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石海芹 通讯员 刘静

用心把徒弟们带成技术“扛把子”
———华润医药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维修工郭东彪“师带徒”的故事

在一无专业学历、 二无职称
荣誉的条件下， 他凭着一股韧劲
和悟性 ， 苦钻电子电气维修技
术， 勤奋自学加不断的实践， 35
年来练就了 “快速诊断、 精准识
别、 高效修复” 的专业维修好本
领。 他常常给身边的年轻同事讲
“你对待工作是什么态度， 工作
就会给你什么结果”。 在设备电
子维修方面， 他总比别人维修的
快； 对于维修电子知识的融会贯
通、 理论联系实际， 他更是胸有
成竹———他就是郭东彪， 华润医
药东阿阿胶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
简称 “东阿阿胶”） 设备工程部
的一名维修工。 郭东彪1985年参
加工作， 由于常年奔走在维修施
工一线， 最有代表性的就是黝黑
的皮肤， 因为频繁穿梭在各部室
及生产车间， 大家都认识他、 熟
悉他， 亲切的叫他 “郭师傅”。

爱徒如子的 “郭师傅”

作为东阿阿胶的首席维修
工， 经郭东彪培养出来可独当一
面的弟子已有6名， 师傅精细严
谨、 徒弟认真好学。 说起和徒弟
们之间的趣事， 郭东彪表示， 虽
说是师徒关系， 但更像是无话不
谈的好朋友。 他对徒弟讲的最多
的是： “我们是一名维修人员，
节约成本最重要， 能修的坚决不
换， 别看零件不值钱， 时间久了
效益就出来了 ， 零件的价值不
高， 但是体现我们的技术。”

东阿阿胶的通讯系统从上世
纪80年代至今完全是自主设计、
安装和改造，无论是通讯交换机、
程控交换机、 磁石电话交换机的升
级变迁，还是工作场地的拓展、工
作强度与困难的增加， 郭东彪带领
徒弟坚持攻坚克难保运行， 已经
记不清铺设多少米的光纤线路，
维修好多少套电子设备， 协同联

通公司完成安装多少部电话、传
真机，多少部办公室、新车间移机。

2018年， 东阿阿胶办公楼搬
迁， 全部通讯线路需要割接但不
能影响24小时的正常运转。 郭东
彪和徒弟秦瑞和张立欣， 顶着压
力，两天两夜未合眼，安装电话机
280部、维护号码并机，不光一机
一号， 多数都是两机一号、 多机
一号。 48个小时不停地拆装、 调
试、 再拆装、 再调试， 直到全部
通讯设备经调试正常运转。

精湛的技术是维修技工们的
资本，但郭东彪没有保密，他将自
己维修电子知识和经验倾囊相授
给徒弟们， 每当遇到少见且较难的
维修任务时， 他都会在自己把关的
情况下， 尽量让年轻的徒弟来完
成。因为郭东彪知道，维修工作不
能“只看不干”，老师教授的再多，
笔记做的再细， 还是要自己动手
实操，要经常摸设备，进行实际维
修才能更快的适应和成长起来。

德艺双馨的 “郭师傅”

随着企业生产现代化技术的
应用， 高精尖端电气设施越来越
广泛， 自动化程度高， 但是故障
率也增多了。 请外方技术人员到
东阿阿胶进行维修， 涉及的服务
费不但高， 结果还不确定， 而且
往来路途时间长， 耽误时间。 关
键时刻， 郭东彪带领徒弟们结合
多年的维修经验， 大胆尝试采用
国产元件替代昂贵的进口元件，

探索出一套 “仅靠故障现象， 即
可快速诊断问题点” 的维修绝活
儿， 确保设备及时正常使用。

2019年6月 ， 中心化验室高
效液相色谱仪出现异常， 进口电
源板出现故障， 厂家报价维修费
两万元， 且还得再等5天。 因急
等用设备检测产品及原料的含
量， 郭东彪安排徒弟秦瑞回到车
间在淘汰的旧设备上寻找可代替
的零件， 每个端口和接口、 每一
根线路做到精准到位， 仅仅一天
的时间， 郭东彪和徒弟们用几元

钱的国产电子集成元件就成功完
成了修复 ， 设备和线路检测正
常， 外方技术人员得知这个情况
后都感觉不可思议， 大呼 “太神
奇了！” 近3年， 在此项设备上，
郭东彪和徒弟们实现了节约设备
维修费用超80万元， 达到市场效
益和公司利益双丰收。

同时， 郭东彪和徒弟们在进
口精密设备的维修改造方面不断
取得突破， 先后完成了全自动血
液分析仪、 细胞培养罐、 药品稳
定性实验箱、 进口分离机、 原子
吸收、 分光光度计等12套质检设
备的故障修复， 节约维修成本30
万元。 他们根据质量管理部技术
要求， 创新性的将稳定性药品试
验箱的人工加湿功能改为智能加
湿及远程监控系统， 解决了留样
产品的质量风险， 这个技术取得
突破性成果， 并获得 “稳定性试
验箱远程报警装置” “稳定性试
验箱供水系统加湿装置” 两项实
用新型专利。

