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记者手记】
采访刘军， 是在一个茶馆进行的。 由于用于研发

的办公室场地狭小， 刘军考虑到不打扰他人， 便选择
了在外面接受记者采访。 采访结束， 刘军执意要送记
者到地铁口。 一个小细节， 可以看出他的真诚。

刘军始终遵循的一个理念是， 低调做事， 踏实做
人。 对待企业， 他一直低调地干本职工作， 尽管生活
困难， 但他从不主动向企业争取。 “企业已经对我够
好了， 我已经比以前要好很多了， 我不会主动向企业
索取什么的。”

对于劳模精神的理解， 刘军也有变化。 以前， 他
认为当上劳模后就是要更加努力工作， 回报社会， 总
是给自己施加压力。 如今， 他对劳模的理解更进了一
层， 他认为， 劳模对生产加工企业来讲， 就像一个样
品， 要求标准化、 统一。 “样品肯定不是坏的， 但不
是最好的。 我只是有幸成为样品而已， 生产中总得有
人当样品， 这样想我就释怀了。” 刘军说。

如今， 刘军所在的基业达公司响应京津冀协同发
展的号召， 已经在河北选址建厂， 刘军正做生产厂区
CAD布局图。 “将来人们可以通过我的这个构图来了
解未来公司的布局情况。”

参加颁奖活动

农农民民工工““发发明明家家””的的成成长长传传奇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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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

【五一特别策划·感悟劳模精神】

□本报记者 马超

一位来自河北， 仅有初中文凭的农民
工， 能在北京立足发展， 并拥有多项个人发
明专利， 或许很多人都不太敢相信， 这也太
牛了吧！

但奇迹确实发生了。 他叫刘军， 凭借自
己的才能和拼搏， 成功申请多项发明专利，
参与公司发明专利若干项， 从一名北漂草根
成长为北京市劳模、 全国劳模， 并在2015年
获得了北京户口。

这条道路有多远？ 成功的经验可以复制
吗？ 在“五一” 劳动节来临之际， 本报记者
对刘军进行了专访。

在工作中

产品研发

少年时代历经坎坷

刘军， 今年40岁， 河北张北人。
少年时， 刘军的经历坎坷。 在他出生的年代， 初

中升高中再到高考， 都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初中还
没有毕业， 在美术老师的劝说下， 他前往唐山参加美
术考试。

那一年， 刘军年方14岁。 旁听了一节课后， 刘军
发现男生大都是络腮胡子模样， 很有艺术范， 而自己
只是一名身穿校服的中学生。 感觉艺考无望， 刘军就
想打道回府。 巧的是， 中午他和父亲在小餐馆吃饭，
一旁吃饭的两名女生听出了他们的乡音， 询问情况后
劝刘军说： “你留下来试试吧， 报考的钱也不多。”

就这样， 刘军留了下来， 父亲临走前， 给他留了
200元， 50元租房、 50元交辅导费、 50元买了被褥， 剩
下50元当做一个月生活费。 这期间， 刘军提升很快，
初试很顺利地通过了， 一个月后复试完毕， 就回家边
继续上学边等待结果， 却始终没有回音。

可是， 碰到熟人和辅导老师， 很多人询问刘军分
数 ， 听完后却说 ： “你的分数已经够了 ， 超了几十
分。” 此时， 刘军才明白， 名额被人顶替了。

但刘军并不气馁，在初四毕业那年，他再赴唐山开
启了第二次艺考之路。 这一年艺考，刘军再次考上了，
可不巧的是，由于教育改革，以前考上全部免费上学，
现在改为一半公费一半自费，刘军恰好在自费名单里。

自费上学需要4.8万元， 而那时刘军家里的小院只
能卖1万元， 学费还是远远不够的。 刘军不得不放弃
读书的梦想。

百般无奈， 年仅15岁的刘军只得跟着母亲一起上
街卖馒头。 在街上卖馒头时， 一名公务员发现他年轻
有朝气， 就推荐他去邢台大饭店当了一名服务员。 月
薪400元， 两年下来， 刘军攒了5000元。

