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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马超 通讯员 赵健

———记全国技术能手、首钢矿山机械制造厂车工秦涛

“能帮到别人， 我心里特快
乐。 ”说这话的，是今年63岁的朝
阳区奥运村街道双泉社区第二党
支部书记刘玉杰。

17年前， 她因旧伤发作导致
颈椎错位高位截瘫， 两次大手术
和近半年休养后， 她才再次站起
来。可是从那时起，她就没离开过
拐杖。

尽管行动不便， 但她觉得自
己是共产党员， 对社会的奉献不
能停 。 当居委会工作人员找到
身残病退的刘玉杰， 并表示希望
她能担任双泉社区残疾人康复站
负责人时， 刘玉杰想都没想答应
了，还不要报酬。

随后， 她开始组织大家给老

人织帽子，上门服务残疾人，给行
动不便的老人办理老年卡……很
快，“有事就找刘姐” 在街坊邻居
中传开了。

小区建立准物业管理时，刘
玉杰被推举为准物业委员会主
任。 她带着志愿者修剪小区里的
树木，统计居民车辆信息，施划停
车位， 并制定出小区车辆的出入
制度， 让小区管理一步步走向了
规范。

此后，居民自治、社区共治和
社会综合治理， 都成了刘玉杰关
注的问题。 小区里谁家门禁卡坏
了找她，姐妹俩吵架找她，身体不
舒服了找她， 甚至忘了某医院的
名称也找她。

2010年， 刘玉杰把院里已经
退休的70多名老党员组织起来，
成立了社区第二党支部， 开始了
助人为乐的公益行动。

刘玉杰带领24名身体条件好
的党员组成“春雨”志愿服务队，
和院里30户老、疾、残、独困难居
民结成帮扶对子， 向他们伸出援
助之手。为了精准帮扶，刘玉杰带
领志愿服务队制作了 “连心卡”，
贴在帮扶对象家里， 让帮扶对象
可以24小时打电话求助。

“有一天我腰疼得不得了，下
不了地。刘玉杰听说了，推着我去
医院打针，我特别感动，感谢刘玉
杰做的这一切。 ”社区空巢老人谢
素珍最爱跟邻居说说刘玉杰对她

的帮助。
几年下来，“春雨” 志愿行动

在这个近千人的小区里累计上门
服务300余人次， 总服务时长达
5000多个小时。 服务队志愿者发
展到60人， 被帮扶对象51人。 如
今， 很多年轻人也主动加入志愿
服务队，小区里形成了“低龄助高
龄，有事大家帮”的良好风气。

刘玉杰家住五楼， 老旧小区
没有电梯， 她上下楼更是十分困
难， 需要抓紧栏杆再借助手劲使
劲爬。 即便如此，每次回家后，只
要楼下传来邻里的呼唤， 她总是
连声答应着就往下走。日子久了，
小区楼道的栏杆上已经被磨出一
道锃亮的印迹。

从门外汉到金牌车工

“进厂24年来， 我最高兴的
是成为一名优秀车工！” 这是首
钢矿山机械制造厂车工秦涛的心
声， 也是他24年来的不懈追求。

秦涛的出色表现， 使她获得
全国技术能手、 全国钢铁行业劳
动模范、北京市突出技能人才、北
京市经济技术创新标兵、 北京市
劳动模范、 北京市国资委优秀共
产党员等荣誉称号， 他还是2012
年、2017年北京市第十一次、十二
次党代会代表。

从“门外汉”到“排头兵”

秦涛的老家在黑龙江省， 父
母是苇河林业局的工人。 1990年
3月， 技校毕业的秦涛回林场当
了一名小学教师 。 1993年3月 ，
首钢矿业公司去苇河林业局招
工， 秦涛抱着干出一番事业的决
心， 从东北来到首钢矿山机械厂
当了一名车工。

走进新的领域， 必须一切从
零起步。 “刚来的时候， 我就天
天跟在师傅身后、 守在车床旁边
站着， 一个月连车床都摸不着，
当时确实一点也不懂。” 秦涛回
忆说。 从教书育人的老师变为一
无所知的 “徒弟”， 秦涛决定尽
快转变角色。 此后， 他在师傅的
指导下 ， 抓住一切机会动手操
作， 认真和师傅学习普通车床的
操作技术 ， 很快掌握了C620车
床的基本操作技术。

为了提高技术操作水平， 秦
涛一边向师傅学 ， 一边向书本
学。 凭着这股钻劲， 秦涛逐渐成
了一名技术熟练、 善想点子的好
车工。 他研制工装卡具， 解决了
用 1.6米立车进行钻孔的难题 ；
采用工件装卡找正的办法， 保证
了 内 孔 加 工 的 精 度 ； 研 制 设
计 自 动定心胎具 ， 显著提高了
加工效率。

2007年8月 ， 秦涛参加了北
京市第二届职工技能大赛获得冠
军 。 ２０１０年他获得首都劳动奖
章， 直接晋升为高级技师。

大赛给秦涛带来了荣誉和名

誉， 有人劝秦涛 “跳槽”。 秦涛
说： “机械厂给我创造了很多出
去学习的机会， 我才有这样的成
绩， 我不能因为外面给钱多就一
走了之， 这事咱做不到， 这是做
人的原则。”

刀尖上拼出效益

“参与各类产品的攻关是我
最大的荣耀， 看到我们的产品得
到用户的认可 ， 是我最大的愿
望。” 秦涛说。 这些年， 凭着一
手精湛的车床技术， 秦涛解决了
数不清的产品加工难题。