“用力做只是合格， 用心做
才是优秀。” 是郭东彪的口头禅。
他以 “求新、 求效、 求精” 为目
标， 让徒弟承担重大项目设计，
师傅当帮手， 给徒弟交任务、 压
担子、 提高要求。 他带着徒弟们
在平凡的岗位上做出优秀的业
绩 ， 几十年 与 机器设备相伴的
师徒情谊， 满满的都是奋斗者们
幸福的回忆， 他们相互影响、 相
互促进、 共同提高。

如今， 郭东彪的多名徒弟在
东阿阿胶重要的岗位上独当一
面 ， 成了维修技术 “扛把子 ”，
承担了更多更重的工作， 用过硬
的技术为公司创造更高的价值。
看着徒弟们自信的脸庞和坚毅的
眼神， 郭东彪特别欣慰。 不久他
就要享受退休生活了 ， 但他坚
信： 徒弟们的技术会越来越强、
企业的未来会越来越美好。

□本报记者 盛丽

模拟星空演示、 天文望远镜
体验、 科普专家讲座……丰富的
互动体验 ， 吸引着很多观众驻
足。 这些让人第一时间想到了天
文馆。 其实不然， 这一幕发生在
今年11月在江西省井冈山市， 全
国优秀科普产 （展） 品巡展暨流
动科技馆进基层活动的启动现
场。 北京天文馆作为活动实施的
牵头单位， 参与其中。 杨斌所在
的北京天文馆科普教育部又一次
出色的完成了任务， 让天文知识
“流动” 到人们身旁。

“‘流动天文馆’ 顾名思义，
就是以天文科普宣传车为载体，
通过宣传车直接进校园、 进社区
等形式， 将天文知识呈现给更多
没有来到天文馆参观的人们 。”
杨斌介绍说。

杨斌是北京天文馆科普教育
部主任， 他所在的部门负责 “流
动天文馆” 这个品牌的建设和组
织实施工作。 “我们的工作就是
让天文馆的知识 ‘流动’ 起来，
不再停留在馆里。” 聊到自己的
工作 ， 杨斌很是骄傲 ， 他说 ，
“用最灵活便捷的方式把天文知
识带到观众 ‘家’ 门口。 这样的
科普模式， 有效弥补了场馆科普
覆盖面不够广泛的问题， 成为固
定科普场馆的有益补充。”

1997年， 北京天文馆开始尝

试将生动有趣的天文科普知识带
进大中小院校、 市民文化广场、
街道社区。 活动主要是由科普宣
传车这个载体来完成。 23年过去
了 ， 宣传车升级为 “流动天文
馆” 品牌活动。 逐步形成了以充
气式移动天象厅为核心， 以互动
展项和知识展板为辅助， 以科普
讲座和天文观测为特色的天文科
普服务形式。

2012年下半年， 杨斌来到北
京天文馆科普教育一线。 8年中，
他体会着 “流动天文馆” 品牌活
动中每一个难忘的瞬间。 和在天
文馆布置展览不同， “流动天文
馆” 活动每次布展的对象都是新
场地， 难度也就随之升级。 每次
布展， 杨斌和团队成员都要在规
定时间内完成， 以保障活动顺利
开展。 这考验着杨斌和团队成员

的体力和效率。
遭遇天气变化如何应对？ 活

动场地和条件不符合要求怎么解
决？ 一个个难题考验着杨斌和团
队成员的临场应变能力。 他和大
家克服着种种困难， 将一场场流
动展览布置到公众的家门口， 让
更多天文知识走进社区和校园。

为了能让全国优秀科普产
（展） 品巡展暨流动科技馆进基
层活动顺利开展， 杨斌和部门同
事11月6日就来到了井冈山， 踏
勘是他们要做的第一项工作。 这
次的活动地点涉及一所中学和两
所小学， 因为学校几乎没有相关
活动经验， 这也给杨斌带来了不
小的挑战。 “一定要保证安全，
用电、 布线、 观众规模以及参观
流程这些都要反复确定。” 杨斌
说。 他与当地的工作人员确认着
每个环节。

第二天一早， 杨斌带着团队
赶到井冈山中学布展。 接电、 布
线、 摆放展品……因为有着前一
天详细的踏勘准备， 布展工作按
照计划稳步进行着。 10点活动正

式启动， 学生们陆续走进现场，
感受天文知识的魅力。 此刻， 杨
斌的忙碌才刚刚开始。 他不断地
在现场巡视着， 随时应对突发情
况的发生。 下午5点， 第一天的
活动结束。 杨斌微信显示他已经
行走了17000步 。 吃过晚饭 ， 他
还要和团队召开工作会， 安排部
署后两天的活动内容。

如今， “流动天文馆” 品牌
活动已经拥有了自己的 “粉丝
群”，公众参与度不断提高。 2012
至2019年间， 杨斌带领 “流动天
文馆” 科普团队共走进了165所
学校、 49个社区， 组织开展大型
天文主题科普活动10次， 参加各
类大型综合性科普活动43次， 累
计服务人数近36万人。 “流动天文
馆” 不仅多次受邀参加全国科技
周“流动科技馆进基层”活动等大
型科普活动， 也先后获得了首都
市民学习品牌、 西城区市民终身
学习服务基地优秀特色项目、 科
普日优秀特色活动等荣誉。 杨斌
还获得了中国自然科学博物馆协
会2016年度优秀工作者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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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斌：让天文知识“流动”起来

▲ 郭 东 彪
（右 ） 与同事们进
行技术研讨

▲

郭 东 彪
（左 ） 指导徒弟提
升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