有了本钱后， 刘军辞去服务员工作， 在老家附近
的万全县开了一个首饰店， 加工戒指、 耳环、 项链等
首饰。 “我的手艺在全县是最好的， 我做黄金拔丝工
艺， 能够拉出0.3毫米的细丝， 这是当时县里唯一能做
黄金拉丝的地方。” 刘军说。

好景不长， 刘军的首饰店刚开不久， 就赶上美联
储抛售黄金 ， 国内金价从每克80元快速跌到每克50
元， 刘军的小店经不住冲击， 很快关门了。

没有更多办法， 刘军得到小学同学在北京卖电脑
的消息后， 2000年， 他来到了京城投奔同学， 开始了
北漂生活。

不过， 在唐山的经历， 让刘军终身受益。 他学会
了绘画， 这为将来的工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他没有
想到， 无意中学会的绘画， 会在今后派上大用场。

一元钱过几天的北漂生活

和许多北漂一样， 刘军的北漂生活并不太顺利。
刘军的小学同学在中关村卖电脑， 但刘军初来乍

到， 不懂组装电脑， 硬盘、 CPU、 猫等配件都分不清
楚， 但刘军还是很认真地学习。

有一天， 公司来了一个大客户， 需要做一面屏幕
墙， 要求先做效果图。 同学说： “既然你画画好， 就
由你来做屏幕墙的效果图吧。” 领了任务后， 刘军快
速手绘了一幅屏幕效果图， 刘军自认为画得不错。 客

户看了后说， 不行， 要用电脑绘图。 利用电脑里自带
的绘图软件， 刘军很快就学会了电脑画图， 并完成了
任务。 随后， 刘军开始学习3D， 学习家装绘图。

一次偶然的机会， 一名北大教授来组装电脑， 发
现刘军爱用电脑绘图， 就送他一套名叫solidworks 的软
件。 这是美国军工产品软件， 比3D效果好， 当时国内
市场上没有销售的 ， 这让刘军窥探了先进的绘图技
术， 他更是将这个软件使用得纯熟无比。

后来， 刘军的同学成立了一家科技公司， 刘军跟
着同学进了公司， 一直到2004年。 意外的是， 刘军的
同学因为家中有事， 公司关门， 刘军失业了。 刘军没
有积蓄， 需要四处找工作。

“这是我最艰难的时期， 我和老婆一起租住地下
室， 地下室只有2米长， 1米宽， 门是外开的， 进屋后
鞋子放床下， 头顶是水管， 150元一个月。 靠一块钱维
持了三五天， 1人1天只吃一个馒头， 不出去只能睡着
节省体力。” 刘军说， 他是2003年结婚的， 新婚不久就
赶上这种局面， 让他很难受。

刘军的日子过得艰难， 但他并没有向同学和朋友
开口借钱。 一位老朋友来探访， 发现他生活得如此艰
难， 便在屋里四处搜寻， 最终惊喜地发现———家里还
有一大袋淀粉： “淀粉也可以吃的， 你们挨饿也是活
该。” 靠着淀粉维持生计， 刘军又坚持了几天。

随后， 刘军媳妇去饭馆上班， 一个月开了500元
钱， 这一下子缓解了紧张的局面。

期间， 刘军的工作也有了进展。 一份工作是一家
军工企业， 月薪3000元， 包吃包住， 还可以带家属。
在这家军工企业面试成功， 离不开刘军的动手能力。
“因为我从小喜欢军械， 对国内外所有公开武器的参
数都能背下来， 还能电脑绘图。 这让面试的主考官很
惊讶， 并让我现场测试了一个武器系统， 能力得到了
主考官的认可。” 刘军寻找的另外一份工作是北京基
业达电气有限公司， 月薪仅1500元。 然而军工企业需
要有3名北京人担保， 刘军找了半天， 只能找到两个，
最后只能作罢。

最终， 刘军选择进入北京基业达电气有限公司。
“能进基业达， 也是董事长和我面谈后破格录用。 因
为我们聊得很投机， 以至于忘记了时间， 最后董事长
直接拍板说， 你来开发部工作吧。”

