33年，
只有高中学历的俞剑烽，凭借着刻
苦钻研的精神逐渐成长为浙江叁益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一名技术骨
干，用一份份耀眼的“成绩单”诠释
了工匠精神。

“普通人只要脚踏实地、坚韧不
拔，也能把平凡的事情做好、做精。”
这是父亲从小教导俞剑烽的一句
话。而父亲的话，也成了俞剑烽一
辈子的工作信条。

高中毕业后，18岁的俞剑烽进
入浙江诸暨粮食机械厂（现浙江耀
江机械有限公司），成为一名设备安
装学徒。“为了快速掌握技术，那段
时间我每晚都会加班。有一次为了
掌握电路安装技术，我每晚都跟着
经验丰富的老师傅出门安装电线，

一边看他们如何操作一边在旁边学
习。”

这便是学徒俞剑烽的日常。凭
借着不错的天赋和后天的努力钻
研，2008年，俞剑烽进入浙江叁益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从一名普通的技

术工人做起，短短的一年时间就全
面掌握了生产安装工作的技术要
领。此后，公司多次选派他到北京
098工程、拉萨 1201工程、北京 1029
工程等担任项目经理，他都出色地
完成了设备安装任务。

这些年，俞剑烽积极从事新产
品研发、生产安装过程的工艺设计
与控制，参与了多项新工艺、新技术
的研发。规范了新型人防专用过滤
吸收器的制造工艺及标准，在短短
的一年时间里，便实现了产品的设
计生产定型，迅速成为行业细分市
场的领军企业。参与完成的“广谱
过滤吸收器的研究及产业化”项目
获得中国机械科学技术二等奖、省
机械工业科学技术一等奖，参与完
成的“基于北斗卫星通信技术的防
空防灾警报系统”获浙江机械工业
科学技术三等奖。

从西安理工大学机电一体化专
业毕业的赵海军，冲的就是企业科
技含金量高，“有技术可学”，他应聘
进入杭州大天数控机床有限公
司。赵海军担任研发部门主管期
间，先后获评区第四届职业技术带
头人、“萧山区劳动模范”等荣誉称
号。

回顾 17年的职业发展经历，赵
海军一直坚持一个奋斗目标——爱
岗敬业，刻苦专研，努力让自己成为
本行业领域的行家里手。也正是这
个目标，不断地驱动他努力学习、刻
苦钻研。

数控机床是现代制造业的关
键设备，而其中电气自动化设计环
节又是数控机床的核心技术，需要
有高超的软件编程能力、领先的设

计理念、丰富的实战经验、综合的
管理能力及素养。为此，赵海军积
极向国内外同行学习，不断在实践
探索中提升。秉持良好的工作习
惯，在自动化软件项目推进过程中，
在现场把发现的问题及时记录下

来，待整个项目完成后，他都会重新
复盘进行数据梳理，并记录存档，将
获取的经验传授给青年职工。

正是这种勤奋学习和专研精
神，赵海军的技能和素质水平不断
提高。他曾参与十余项区级以上重
大科技项目的研发任务，十余项差
异化产品的开发，包括科技部重点
新产品“高精高钢性数控小龙门”、
浙江省重大科技专项“GS系列高档
数控龙门机床研发与产业化”、杭州
市国内首台（套）“双主轴复合龙门
与立式加工中心”等诸多科研项目，
主持或参与的科研项目曾获杭州市
科技进步三等奖、浙江省工业科学
技术奖二等奖等荣誉，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1项，实用新型专利10项，发
表学术论文2篇。

走进浙江东南网架股份有限公
司的电焊车间，只见火花四溅，焊工
技师徐继伟正在专注地进行焊接工
作。“焊接的每一个环节都不能大
意，每件成品都必须零瑕疵。”这是
徐继伟对自己的严苛要求。在焊工
岗位奉献18年，他精益求精，勇于自
主创新，用一颗匠心诠释着专注和
创新精神。

“焊工一定要手稳、眼尖、蹲得
住。”2004年，从山东省菏泽市牡丹
技工学校毕业的徐继伟进入东南网
架成为一名焊工。如今，36岁的徐
继伟算不上“老师傅”，他却用卓越
的创新能力及优秀的操作技能解决
着焊接技术的“疑难杂症”。

2018年，徐继伟接到了中科院
江门中微子实验中心探测器不锈钢

网壳制作制造项目的焊接任务。项
目对焊缝一次合格率及焊后收缩、
变形量都有严格的要求，面对近乎
苛刻的技术要求，徐继伟带领同事
们夜以继日地钻研试验，设计出了
一套新的焊接工艺方案。“我们用高
频深熔氩弧焊枪替代之前的手工氩
弧焊，并且采用双面深熔焊接技术，

