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次握手 三年坚持

□本报记者 周美玉 通讯员 孙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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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王丹

“维修工作做到了 99.9% ，
那也可能是不及格哟。” 在华润
三九 （南昌） 药业有限公司从事
设备维护工作的辜升杰表示， 干
工作一定要精益求精 ， 一丝不
苟。 常年与冰冷的机器设备为伴
的辜升杰， 曾有机会进入科室走
上管理岗， 但他选择了在一线与
机器相伴， 选择用过硬的技术为
企业创造价值。

2003年， 带着做飞行员的梦
想， 20岁的辜升杰阴差阳错走进
了华润三九 （南昌） 药业有限公
司。 当时，公司尚处于创立之初，
生产、经营、销售等方面遇到重重
困难， 个别月份甚至连员工的基
本工资都难以保障。 有人选择了
离开，他不言放弃，留了下来。 用
他自己的话说， 这是他第一份工
作， 也是职业梦想开始的地方。
他不相信企业永远会是这样， 他
愿意留下来做一个坚守者。

工人行与不行，技艺
是“硬通货”

公司很快发现了辜升杰身上
独有的韧劲， 在自身经营困难的
情况下， 选派他和几位员工到江
西省电大学习， 随后又派他们参
加了高级维修电工技能等级培
训。 在那里他和同事们不仅学习
了机械专业技能， 还学习怎样有
效沟通、 怎样分析问题、 怎样解
决问题等。 辜升杰特别珍惜这些
学习机会， 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
培训。

技能成才之路， 没有一蹴而
就的成功 ， 也不会总是一帆风
顺。 2010年， 企业形势有了很大
的变化， 生产、 经营、 销售有了
根本性的好转， 积蓄起力量的公
司来了一次大翻身， 车间轰轰烈
烈兴起大规模技术改造。 经过几
年的培养和历练， 此时的辜升杰
已经是机械维修师了。

当时， 企业生产的强力枇杷
露销量快速上升， 为了保证市场
供应 ， 需要提高包装效率 。 但
是， 新引进的一台高速包装机刚
刚装好调试完毕就出问题了。 作
为车间维修人员的辜升杰仔细地
检查了机器的所有部件， 完全没
有问题。 他又把关键控制零部件

拆卸下来， 重新安装一遍， 问题
还是没有得到解决。

连续几小时的拆装， 消耗了
辜升杰大量体力， 虽然室内温度
不超过10摄氏度， 可他头上豆大
的汗珠还是不停地往外冒， 满手
油污的辜升杰第一次遇上了大难
题， 迫不得已的状况下请了对方
厂家的工程师。 这位工程师通过
检查， 很快找到了原因， 原来是
一颗直径不到1毫米的控制螺丝
安装精度不够所致。

这次挫折给了辜升杰很大的
刺激， 他认识到， 在工厂里， 技
艺就是 “硬通货”， 维修工作做
到了99.9%， 那也可能是不及格。
所以， 干工作一定要精益求精，
做到一丝不苟。

用“笨”办法征服每
一台机器

在这以后， 辜升杰给自己提
出了更高的要求， 苦练技艺勤学
技术成为他工作的主旋律 ， 同
时， 他变被动为主动， 把工作关
口往前移。

2013年起 ， 华润三九 （南
昌） 药业有限公司发展步入快车
道， 各部门各车间都积极行动起
来。在工作中，辜升杰发现机器出
现问题再维修太被动。 机器维修
带来的 “长尾效应”， 常常会造
成生产不能正常进行， 影响生产

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完成生产任
务。 如果要把问题消灭在出现问
题之前， 就需要对机器工作状况
进行客观评价， 对可能发生的变
化做出科学预见。 为了做到这一
点，他向机器下达了“战书”。

一连半年， 辜升杰天天拿着
各种设备的说明书， 在机器轰鸣
的车间来回行走， 仔细观察每一
台机器的运行， 记录下每个可能
出现问题的疑点， 随时写下改进
的设想。 笔记记下了厚厚的一大
本， 而这还只是他开始收集机器
数据的阶段。

在现场观察机器运行情况，
辜升杰常常十几分钟盯在一个岗
位不眨眼， 同事开玩笑说他像一
只盯住猎物的青蛙。 他从枯燥的
数据中找出了故障的原因， 找出
了可以改进的方法， 找出了需要
改造升级的对策。

