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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片：
刘更生，男，1983年参加

工作， 是金隅集团龙顺成生
产基地副厂长， 负责主管工
艺质量及生产调度。

荣誉：
2010年， 获得北京市东

城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京作”
硬木家具制作技艺代表性传
承人称号；2011年，获北京市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家具手
工木工” 优秀奖；2012年，获
北京市经信委 “工艺美术二
级大师” 荣誉称号；2015年，
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

绝活：
他将现代转椅与传统清

式圈椅相融合的方案， 制作
出融合现代转椅功能的清式
圈椅， 解决了传统清式圈椅
过于笨重，不便移动的问题，
为参加APEC会议首脑量身
定制中式座椅。 凭借精益求
精的精神，出神入化的技艺，
他能让普通的家具变得鲜活
生动起来， 大批古家具残件
在他手中“起死回生”。

心中的工匠精神：
把自己掌握的技艺全部

精心地传授给下一代 ， 使
“京作” 家具制作更好地传
承下去， 博大精深的中华瑰
宝得以继续发扬光大。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yw@126.com

行进京华大地 讲述精彩故事

———记中铁二十二局天瑞机械设备有限公司职工耿鸿鹏
□通讯员 朱京燕

“磨”在高原工地的北京小伙儿

———记金隅集团龙顺成生产基地副厂长刘更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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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古家具残件“起死回生”
□本报记者 张晶/文 周世杰/摄

1983年， 刘更生来到金隅北
京市龙顺成中式家具厂工作。 承
接着老一辈对龙顺成这个百年企
业的深厚情感， 刘更生从一名学
徒工做起， 凭借日益精湛的工艺
技术和扎实肯干的奉献精神逐渐
成长为龙顺成第五代传人。

不怕苦练就扎实基本功

刘更生从小便与红木家具渊
源颇深， 他的父亲便是龙顺成这
个享誉京城的百年老字号企业中
的一名老木匠。 父亲退休之后，
刘更生接班来到龙顺成家具厂。
旁人看似普普通通的工作， 对于
刘 更 生 来 说 却 有 着 不 同 的 意
义追求。

第一次给木头凿孔没有经
验， 刘更生被师傅从后面打了一
巴掌。 他才发现， 红木家具的制
作远不是小时候和伙伴们的打闹
嬉戏， 而是一份需要精益求精、
平心静气才能做好的工作。 不服
输的劲头冲上来， 从那以后， 刘
更生一板一眼、 踏踏实实、 虚心
学习手艺， 别人下班回家休息，
他却背着一大包废旧的木材带回
家中进行练习。 下锯、 凿孔、 雕
刻， 这些简单的基本动作被重复
了成百上千次， 深夜里时常熬红
了双眼， 手指又酸又麻， 粗壮的
大手上布满了大大小小、 细细密
密的伤口。

功夫不负苦心人， 通过自身
的努力和对红木家具的热爱， 刘
更生的木工技术有了突飞猛进的
提高， 学徒两年多他就能够独立
操作， 并参与北京贵宾楼饭店等
多个重大项目的制作任务， 一件
件家具在他的精雕细琢中仿佛被
赋予了生命 ， 变得鲜活生动起
来。 通过不断积累经验和在红木

家具制作技艺方面的精心锤炼，
刘更生于2010年获得北京市东城
区非物质文化遗产 “京作” 硬木
家具代表性传承人称号。

再现客户记忆中的桌子

从事龙顺成古旧家具修复中
心工作的过程中， 刘更生凭借着
多年对 “京作” 硬木家具制作的
丰富经验和精湛的手艺， 主持修
复了黄花梨木春椅、 紫檀木转桌
等多件明、 清古旧家具。 此类家
具技艺要求更高 、 修复难度更
大， 刘更生知道马虎不得， 他牢
记老师傅的教诲： “干木匠的要
学会专心与静心。”

曾有客户带着一麻袋贵重的
红木零件来找他修复。 经过反复
对比斟酌， 刘更生发现这是一张
透雕龙凤牡丹图案的圆形紫檀包
厢转桌。 “零散成这样子， 修复
难度很大 。” 刘更生皱了眉头 ，

但他不信在自己手中有修复不了
的产品。 “牛劲儿” 上来了， 刘
更生开始着手准备， 各地搜寻查
阅资料、 寻找合适的修复材料，
不放心别人经手， 他亲自进行维
修……就这样反反复复经过半年
时间， 当刘更生把修好的产品摆
在客户面前时， 客户愣住了， 因
为桌子和他记忆中的一模一样。
刘更生以精湛的手艺完美诠释了
他对红木家具的热爱之情。

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
人， 刘更生认为自己最大的使命
与职责， 就是像当年师傅带徒弟
一样， 把自己掌握的技艺全部精
心传授给下一代， 使 “京作” 家
具制作更好地传承下去， 博大精
深的中华瑰宝得以继续发扬光
大。 为此， 刘更生精心指导， 手
把手培养徒弟完成红木家具制
作， 使大批的古旧家具得到复原
和保护， 为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
展做出了贡献。

让京作家具在APEC亮相

自2012年到龙顺成西三旗生
产分厂木工班负责紫檀班工作，
刘更生带领全班同事 ， 加强管
理， 提高硬木材料利润率， 努力
降低生产成本， 研究提炼红木家
具制作榫卯结构等传统工艺， 并
仿制了颐和园詹宁堂、 香山勤政
殿红木家具， 展示了清式家具的
生命力。