即使用两支氩弧焊枪同时对钢材进
行双面深熔，来解决不锈钢材难熔
透的问题。”该技术在不锈钢焊接领
域T型方法中属于首创，经中科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项目专家组专业检验
专家检验，焊缝一次合格率达到
98.9%。

这些年，徐继伟一直奋战在高
温火花中，也成为一身绝技的焊接
行业“领军人”。他曾参加杭州国际
博览中心、杭州奥体中心三馆合建
工程等多项国家级、省级大型重点
工程的焊接工作；做好“传帮带”，与
36名焊工师徒结对，所带徒弟大部
分都成为公司焊接技术骨干，为公
司创造了较高的经济效益。他自己
也曾获萧山区技术能手、杭州市职
工经济技术创新能手等荣誉。

都说隔行如隔山。今年55岁的
蒋教芳不仅完成了从茶叶大户到快
递业务师技师的“跨界”转型，还一
路披荆斩棘，实现从一线快递操作
员到国家高级工程师的完美蜕变。

这背后，是他十多年如一日对
快递行业的热爱和深耕。

2010年，44岁的蒋教芳走进杭
州申通快递转运中心，成为分拣台上
的一名普通操作员。虽然是半路出
家，但蒋教芳坚信勤能补拙。“当时一
名分拣员负责分拣一个省份或地区
的包裹，为了迅速识别自己所属地区
的包裹，我特意买了两张中国地图，
一张挂墙上，一张放枕头底下，每天
睡前和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看地图，
记各个省、市、区的名字。”

功夫不负有心人。一年后，蒋
教芳就因工作出色，被调派到贵阳

转运中心担任中转部经理。也正是
这时，他产生了为快递从业人员进
行技能培训的想法。“随着快递行业
的快速发展，快递从业人员服务水
平不高、技能型人才匮乏等问题不
断显现，我就想通过培训来提升大
家的技能水平和持证上岗率。”

说干就干。凭借着当过 5年代
课老师的教书经验和长期在一线操

作的实践经验，蒋教芳的快递员技
能培训班很快就开课了。“主要通过
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方式进行授
课。一方面，我将邮政行业快递的
国家教材整理成PPT，给大家上理论
课；另一方面，我也在现场亲自指导
大家如何高效地进行快件分拣、快
件包装等操作。”

这 12年间，蒋教芳走遍浙江省
11个地级市，累计培训人员15000余
人，其中11248人获得初级、中级、高
级、业务师证书，3人获得全国邮政行
业技能大赛三等奖，2人多次获得浙
江省邮政行业技能比武第一名。在
他的带领下，还成立了全国首家且目
前唯一的快递行业技师工作室。他
自己也成为全国首批邮政行业高级
工程师，连续 3次获评为“浙江省职
业技能鉴定先进工作者”。

负责 8个环保项目管理、24个工程
设计工作，完成 80余个项目工艺技术审
核，授权国家专利 18项……在浙江天蓝
环保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同事们都知道
设计部执行经理陈美秀工作“很拼”。而
陈美秀却说，“其实大家都想为环保事业
作出贡献。守护好一方蓝天，是一件很
幸福的事！”

天蓝环保公司主要从事大气污染治
理。环境工程专业毕业的陈美秀，职业
意向便是环境保护。从 2004年入职以
来，她担任过技术部副经理、研发中心副
主任、设计部执行经理等多个职务，瘦小
的她担起了工程设计、技术支持、项目管
理、技术开发等重任。

陈美秀的“拼”，不仅体现在工作上，
还体现在学习和研究上。在职期间，她
利用业余时间取得浙江大学硕士学位，
获得注册环保工程师证书，还被浙江大
学环境与资源学院聘为导师。她精通烟
气脱硫、脱硝、除尘、节能消白及废水近
零排放技术，承担萧山区重大科技项目
《燃煤烟气环保岛废水深度处理及“近
零”排放技术》研究工作，参与浙江省重
点科技创新团队“燃煤工业锅炉炉窑烟
气污染控制技术团队”，参与设计全国首
套 30万千瓦级新疆天业 4×135MW机组
脱硫工程，负责设计的浙江富春江环保