在以后的两个月时间里， 辜
升杰开始上手亲自操作设备， 验
证自己每一项改良改造设想， 然
后， 根据实际情况提出设备进一
步改造方案。一台机器设备，往往
忙上个一两年， 才能真正找到它
运行的规律，了解它的“脾气”。就
是靠着这样的 “笨” 办法， 他把
厂里每一台机器都征服了。

2015年 ， 糖浆225生产线设
备故障频发， 岗位操作人员劳动
强度过大、 产品批量生产时间过
长， 出现了生产任务无法完成的

情况。 辜升杰迎难而上， 经过3
个月的艰苦攻关， 解决了这一生
产上的难题 。 采取新的工艺方
法， 此生产线节省了3台转运设
备 ， 设备故障时间由1860分钟/
月降低至70分钟/月 ， 缩减产线
操作人员5名， 生产时间缩短近
60%。 辜升杰的改进方案实现设
备生产能力翻了一番， 每年可为
公司节约生产成本40多万元。

近3年来， 在公司推行的精
益管理中， 辜升杰共提出了上百
条合理化建议， 大幅降低了维修
成本、 人工成本、 能源消耗和生
产费用 ， 为公司创造经济效益
200万至300万元。

精益求精，“咬住”故
障不松口

严谨、 一丝不苟的态度是精
益求精的前提。 刚来厂里维修岗
位的小万， 第一次和辜升杰合作
调试监管码分料自动装盒机， 就
领教了他的厉害。

那是冬季里的一个寒夜， 窗
外漆黑一片， 车间内灯火通明。
小万和辜升杰穿着单衣， 聚精会
神地观察着一台机器， 不时做着
各种记录。 两小时后， 他们把这
台机器装好。 小万伸了个懒腰，
准备收拾工具， 离开工作现场。
这时辜升杰说： “慢着， 开机试
试。” 这一试， 果然有问题 ， 监
管码的分料机构不能把小盒分
开。 辜升杰毫不犹豫地说： “可
能是压缩板太松， 拆了重装。”

又是两小时， 机器再一次装
好 。 小万站起来揉着酥麻的小
腿， 主动说开机试试。 结果小盒
分开了， 但分料又不均匀了。 小
万用求饶的眼光望着辜升杰， 辜
升杰却没有任何商量的摇摇头
说： “不行， 还得拆了重装。”

第三遍， 自动装盒机下盒不
成功， 推料失败， 说明书无法入
盒 。 辜升杰只有两个字 ： “重
来 。” 第四遍 ， 终于都合格了 。
辜升杰又自言自语说了一句 ：
“这个传动装置是不是还可以改
良一下？” 听到这句话， 大汗淋
漓、 瘫坐在地的小万张大嘴， 一
句话都说不出来， 只剩下喘着粗
气的声音。

生活很“将就”，工作
极“较真”

作为一名追求工匠精神的技
术人员， 辜升杰的性格里有着两
种极端表现。 有人说他内向， 在
办公室里，他可以一坐一整天，安
静地、 专注地阅读各种专业技术
书籍。也有人说他话痨，在安装调
试现场，如果有人提出问题，他可
以一个人一讲就是半个小时不停
歇，直到对方听懂为止。 然而，妻
子对他的印象是太随意。 身上的
外套可以三五年不换新的， 带他
去逛商场买衣服， 问他意见， 他
永远是那句话 “还可以吧， 随便
了”。 可团队里的辜升杰却是最
挑剔的， 安装维修现场， 谁要是
哪个螺丝没拧到位， 都会被他狠
骂一顿， 必须重新纠正。

辜升杰离不开生产一线， 他
对机器设备有很深的感情。 2015
年， 公司领导准备将他提拔到科
室做设备部的主管， 可他却一口
拒绝了。 有升职的机会不要， 别
人都替他惋惜。 辜升杰却像没事
人一样， 每天依旧泡在车间的机
器旁， 摸摸这个、 弄弄那个， 就
像是照顾自己心爱的孩子一样不
厌其烦。 同事们说， 只要一说到
车间， 一来到机器旁， 他的眼睛
就开始放光。 他觉得一个企业的
技术人员就应该在最能发挥技术
的岗位， 把技术做到最好。

辜升杰在基层默默无闻、 甘
于奉献， 因为表现优异， 年年被
评为年度优秀员工， 多次获得金
点子创新奖项， 还被华润集团评
为青年岗位能手。 提及这些荣誉
的时候， 辜升杰总是说这些都是
团队的功劳， 他不过是侥幸被选
为了其中的代表罢了， 他之所以
能取得今天的成绩， 全是公司、
领导和同事们给予的。

