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群雁高飞头雁领”。

带领村民们脱贫致富、过上

美好生活，是我的初心，也

是我担任村主干 26 年来的

不懈追求。

——俞云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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踏实认真，练就精湛技艺

说起林荣，单位的同事大都会说同样
一句话：“他的手可真巧！”可真正了解他
的人知道，这双巧手不是随随便便练成
的。

林荣进入南平铝业后便以厂为家。
学习钳工是非常枯燥的差事，几乎天天都
在练锉。寒来暑往，多少把锉刀都被林荣
锉得不能再用。“做人要踏实，做事要认
真”是林荣的信条，30年来，林荣经常利用
下班时间、节假日去了解研究模具的实用
性和产品的创新性。

经过30年的岗位经验淬炼，林荣独具
一格，掌握了一套独特的钳工操作技艺，
并加以推广应用。原有的下模焊合室制
作技术生产出的型材产品易出现表面粗、
划道等缺陷，林荣通过观察和实践，发现
加上一些工序可以提高型材的合格率：在
下模焊合室粗加工时保留一定的尺寸余

量，待热处理完后，用合金铣刀进行精铣，
再由钳工用百叶轮磨头对表面铣刀痕进
行抛光处理。经过林荣技术改造后，用于
加工的焊合室光滑平整，保证了型材产品
的合格率。

林荣的模具钳工装配技术，不仅在公
司和省内同行中出类拔萃，而且为公司在
省冶金行业和全国各种技能竞赛中屡创
佳绩。他制作的挤压模具表面光洁度高，
尺寸精度好，上机合格率高，因此他重点
承担了公司主要高附加值产品手机笔电
型材、导电轨型材、汽车用材、太阳能支架
型材、锂电池端板型材、高铁列车型材等
新断面的攻关制作工作，工作效率更是其
他工友的1.3倍。

潜心钻研，攻坚创新

林荣深知，南铝这个经历了60多年风
雨洗礼依然挺立的企业，是紧紧依靠技术
进步和精细管理实现快速发展的。

“忠诚尽职、拼搏求变”的企业文化价
值观，深深植根在他的心里，他以实际行
动诠释着其内涵。他始终敬业爱岗，面对
单调而乏味的钳工岗位，凭着强烈的事业
心和上进心，潜心钻研钳工的每一项技
能，在工作中学习、在学习中实践、在实践
中创新，成为南铝一名优秀的钳工制模

“尖兵”。他解决了型材抽丝质量缺陷老
大难的问题，使模具返修的比例由 6%下
降至 3%左右，为公司节约模具成本上百
万元；攻克了公司的高附加值 IT型材产品
和导电轨型材断面模具入口倒角关键部
位衔接的技术难题，为订单的批量生产提
供了有力保障。特别是公司新开发的汽
车产品用材，要求工作带与空刀都要圆弧
过渡，进口的加工中心设备都无法加工到
位，只能靠手工细修到位。他又一次承担
了重任，利用精湛的技术，解决了这项加
工技术难题，模具上机一次性通过，为该
订单的批量承接打下了坚实基础。

林荣在公司模具专业科技创新开发
项目中，积极参与公司 5个重点项目的研
发和制作，其中“新结构蝶形模具的研究
和应用”及“U型包钢立柱型材模具的技
术开发”两个项目取得突破性进展，获得
行业内专家们高度赞赏。然而，林荣从不
拥技自傲，他说：“我的技术不仅属于自
己，更属于培养自己成长的企业。”他思路
大胆，开拓创新，以自己的聪明才智，为企
业制作了一批又一批精品模具，用自己一
套精湛的钳工操作技能，出色地完成了公
司各项高难度新产品的开发攻关制作任
务，为南铝转型升级实现高质量发展作出
积极贡献。

传技育人，辛勤耕耘结硕果

为加快企业改革发展，推动企业新产
品研发，作为一名班长，林荣十分注重班
组管理，经常利用班组会议与班组成员进
行交流和讨论，了解实际生产工作中遇到
的问题和困难，带领班组成员共同提高模
具制作水平。

“有班头的带领，我们工作起来就更
有动力，他总是身先士卒，干的活从不比
我们少。”说起这个“班头”，班组成员个个
竖起大拇指。而他所在的班组，多次荣获
公司“十佳红旗班组”及“先进职工小家”
等荣誉称号。

林荣热心带徒，在传技育人的工作实
践中，总结出一套带徒的“一动”“三勤”的

“学徒心法”，即对技能学习要动心，向师
傅学习要做到“嘴勤”“手勤”“腿勤”。他
在公司每年组织的“师带徒”活动中表现
非常突出 ，把自己在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和
创新的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自己的徒
弟和班组成员。通过他耐心细致的讲解
和对实例详尽的分析，新进的班组成员很
快就掌握了钳工技术。

林荣还经常主动找徒弟促膝谈心，给
他们讲体会、打比方，真正做到一个德艺
双馨的好师傅。近年来，他培养了 9个徒
弟，他们如今分布在南铝各个部门多个岗
位，成为企业生产管理的技术骨干力量。
他还善于把自己平时在工作实践中积累
的经验，以图文并茂的方式记录下来，独
创出模具钳工制作八个绝招，被公司作为
创新学习的教材进行广泛推广，为公司创
造了良好的经济效益。