锅炉烟气治理工程被中国环保产业协会
认定为国家重点环境保护实用技术示范
工程项目。

从喜欢挑战新项目这点上，也能充
分彰显陈美秀的“拼劲”。在她 17年的
工作经历中，由她主持的公司“第一套”
技术项目达 6个。其中“节能减白”技
术，通过精脱硫、高效脱硝、深度除尘及
降温凝并等技术处理后，烟气实现超低
排放，达到了节水的效能，该技术在中
山纸业公司运行后，得到了环保专家的
一致好评。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大
众对服装面料已不单纯满足保暖和牢
固，开始追求有特殊功能的纺织品，比如
抗菌、除螨、抗病毒、防紫外线、防电磁辐
射、免烫和芳香整理等。浙江三元纺织
有限公司的吴良华，就是一位专业研发
高品质功能纤维与功能性制品的高级工
程师。

2008年，吴良华从东华大学硕士研
究生毕业后，便入职浙江三元纺织有限
公司工作。从普通的技术研发员做起，
一干便是 14年。如今，已是总经理助理
的他，仍专注于纺织面料新产品的研究
开发，加班加点技术攻关已成为常态。

“产品被客户喜爱并下订单生产，这是我
最开心的时候。”刚入不惑之年的吴良华
说起这些时，语气中充满青春的激情。

目前，市面上技术含量较高的产品
有高级免烫拒水防油的易去污面料，高
效抗菌面料，高级免烫，抗紫外整理等
等。2018年，由吴良华牵头研发的“生态
免烫+高效拒水拒油易去污”特殊功能
面料，广受工装生产企业的欢迎，仅这一
款产品就为企业创造经济效益 6000多
万元。

“敬业、专注、创新”是吴良华的工匠
宣言。而14年的三元纺织工作经历也见
证了他的工匠精神。吴良华主持或参与

多项课题获省部级、市区级科学技术奖，
其中“高品质功能纤维与制品研发及应
用示范-负离子/抗菌抗病毒功能纳米材
料及其纤维制品产业化”项目，被列入省
重点研发项目。主持或参与相关项目，
获得授权国家发明专利4项，实用新型专
利 17项，外观设计专利 8项。参与制定
相关行业标准 2项，主笔发表 3篇论文获
得中国纺织工业联合会论文一等奖。
2021年，吴良华被评定为杭州市“百年百
星”，“数智攻坚先锋”，同时受聘为杭州
市科学技术局和杭州市经济信息化局专
家库专家。

他，多年扎根生产第一线，干一
行、精一行；他,以满腔的热爱与执着
坚守机修钳工的初心，从一名普通
工人逐步成长为“职业技术带头
人”。他就是传化集团有限公司日
用品分公司设备动力部经理方胜
远。

1996年，方胜远毕业于杭州第
三机械技工学校，走上工作岗位后
一直从事机械维修。2008年，方胜
远加入杭州传化日用品有限公司设
备动力部，面对车间一条条整齐的
生产线，方胜远身上每个细胞都仿
佛被重新激活，从此这些机械设备
便成了他“情有独钟”的研究对象。

这些年，他始终坚守在生产第
一线，为了将设备故障消灭在萌芽
状态，提高维修效率和设备的运转

率，休息时间他也经常泡在车间，一
次次将老旧设施、设备进行技术改
良和提升。2018年，他为传化工贸
公司量身定制研发了一条全自动双
工位磺酸灌装流水线，以解决公司
生产经营的需求。灌装线从研发、
制造、安装到调试共历时 5个月，自

投入使用后，日产量提高230%，节约
资金 15余万元，实现了预期经济效
益。方胜远所带领的团队，仅“高配
直流屏技改”和“高压泵技改”及

“异形线码垛机PLC程序控制系统优
化”三项技术创新，就为公司节约成
本25万余元。

萧山区首席技师、连续四届被
评为“萧山区职业技能带头人”、入
选2018年浙江省“百千万”高技能领
军人才培养工程第三层次“优秀技
能人才”培养项目……这些荣誉是
对他挥洒在车间机械设备上汗水的
见证。他说，荣誉是对他的认可，更
是对他的激励。站在新起点，面对
新挑战，他依然秉持“创新、节能、增
效”的信念，继续坚守在机械设备技
术革新的第一线。

投资约 5亿元，历时近一年时
间，所有工作顺利完成，智能工厂
按时开业……如今谈及新工厂筹
建的心路历程，朱民强依旧感触颇
深。作为浙江大胜达包装股份有
限公司智能工厂设备工程部部长，
朱民强在筹建阶段全面负责新工
厂的流程设计、基础设计、设备安
装调试等工作，他带领工程师团
队，各方协调，保障了该项目按计
划圆满完成。

这个看似“平常”的结果，背后
却与丰富的生产、技术管理工作实
践经验有着密切联系。在22年的工
作经历中，朱民强勇于发挥自己的
专业技能，积极带领团队开展各种
节能降耗、创新创效工作，尤其在自
动化技术改造、机器换人、二化融