“基业达对我很好， 在关键的时候让我进入了企
业。 我需要搬家的时候， 但没有搬家的钱， 还是向当

时的主管借的。” 刘军说， 至今主管都还想不通， 能
到开发部工作， 还能拿不出几百元钱来？

初进基业达展露才能

北京基业达电气有限公司是一家民营企业， 是以
开发、 生产高低压成套电气设备与控制设备为主导产
品的专业性公司。 进入基业达公司不久， 有一件小事
让刘军名声大振。 一名行政人员听说刘军会写大字，
就安排他写 “基业达电气 创行业名牌” 的标语。

接到任务后，刘军的心里很高兴，因为他在学校就
是板报组组长，擅长写各种超大的标语。 这次写公司的
超大型标语，刘军用了3天时间勾画出来轮廓，再请人描
绘了7天，最终，大大的标语树立起来了。 漂亮的字体，
让公司的形象一下子得到了提升，大家都认识刘军了。
第一个月工作结束，刘军就提前转正了。

同时， 还有另外一件事情也让刘军得到大家的认
可 ， 那就是宣传产品页的印刷 。 公司产品研发出来
后， 需要进行包装宣传。 在刘军进公司前， 纸页宣传
是在外面设计外面印刷， 但每回做的公司都不满意，
感觉档次低， 像地摊货。 “我来做吧。” 见到这种情
况， 刘军主动承担了公司宣传页的设计工作， 他用3D
软件对公司产品进行分解， 让用户更直接地了解公司
产品。 设计出宣传页后， 为了追求印刷效果， 刘军便
住进了地处廊坊的印刷厂一直盯着印刷。 最终， 宣传
页制作和印刷成本降为原来的三分之一。 自此， 刘军
一直负责公司宣传产品页的设计和印刷。

刘军初展才能， 自己也获得了成就感， 但刘军也
有危机意识， 因为他的短板也很明显， 知识不系统。
“我没有读过大学 ， 在知识系统性上还有欠缺 。” 很
快， 考验就降临了。 总工让刘军写一个工艺文件交上
去， 但什么是工艺文件， 什么是国标， 这些刘军都不
懂， 他按照自己的想法， 写了一页A4纸就交上去。 总
工看了后一笑： “原来你是一片空白啊。” 随后， 总
工安排了一名技术员教刘军学习制作工艺文件 。 最
终， 刘军交了26页工艺文件上去， 这次锻炼， 也让刘
军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从此更加刻苦努力地学习。

厚积薄发多项专利加身

多年来， 刘军一直在开发部， 负责结构设计、 模

具设计和塑料零件设计工作。
凭借着刻苦学习和以前的积累， 刘军的才能得到

更大的发挥。
刘军接手的第一个产品就是配电箱装饰画。 公司

产品质量在同行业中有着较好的口碑， 但此类产品外
观不美观一直备受客户诟病。 当时， 有人提议将配电
箱表面做成不锈钢的， 可以照人； 有人提议改变配电
箱形状； 还有人提议把花鸟、 山水等图案印在配电箱
外面。 刘军觉得这些不是没有实际意义， 就是现有技
术难以实现。 最终他建议， 设计一种装饰附件， 使用
磁铁直接吸附在配电箱上。

刘军的设计， 既不改变现有产品结构， 也不影响
安全， 而且改动小、 投入低。 得到公司的认可后， 他
带着图纸到浙江义乌寻找合作伙伴， 经过三次南下4个
月的攻关， 一项全新的产品 “配电箱装饰画” 诞生，
其中独创的 “永磁安装板” 更是获得了国家实用新型
专利。 由于该产品深受广大用户的好评， 公司专门组
建了20多人的网络营销小组， 开淘宝店铺， 使公司开
发出了一条新的销售渠道。 如今， 在配电箱装饰画影
响力的带动下， 网络营销小组年销售总额已达到500多
万元。

在任车间工艺员时， 刘军负责产品研发、 工艺改
进工作。 2008年他成功研制出XRM101-09系列配电
箱， 该产品获得了三项国家专利。

2012年， 基业达公司成立新能源事业部发展绿色
环保事业， 研究电动汽车续航能力短和充电不方便的
问题 ， 刘军被推荐为该项目部职工创新工作室工程
师， 负责结构设计和工艺分解工作。 如今他与同事们
已经在研发电动汽车充电设备的项目上奋斗了几年，
他们研发的新产品已经和北京的一家安装公司签订了
月供100台的合作协议， 为公司在产品转型上迈出了第
一步， 也为公司上市打好了基础。 他的勤奋和钻研得
到了大家的认可， 部分产品在2013年获得西城区职工
创新成果二等奖和优秀合理化建议奖。