林荣说：“我们要发扬工匠精神，关键
是要提高我们一线技术工人自身的素质，
只有不断提高自己，才能满足企业建设高
素质员工队伍的需要，才能跟上我国从制
造大国向制造强国的华丽转身。”

辛勤耕耘结硕果。林荣在模具钳工
班班长这个“兵头将尾”的岗位上，一干就
是 30年，在实践中炼就了一身过硬的本
领，曾多次被公司评为“优秀技术能手”

“青年岗位技术能手标兵”，多次代表公司
参加市级以上青工技能比武获得优胜
奖。2008年，他获得“中国铝业杯”第二届
全国有色金属行业职业技能竞赛第五名，
荣获“有色金属行业技术能手”称号；2009
年，获“全国青年岗位能手”“有色金属行
业技能大奖获得者”称号；2012年，获第五
届“南平市十大杰出青年”提名奖荣誉称
号、南平市“新长征突击手”荣誉称号；
2018年，获福建省技能大师。

“我会继续钻研学习，勇于突破技术
难关，让钳工班组的技艺再上新台阶。”耀
眼的光环并未让林荣止步，他对未来的工
作豪情满怀。在平凡的岗位上不断超越
自我，“金牌钳工”林荣正用实际行动，用
钻研创新诠释大国工匠精神，以激昂饱满
的热情、敬业奉献的精神、积极进取的品
格，继续为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创造一个
又一个奇迹。 （通讯员 李剑）

“最精密的机械出自钳工之手”，这既是对

钳工的赞美，也是行业现实。钳工是一种复杂、

细微、工艺要求较高的工作，劳动强度大，技术

水平要求高，在机械制造及机械维修中有着特

殊、不可取代的作用。要想达到高精密装备的

水平，钳工需要长时间工作经验积累和超常的

耐力与毅力。

林荣就是这样一位能达到高精密装备水平

的技术能人，在制作模具遇到技术瓶颈时，只要

他加入，问题就会化繁为简。他手工进行的模具

装配，技术精度甚至可以达到A4纸厚度的1%，连

一些高精密机器都无法媲美。

林荣，福建省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建材事

业部模具钳工班班长，钳工高级技师、福建省技

能大师。他30年如一日在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

刻苦钻研，用过硬的专业技术和优良的职业品

德，为南平铝业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

俞云灿的家乡在宁德市霞浦县松
山街道长沙村，全村共有 322 户 1270
人，其中库区移民160户612人，属于库
区移民重点村。1994年，在外创业多年
的俞云灿决定回乡发展。同年，他被村
民推选为村主任。1997年，俞云灿接任
村党支部书记，他顿时觉得肩上的责任
更重了。

为改变长沙村贫穷落后的状况，俞
云灿和村“两委”决心发展产业，让村民
们走上致富路。在仔细分析村情的基
础上，村里决定发展大弹涂鱼养殖产
业。但因早些年村里推广对虾和青蟹
养殖相继失败，村民们对大弹涂鱼养殖
的想法并不支持。

为让村民们吃下“定心丸”，俞云灿
率先试养12亩大弹涂鱼，不到1年便获
得成功。之后，俞云灿把养殖经验传授
给村民，并帮助 30户困难户争取到每
户 3万元的小额贴息贷款。仅靠养殖
大弹涂鱼，村民当年人均纯收入就增加
6300元。

俞云灿还大力发展长沙村光伏产
业、观光农业、民宿服务业等，村民收入
稳步增长。 2019 年，村民人均收入
17560元，村财收入30万元。

在大力发展经济的同时，俞云灿还
积极推进美丽乡村建设，着力改变村容
村貌。如今，村里干净整洁、绿树环绕，
民房整齐漂亮，还有休闲娱乐的小广
场、公园。

俞云灿说：“村民口袋鼓了，村貌漂
亮了，但我觉得这些还远远不够。乡村
振兴，离不开文化振兴，要让乡村有‘灵
魂’，让村民们记得住乡愁，留得住根
脉，有更多的幸福感。”于是，他开始积
极探索“文艺+文旅+文创”发展模式，

既繁荣乡村文化，又助力精准扶贫，走
出一条以文化助推乡村振兴的新路子。

村里投入 70多万元，把村旧仓库
改造成二层阁楼仿古式的“长沙书苑”，
内设习近平总书记推荐书籍专柜、科普
e站、党群驿站等，书苑藏书 4000余册，
成为村民阅读学习、开展文化活动的重
要场所。同时，积极挖掘移民文化、农
耕文化，设立库区移民陈列室、农耕展
示厅。

2018年 8月，在福建省雕刻艺术家
协会和省商盟公益基金会的支持下，长
沙村与下村村开展合作共建，实施以农
民油画、民间工艺美术、农民书画创作
等为主要内容的“文化脱贫工程”。截
至目前，共举办农民油画培训班 16期，
培训学员 200 多人，创作作品 2000 多
幅，通过互联网平台得到企业家和爱心
人士认购，增加了农民收入。