合、物联网及智能制造等方面卓有
成效，为公司在减员增效方面做出
了突出的贡献。

近年来，他带领团队从实际出
发，主导参与的《同质多层原纸实时
起楞技术功能纸箱制备关键技术》

纳入萧山区重大科技攻关项目；参
与建设的“纸包装智能制造”获浙江
省智能制造重点项目；参与研发“蒸
汽阶梯利用智能控制系统”软件，并
获得多项实用新型专利。

2017年，他参与主导的基于两
化融合的纸包装工业智能制造协同
平台，被中国包装联合会纳入科学
技术创新二等奖；2019年，他参与指
导的纸包装材料力学性能敏感性研
究及可调湿纸包装材料的制备技
术，被中国包装联合会纳入科学技
术创新二等奖。

一路走来，朱民强觉得这些荣
誉和创新成果对他来说更是一种鞭
策，“我还会继续通过传帮带，完善
团队人才梯队的建设，为企业的发
展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顶着烈日、挥汗如雨，一“蹲”就
是大半天，这是来涵彬和同事连日来
在亚运场馆忙碌的侧写。随着杭州
2022年第19届亚运会的脚步日益临
近，高标准、严要求的“预验收”模式，
成为了业主和施工单位不走弯路、提
升进度的“捷径”。

如何做到“边装、边查、边改”？
这就需要“电医生”出马了。在萧山
区供电有限公司工作11年的来涵彬
就是其中一员。作为浙江省电力有
限公司技术能手，他在同事眼里是一
位敢想敢拼的“保电先锋”。先后圆
满完成 2016年 G20杭州峰会、2017
年全国学生运动会、2018 年世界短
池游泳锦标赛等多项重大活动保供
电工作。

平日里，负责用电监察的来涵彬
总是像海绵一样不断吸收新知识。

他参与编制的《国网浙江省电力有限
公司重要活动客户侧保电管理办法》
《重要活动场所电力设施配置与电气
运行管理规范》《2022年第19届亚运
会场馆及设施电气配置导则 (试行
稿)》等省内多项规章制度，为浙江省
供电保障提供了技术规范支撑，在后
续各类重大活动中均得到了验证。

此外，他参与编写的《基于市场
与顾客为导向的县供电公司全业务
融合支撑体系建设》荣获浙江省电力
公司 2016 年度管理创新成果二等
奖，缩短客户通电时间 27 天，市场
竞争力极大增强。《供电所实训项目
接入信息系统》《供电所实训项目深
化，提升实训成效阶梯报告》入选浙
江省电力公司 2016 年、2017 年供
电所管理优秀课题，并在全省范围推
广。此外，他参与开展的《“阳光 N
次方”让办电又快又好》获国网公司
社会责任根植项目第一名，并在兄弟
省市推广。

虽然才 30出头，但这位年轻的
“老师傅”已经在专业领域崭露头角，
细心、耐心，敢想、敢拼，把热爱转化
为前行的动力，这就是他的“工匠精
神”。

弘扬工匠精神 汇聚奋进力量

方国平：立足创新攻克难关

方胜远：在机械设备上刻录奋斗时光

朱民强：做智能制造的“良工巧匠”

来涵彬：敢想敢拼的“保电先锋”

吴良华：专注于研发高品质功能纤维与制品 陈美秀：拼劲十足的“蓝天卫士”

赵海军：数控机床领域的“行家里手”

俞剑烽：从高中生到技术骨干的“成长之路”

徐继伟：用匠心“焊接”精彩人生

蒋教芳:从快递员到高级工程师的完美蜕变

（按照姓氏笔画顺序排列）

匠心筑梦，大国崛起。我们身边总有一些人，他们执着、坚守，对自己的工作精雕细琢、精益求精；他们来自不同行业领域，却年

复一年在平凡中创造非凡。

9月26日，第三届“萧山工匠”揭开“面纱”，在各自领域大放异彩的十名“萧山工匠”接受表彰。他们将“工匠精神”转化为自己的

一份坚守、一份责任，以匠人之心，琢时光之影，在新时代书写出了精彩、动人的“工匠故事”。

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其实，匠心从来不拘一格，每一位在自己工作岗位上做到极致的劳动者，都有自己的匠心之

道：择一事，终一生，以不息为体，以日新为道。今日，本报特此刊登十位“萧山工匠”的人物风采，或许从他们精于工、匠于心、品于行

的精彩故事中，我们可以解码“工匠精神”的核心要义——时间是奋斗的沉淀剂，只有沉淀和坚持，才能最终获得幸福。

第三届“萧山工匠”风采展示

■记者 蒋超 姚建玲 童宇倩

第三届“萧山工匠”受表彰 通讯员 沈雷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