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中帅， 北京建工集团第三建筑工程有限公
司测量中心代主任， 2016年北京市建筑工匠技能
大赛中获得测量放线工冠军， 首届 “中美工程测
量对抗赛” 团体第一名。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指出 ：
“工业强国都是技师技工的大国， 我们
要有很强的技术工人队伍。” “作为一
个制造业大国， 我们的人才基础应该
是技工。” 如何培养出一支强大的技术
工人队伍？ 高技能人才成长有什么样
的规律？ 午报记者选择了首都的一批
高技能工人 “成长故事” 作为标本，
进行了大纵深、 零距离地调查分析。
我们发现， 其中最大的奥秘就是要内
外因相结合， 外因就是要为技术工人
成才营造出能让他们心无旁骛干事学
艺的环境， 内因就是自身要有一种追
求极致永不言弃的钻研精神， 对于技
术难题， 永远敢于 “亮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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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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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与职工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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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中帅

□本报记者 曹海英

北京建工三建测量中心代主任

极致！他将工程测量
的合格率定在100%

邢林贺

□本报记者 白莹 文/摄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第十一研究院二所
机加中心铣工组副组长

数控铣工是从事编制数控加工程序并操作铣
床进行零件铣削加工的人员。 作为数控铣工 “全
国技术能手” 的邢林贺， 曾经接手过航天飞行器
结构很复杂的部件， 很多部位过小、 过薄， 很难
加工， 要求精度非常之高。 也正是有了他的精心
攻关， 才为一个又一个的航天飞行器顺利升空奠
定了良好基础。

今年30岁的邢林贺， 河北邢台人， 自幼对航
天人十分崇敬， 2011年一毕业， 他便踏入了中国
航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十一研究院的大门。

沉浸在铣工世界8年，邢林贺用铣刀打磨出一
件件精美的航天产品， 他本人也从一名普通铣床
操作工华丽变身为“全国技术能手”，他用自己的
行动，让青春在平凡岗位上“秀”出了无限精彩。

“我们这个工种叫数控铣工， 数控铣工就是
根据设计零件图纸用数控铣床进行零件加工的技
术工人。” 邢林贺一边演示一边说道， 数控铣的
优势在于加工复杂曲线曲面轮廓、 加工精度要求
高的零件以及用普通机床加工需要设计制造复杂
专用工装夹具或很长调整时间的零件。

记者在现场看到，随着机身显示屏上由数字、
字母和符号组成的指令不断跳动，点孔、钻孔、铣
平面……铣床上的零件正在一件件被打磨。

在邢林贺看来，“工匠精神” 就是对经手的每
一个零件负责，打磨加工出它们的特点，赋予其生
命。 而这一真谛，是他的师傅言传身教给他的。

邢林贺所在的单位承担着大多数的航天飞行
器风洞试验模型的加工任务。 试验模型的尺寸大

小和重量有着严格的要求， 有很多部位过小、 过
薄， 很难加工。 邢林贺在使用陶瓷作为试验测热
模型时， 考虑到材料的硬、 脆等特性， 稍有不慎
可能造成崩边、 崩裂等情况， 导致零件报废。

他就多次尝试， 研究出一套采用大吃深、 小
步距、低转速、中进给的整套专门针对陶瓷加工的
切削参数。 目前，做到了陶瓷加工零缺陷零报废。

操作前检查铣床各部位手柄是否正常、 开车
时应检查工件和铣刀相互位置是否恰当、 铣床自
动走刀时手把与丝扣要脱开……邢林贺告诉记
者， 想完成一个零件的操作， 需要十几道工序。

“尤其值得注意的是， 对于精密机器尤其是
高危险性机器的使用要注意细节， 遵循正确的技
术安全操作规程， 养成良好的工作习惯。” 对于
如何正确操作和使用铣床， 邢林贺娓娓道来。 而
这些看似没有诀窍的工作方法， 却是师傅留给他
的“法宝”。

就是凭借这一 “法宝”， 邢林贺在2018年第六
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获得第四名的好成绩。
今年1月， 在人民大会堂他接受了颁奖表彰。

“毕业后就来到三建， 还没来得及适应从学
生到社会人的转变 ， 就被分到了长安汽车项目
部。” 苏中帅回忆说， 鉴于专业对口， 他直接参
与了项目测量工作 。 “当时带我的师傅 ， 就是
‘国宝’ 级测量专家徐伟。” 说到此处， 苏中帅激
动不已。 他暗下决心， 一定要向师傅好好学习 ，
争取在这一领域做出成绩。 还有一件令他兴奋的
事就是， 在该项目中接触到GPS这一最新的测量
技术。 “上学的时候， 我们所学和使用的测量设
备主要是全站仪， GPS测量设备是只许看、 不许
碰的高科技。” 苏中帅说道， 这是三建公司第一
次引进GPS测量设备， 能够用上行业内领先的高
端设备， 苏中帅十分兴奋。

在现场，苏中帅一边跟着师傅学，一边研究新
设备的使用。 他们发现偶尔会出现“伪距”“失锁”
及个别数据点存在偏差等情况。 “怎么才能解决这
个问题呢？ ”一向好琢磨的苏中帅跟自己较起劲儿
来。 为了搞清这一问题的原因，苏中帅查找资料、
翻阅了大量书籍， 并前往北京建筑大学虚心向在
GPS测量与研究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资深教授请
教。功夫没有白费，很快，他就摸清了GPS接收机的
特性，再使用GPS进行测量就得心应手了。

苏中帅在工作中的表现得到了师傅的认可。
此后， 三建测量中心又陆续引进了三维激光扫描
仪、 测量机器人等高端测量设备。 随着参与不同
类型、 不同条件的工程逐渐增加， 也增加了苏中
帅对不同建筑的认知和理解， 同时掌握了更多更
全面的专业知识和实地处理经验， 使他在工作中

慢慢成长起来。
2016年， 苏中帅报名参加了北京市建筑工匠

技能大赛。 虽然是第一次参加这样的大赛， 但他
信心十足 。 “参加比赛 ， 就是冲着冠军去的 。”
心里有了这个决定， 苏中帅全力以赴朝着目标努
力。 为了保证比赛成绩， 苏中帅抓紧一切时间进
行准备。 最终， 他凭借理论考试100分、 实操考试
99分的成绩摘得北京市建筑工匠技能大赛测量放
线工桂冠， 并荣获国家一级职业资格证书。

去年底， 苏中帅作为由北京市总工会组织选
派的北京工程测量代表队成员之一， 参加了在美
国华盛顿举办的首届 “中美工程测量对抗赛 ”，
与17名选手一起克服了时差、 设备等不利因素，
获得团体第一、 理论比赛第一和实操比赛优秀的
优异战绩。 这使苏中帅更加坚定在工程测量之路
上勇攀高峰的决心。 “所有产品都有合格率， 但
测量必须百分之百正确。” 初入行时师傅说的这
句话， 苏中帅深深印在了脑子里。 工程测量就要
脚踏实地， 也在苏中帅心中扎下根。

邢林贺，数控加工中心操作工，中国航天科技集团
有限公司十一研究院二所机加中心铣工组副组长、
2018年第六届全国职工职业技能大赛第四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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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致！对加工的每一个
零件都赋予其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