在机加工生产中， 经常遇到
复杂的、 意想不到的难题。 机械
厂6.3米立车是数控车床 ， 一次
在加工大型卷扬的过程中出现卡
壳， 这个外径为1987毫米、 长度
为2200毫米、 材质为铸铁的大型
卷扬， 要求在外圆上加工出导程
为96毫米、 具有完整21圈的半圆
形双线螺旋槽 。 由于6.3米立车
滑枕的行程不足2米， 不能满足

21圈完整螺旋槽的加工要求， 为
此只能采取倒面接刀加工。 但盲
头螺纹不允许出现退刀槽， 所以
不能像普通车床那样从外向里扎
着挑扣， 这在编制数控程序中可
是一个大难点。 秦涛最后经过攻
关， 采用倒面接刀法， 选用圆弧
刀， 用包络法， 顺利完成了卷扬
加工任务， 创经济效益6万元。

“秦师傅就是太爱钻了！” 这
是同事们对秦涛普遍的评价。 轴
销套类零件是机加工常规备件，
如何保证中心孔加工精度是个难
点， 加工数量一多， 反复划线、
装卡浪费时间不说， 还容易出现
尺寸误差， 出现吃刀过大、 打刀
或吃不着刀的现象。 针对这一问
题， 秦涛制作了专用工装， 既不
用划线， 又不用频繁拆卸卡盘，
提高了劳动效率 ,减轻了劳动强
度。 此后他还利用学到的知识，
自编程序， 攻克了球面加工易变
形、 报废的难题， 解决了烧结机
喷油嘴加工难题， 年创效益8万
余元。

2010年， 随着对数控车床技
术的掌握， 秦涛开始对各传统加
工工艺进行改良。 蜗杆是机加工
分厂常规产品， 属于螺旋结构，
利用普通车床加工， 不仅对刀困
难效率较低， 而且要求操作人员
具有较高的技能水平。 为此， 秦
涛开始研究采用数控车床加工此
工件。 从毛坯到蜗杆的牙型成型
加工余量较大， 对于数控编程也
是一大难题， 最初秦涛用宏程序
编写， 但时间一久， 他发现利用
这种宏程序计算步骤多， 编写麻
烦耗时， 而且局限性较大， 适用
范围窄。

如何才能更快更好地完成此
项工作， 最大限度发挥数控车床
的优势， 秦涛进一步对该程序进
行优化， 经过两个昼夜的钻研，
他编写出了一个新的蜗杆加工数
控程序， 经试验， 每次调整程序
的时间较短， 做到了通用性好、
方便快捷， 节省了系统的存储空
间 ， 加工效率比原程序提高了
40%以上， 比普通车床更具有能
够快速进退刀、 吃刀均匀有序、
角度准确等诸多优势。 随后秦涛
在研究试验中， 又发现该程序既
适合各种蜗杆的加工， 也适合牙
型是直线型的、 对称的、 各种角
度的内外螺纹的粗精加工， 具有
广泛的应用价值， 此后一直在机
械厂推广使用。

此后， 他先后对10余个数控
程 序 进 行 了 改 进 ， 不 但 保 证
了 产 品质量 ， 而且大大提高了
加工效率。

培训新人传道有方

2013年8月16日 ， 在由首钢
总公司工资部、 首钢培训中心、
首钢技术研究院联合主办的 “首
钢高技能人才现场暨首席技师工
作室挂牌仪式” 中， 以秦涛名字
命名的矿业公司第一个北京市级
首席技师工作室挂牌。

2014年 ,机械厂机加工分厂
负责北京凯特破碎机有限公司
G465圆锥躯体加工任务 ， 任务

下来后， 摆在分厂面前的是紧张
的工期和首次制作毫无经验等系
列难题。 秦涛回忆说： “当时不
发愁是假的， 但既然接下了这个
任务， 我是团队的负责人， 就必
须带领团队成员往前走！” 为此，
秦涛带着大家反复推敲、 论证加
工方案的可行性， 最终制定了合
理的工艺方案。

项目顺利开工了， 但加工过
程中新问题又出现了： 由于工件
结构的复杂性， 普通刀具根本无
法加工到位。 “既然传统方法不
能满足加工需求， 那咱们就打破
常规。” 秦涛和团队成员一起开
展刀具攻关， 用CAD绘图测量加
工死角的角度位置， 改变以往刀
杆形状， 制作专用刀杆， 为车刀
达到加工范围提供条件， 同时根
据刀杆角度制作球面专用车刀，
保证球面加工精度要求的同时使
刀杆在死角外部区域活动自如。

专用刀杆与车刀的密切配
合， 达到了用户对产品质量的要
求。 项目的成功完成， 赢得用户
好评 ， 实现产值12.58万元 ， 扩
大了机械厂外部市场份额， 同时
也为分厂在刀具的研究方面拓宽
了思路。

2016年， 由于矿业公司实施
转型提效政策， 机械厂机加工分
厂面临着结构性缺员， 青工群体
成了生产主力， 但青工们工作经
验少、 技术水平低， 如何缩小新
老人员间的 “技术代差”， 一时
间成为分厂亟待解决的难题， 这
时早已是分厂职能组技术人员的
秦涛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主动
请缨选择转岗， 从职能组到生产
一线亲自指导青工们学技术。

穿上 “蓝衣服 ” 、 劳保鞋 ，
就这样秦涛从办公室转岗到了生
产现场， 在干好自己本职车工岗
位的同时兼职成为一名现场培训
师。 为了尽快缩短转岗青工的岗
位 “磨合期”， 从机床操作面板
使用到刀叉开关再到机床部位检
查， 秦涛对转岗青工一一耐心讲
解着， 只要青工有难题， 他就会
第一时间出现， 做好传帮带。

———记朝阳区奥运村街道双泉社区第二党支部书记刘玉杰
□本报记者 刘欣欣

身残志坚 组队帮扶邻里
候候选选人人风风采采

道道德德模模范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