31岁的国定贫困户黄荣库，幼时父
亲早逝、母亲改嫁，与年迈的奶奶相依
为命。在俞云灿的鼓励下，黄荣库参加
油画班培训，两个月后，黄荣库收到第
一笔油画拍卖善款 4000元，他激动地
拉着俞云灿的手说：“俞书记，真是不敢
想我这拿锄头的手也能画出好生活，往
后的日子越来越有盼头啦。”

村里陆陆续续有 50余人参加培训
班，农民油画队建立起来了。许多村民

在油画创作室拿着画笔，端坐在画板前
聚精会神绘画的场面，成为长沙村一道
靓丽的文化风景线。长沙村渐渐成了
霞浦市民休闲的好去处，还有众多外地
朋友来这里旅游、创作，村里白天、晚上
都非常热闹，充满生机活力。

随着“文化脱贫工程”的深入开展，
一些与文化有关的活动相继在长沙村
闪亮登场：“长沙之春音乐会”“诗歌快
闪·汤养宗诗歌朗诵会”“一镇一孝廉·
长沙孝廉讲坛”“乡村音乐传习所”……
村里的文化氛围日益浓厚。

今年 3月，霞浦诗歌馆在长沙村落
成。这里收集着“闽东诗群”成员汤养
宗、谢宜兴、叶玉琳、刘伟雄等诗人从20
世纪 80年代以来创作的诗歌作品。随
即“大往·诗歌咖啡馆”也在长沙村落
地，吸引众多省内外的文艺界朋友来这
里参观走访。

这些年，长沙村相继获得“全国文
明村”“省美丽乡村建设示范村”“省级
卫生村”“省乡村振兴示范点”“四星级
农村幸福社区”等荣誉称号。

俞云灿站在村口的长堤上，回想习
近平总书记当年在这里调研指导工作
时的场景，心潮澎湃。俞云灿说：“我将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积极建设美好家
园，努力走出一条具有闽东特色的乡村
振兴之路。” （通讯员 何焱红）

不断钻研创新的新时代“大工匠”
——记福建省技能大师、南平铝业股份有限公司钳工高级技师林荣

“人生的价值在
于奉献，只有担当才
能奉献，只有奉献才
有作为。”福建师范
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原院长、工程中心首
席科学家吴松刚教
授，与参加主题党日
活动的党员们分享
他从教从研的经历
和体会。

9 月 11 日上午，
省退休干部工作指
导中心党支部、省人
事人才研究所党支
部、福建师范大学生
命科学学院党委，在
位于福建师范大学双安楼的工业微
生物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联合开展

“牢记使命、服务发展、立足岗位、担
当作为”的主题党日活动，并以此纪
念第 36个教师节。

吴松刚讲述了他在承担灰黄霉素
高产菌种选育重大项目、担任三届全
国人大代表履职经历及创办全国师
范类院校第一个工科专业等经历中，
勇于担当作为、勇于创新突破的故
事。他还分享了“永远跟党走”的座
右铭，表达了对党的真挚情感，并表
示今后将继续为我国的微生物工程
的发展奋斗终身。

随后，各党委、支部负责人和学生
代表分别向吴松刚送上鲜花和蛋糕，
致敬他从教从研 60周年。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
个人”林峻副研究员，深情回忆在学
期间吴松刚言传身教的往事，并讲
述自己坚持应用研究，全力以赴投
身抗击疫情的科研战役，赴北京领
奖的经历。

聆听吴松刚的故事后，党员们
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大家表示，作
为党员，要始终牢记为祖国富强、民
族复兴的初心和使命，坚定理想信
念，主动担当作为，在各自的岗位上

发挥出先锋模范作用。
省退休干部工作指导中心党支部

书记在发言中对吴松刚从教从研 60
周年“退而不休，休而不止”攀登科技
前沿和奋斗科研一线的奉献、创新和
担当的科学精神表示崇高的敬意。
他说，支部要鼓励更多退休科技工作
者服务、奉献科研事业和服务经济社
会，为建设新福建再上新台阶贡献更
多智慧和力量。

省人事人才研究所党支部负责人
说，吴松刚事迹感人，集中体现了不
忘初心、永远跟党走，科技报国、教书
育人，淡泊名利、无私奉献，甘为人
梯、胸怀祖国的科学家情怀和精神。

生命科学学院党委书记认为，吴
松刚身上集中体现了“爱国、创新、求
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的科学
家精神。党委要持续做好引领和服务
工作，要继续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
精神，为科技人才提供高效优质服务，
提升科技工作者的成就感和获得感。

参加活动党员还参观了工业微生
物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的实验室和
中试车间，听取了工程中心发展历
程、科研成果和产业化成果以及今后
发展计划的介绍。

（通讯员 马国标）

致敬光荣的人民教师和科研工作者
省退休干部工作指导中心党支部等 3 个党组织联合开展主题党日活动

拿锄头的手画出好生活
——访福建省劳动模范、宁德市霞浦县松山街道长沙村党支部书记俞云灿

长沙村农民丰收节活动

支部负责人向吴松刚（中）献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