刘军先后参与了多项公司的技术创新， 他也如鱼
得水般发挥出自己的才能。

取得了成绩的刘军， 不论是在工作当中还是生活
当中都很关心身边的同事。 2007年公司成立工会， 刘

军被职工们选举为工会宣传委员 ， 由于工会工作突
出， 2010年换届再次连任。 任职期间他实时报道公司
重大方针政策、 活动、 好人好事以及先进典型， 使职
工能够及时了解时事政治， 增强大家的政治觉悟， 形
成一个学先进、 比先进、 超先进的良好氛围。 同时还
配合工会领导策划、 组织公司的文体活动及为汶川等
灾区和困难职工捐款捐物公益活动。

凭借着锲而不舍的专注精神和无私的付出， 刘军
在2010年获北京市劳模， 2013年10月被推选为中国工
会十六大代表， 2014年4月被推选为北京市工会十三大
代表， 2015年获全国劳模。

长期使用电脑画图工作， 导致年仅40岁的刘军患
有白内障， 工作时必须戴老花镜。 刘军说， 一个农民
工在北京工作了十几年， 不努力学习、 辛勤劳动是没
有出路的。

刘军成名后， 有很多知名电气公司前来挖他， 开
出高薪诱惑他跳槽。 但他婉拒了： “在我最艰难的时
候， 是基业达给了我生机， 是基业达给了我这么多荣
誉， 我不会轻易离开的。”

传承家风教育孩子

刘军的儿子目前正在北京读小学三年级， 作为劳
模， 他注重从家风、 家训来教孩子。 刘军认为， 小时
候每个人最初都是一张白纸， 这个时候最容易受到家
风的熏陶， 也很容易接受长辈的训教。 而从青春期开
始便逐渐叛逆， 不再那么容易被灌输了， 再往后主要
是靠自我审辨、 修炼了。

刘军出生在农村， 没有上过幼儿园， 十岁前没用
过电灯 ， 过着父耕母织 、 满山跑的纯原生态生活 。
“幸好我母亲是高中毕业， 父亲是退伍军人， 而且都
是党员， 他们从小就教我认毛主席语录上面的字， 因
此我虽没条件上幼儿园， 但起步很高———‘党校’。 我
今生懂得的第一个家训就是：爱国、爱党，以党员为荣，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 毛主席是伟大的。” 刘军说。

上小学了， 父母都到城里打拼， 刘军和弟弟由爷
爷奶奶看管。 爷爷奶奶几乎不认识字， 但给刘军和弟
弟讲什么是善， 什么是恶， 人如何为善， 做坏事的后
果。 有一次刘军和弟弟玩恼了打架， 奶奶说， 你们这
样做， 魔鬼在旁边给你们加油呢。 “奶奶的观点和方
法虽迷信， 但教育我们的效果很好， 从那以后我们再

也没有打过架。 让我们至今不论做什么， 都要考虑是
否阳光。” 刘军说。

有一个观点是刘军始终坚持的： 快乐、 轻松地成
长， 能适应各种生活环境， 不为金钱、 物质所诱惑。
刘军从来不让孩子拿钱去买东西， 或者一起到超市买
东西结账时从不让孩子参与， 到现在为止， 孩子对钱
的概念很淡 ， 收到的压岁钱仍然会随意放到一边 ，
“丢” 了好几百， 也验证了这一点。 培养他的这个习惯
是希望他在今后这个逐名逐利的社会上能够心态坦然，
生活得轻松一些。

刘军经常带孩子去他姥姥家， 因为那里在县城郊
区， 都是平房， 还有乡下的气息。 孩子经常接触， 自
然能适应那里的环境， 从不挑剔。 因此孩子每次假期
回老家首先就嚷嚷着要去看姥姥， 并跑到猪圈里看看
那些可爱的小猪崽。

“现在很多城里的孩子是根本接受不了农村的生
活， 而孩子可以， 我并不是让他再去农村生活， 而是
让他记得那里、 爱那里。” 刘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