随着举世瞩目的APEC峰会
的到来， 天坛家具公司接到为会
议制作领导人座椅的艰巨任务 。
上级要求既要充分发挥现代家具
功能先进的设计优势， 又要保持
中国古典家具的特色与韵味。 为
此刘更生大胆提出了将现代转椅
与传统清式圈椅相融合的方案，
有效地克服传统清式圈椅过于笨
重不便于移动的问题。 为了实现
此项新工艺， 他不断翻阅书籍，
参考各地资料， 反复与设计部门
沟通； 要确保交货工期， 图纸一
出来， 刘更生便立即打样制作。
经过反复修改， 终于在第三周成
功制作出融合现代转椅功能的清
式圈椅。

此外， 为充分展现京作家具
的精髓， 刘更生大胆采用 “一木
连做” 的传统工艺， 从雕刻到刮
膜、 烫蜡， 反复试验筛选， 并采
用最为环保、 几乎可以达到食品
级的石蜡原料 。 整个制作过程
中， 刘更生和他的同事们几乎放
弃了全部休息时间， 日日夜夜加
班加点 ， 严格按照制作工艺标
准， 终于圆满地完成了APEC会
议家具制作任务， 得到各级领导
对于京作家具的高度赞扬， 为集
团和公司赢得了荣誉， 为企业更
好的明天贡献出最大力量。

在中铁二十二局天瑞机械设
备有限公司领导和同事们的眼
里， 耿鸿鹏踏实、 肯干还阳光帅
气， 工作交给他放心！ 2013年 ，
耿鸿鹏从北京信息科技大学经济
学专业毕业 ， 工作后一直跟项
目， 近四年来他参建过茅台和潼
荣两个大项目。

连日来， 忙于整理业主和供
应商合同的耿鸿鹏， 正伏在办公
桌前， 一丝不苟地做着收集。 面
对满屋内一摞摞的合同， 和桌面
乱七八糟的文件材料， 耿鸿鹏笑
言： “力量是练出来的， 胆子是
吓出来的， 经验是磨出来的。”

“项目上的苦和累是难以忍
受的， 往往需要咬牙坚持， 选择
吃苦也就选择了收获。” 耿鸿鹏
还记得在茅台项目负责集采招
标、 物资对账验收和成本管控的
时候， 无论阳光暴晒还是刮风下
雨 ， 是尘土飞扬亦或是道路泥
泞， 甚至是遇到山体滑坡危险也
无所畏惧。 他在各分部间来回收
发物料， 每天步行在莽莽的云贵

高原间， 也是一种别样的享受。
时间不定， 天气不定， 路况

不定， 只要一个电话， 耿鸿鹏就
想着怎么能把工作完成而且还要
完成好 。 没有节假日 、 没有双
休、 没有休假， 对于这位年轻的
新兵而言， 每一天都是一样的。
工地呆久了， 对项目及周边的一
草一木他了如指掌。

虽然库房离宿舍不远， 早中
晚各跑一回， 一天就是六趟。 凌
晨3点11分， 当整个项目还在沉
睡时， 耿鸿鹏从宿舍步行来到磅
房， 时间点刚刚好。 哪怕穿上厚
厚的防寒服 、 防寒靴 ， 粗糙的
脸、 手和脚， 还是扛不住贵州冬
天的刺冷。 来回的路上， 虽然为
了施工临时进行硬化 ， 但大卡
车、 大罐车等车辆的来回穿梭，
还会把黄泥土弄得到处飞扬， 一
日不清理打扫， 桌面都会浮上厚
厚一层尘土。

可是在耿鸿鹏的 “办公室 ”
———磅房却窗明几净， 地板一尘
不染。屋内床、桌子、柜子、烧水壶

等一应俱全，窗帘拉开，整个房间
十分亮堂。 “在项目工作也是不错
的，待遇年年涨，福利也不少，有
年休假、有探亲假，还能邀请父母
一起在工地过年。 工地上还为我
们修建了职工活动室，配有茶几、
电视、洗衣机、床等家具。 对待我
这个年轻新兵， 周边的同事还是
蛮照顾的， 最主要的是领导还时
常关心着我们年轻人， 日常的嘘
寒问暖，让我们觉得离机关不远，
没有受到冷落！ ”说到这，耿鸿鹏
满脸自豪。

“个头不高却健康敦实 、 言
语不多却思路清晰、 赞誉不少却
仍然低调热忱的北京小伙子， 无
论天气多么恶劣 ， 他都率先垂
范， 出现在项目的最前沿， 出现
在施工中最需要的地方， 我给他
点赞！” 与他一同在项目上的同
事这样评价他。

潼荣项目上场的日子逼近 ，
“兵马未动， 粮草先行”， 耿鸿鹏
在公司楼上楼下领导办公室、 招
标部、 物资部来回请示与沟通。

“潼荣项目急需开展物资集采招
标工作， 耿鸿鹏你现在马上去潼
荣项目报到！ 代表咱们天瑞公司
做好现场的物料服务保障工作！
现场有什么困难， 要及时汇报反
馈 ， 我们要把茅台好的集采经
验、 运作模式以及办法用到这个
项目， 最大限度地为项目实现降
本增效的目的。” 主管公司生产
经营的总经理吕良和， 是从基层
业务口成长起来的一位领导干
部， 他更愿意把前方的生产经营
比作行军打仗， 更愿意把年轻的
业务骨干， 安排在 “战争” 最激
烈的地方去锻炼。

撂下电话， 耿鸿鹏马上进行
网上订票。 又是一个离家远的地
方， 虽然他也希望多多陪伴家中
的父母， 也想静下来寻找心中的
另一半， 但是眼下唯有把工作做
好了， 才能把家庭经营好， “没
有大家， 怎可有小家。 请领导放
心， 工作的事情不但不耽误， 而
且我会尽自己所能做到更好 ！”
耿鸿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