如今的辜升杰， 不仅承担着
车间最难的设备维修工作， 而且
又开始新的自我超越 。 对于未
来， 他满怀希望， 希望企业发展
得更好， 希望技术更精进。 他还
希望企业涌现更多技术人才， 能
够和他一起给企业发展添砖加
瓦。 他说他愿意做一颗有技术含
量的 “螺丝钉”。

职工故事
线索征集邮箱： ldwbgh@126.com

一副黑框眼镜， 镜片后的双
眼透出果敢和坚毅； 一袭深红色
连衣裙， 衬托出企业家的风姿和
气度……初次见到北京德辰创梦
农副产品有限公司创始人、 董事
长邓小荣， 她便给记者留下了深
刻印象。 邓小荣2017年开始接触
扶贫工作， 3年来， 她多次到内
蒙古自治区赤峰市阿鲁科尔沁
旗、 锡林郭勒盟太仆寺旗和河北
省尚义县进行对接帮扶。 截至目
前， 该公司已在农产品助销方面
累计投入300余万元， 受益贫困
户达上万人。

今年9月初， 在昌平区扶贫
农产品集散中心专卖店里， 记者
见到了正在忙碌的邓小荣。 “这
批从太仆寺旗运来的农产品凌晨
才抵达北京， 米面两吨多、 食用
油50多箱、 鸡蛋50多箱。” 邓小
荣一边动作娴熟地盘点货物一边
欣喜地向记者介绍说， “这些土
特产都是昌平老百姓很喜欢的。”

邓小荣是怎么开始专注扶贫
农产品的？ 为何要舟车劳顿大费
周折地到那么远的地方采购？ 这

还得从2017年她第一次接触扶贫
工作时说起。

2017年， 邓小荣和几位同事
到太仆寺旗考察农产品市场， 经
历了一路的颠簸后， 一行人风尘
仆仆到达当地一农户的地头， 却
看到农作物因没有销路而烂在地
里。 “我当时真的特别心疼， 既
心疼农户， 也心疼那些农作物。”
邓小荣回忆说。 她当即表示要收
购该农户的全部农作物。 听到这
句话的农户一脸激动， 立即上前
紧紧握住邓小荣的双手不愿放
开， 她一下就被触动了。 也就是
从那一刻起， 邓小荣决定把扶贫
工作坚持下去。

2017年， 邓小荣带领公司主
动申请加入昌平区工商联， 并积
极参加昌平区工商联组织的各种
精准扶贫活动， 先后多次到阿鲁

科尔沁旗、 太仆寺旗、 尚义县进
行深度对接帮扶。 2019年， 在昌
平区政府的帮助下， 她与太仆寺
旗签订协议， 开通了北京至太仆
寺旗的蔬菜直通车， 将北京的新
鲜绿叶蔬菜输送到当地， 同时，
把当地的土豆、 杂粮、 肉类等特
色农产品带回昌平。

如今， 邓小荣已在昌平区设
立1家扶贫产品专卖店、 7家直营
店 ， 配备 20多辆蔬菜直通车 。
“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太仆寺旗
群众 ‘买菜难 、 买菜贵 ’ 的问
题， 特别是能让当地的建档立卡
贫困户以低价购买到优质果蔬。”
邓小荣说。

今年， 受新冠肺炎疫情的影
响， 两地出现农产品滞销， 昌平

居民也出现买菜难的问题。 邓小
荣看在眼里、 急在心上。 她决定
优先采购受帮扶地区产品 ， 将
200余吨农产品以低于市场的价
格送到昌平区的35个社区， 以实
际行动担起抗疫、 扶贫责任。

“蔬菜低于市场价销售， 会
觉得心疼吗？” 面对记者的询问，
邓小荣回答， 成本上肯定会有损
失， 但让群众吃上放心菜是更重
要的事儿。

“良心经营、 互利互惠， 帮
助更多人尽早脱贫。” 这是邓小
荣的目标 ， 也是她的原则 。 她
说 ， 扶 贫 之 路 虽 不 平 坦 却 始
终 充 满动力 ， 这份动力来自群
众， 也来自身为一名企业家的社
会责任感。

———北京德辰创梦农副产品有限公司董事长邓小荣的扶贫情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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