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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进生产技艺

创造经济效益
庞宁军发现，总拼工段机器人

修磨重复动作多，修磨程序繁琐。
通过不断观察与实践，他将修磨程
序由串联改成并联，机器人非增值
时间可由 10 个合并为 7 个，单循环
平均减少 3.2秒，改善了设备运行逻
辑，提升产能节拍。他研究的《一种
移动式电阻焊焊接设备悬挂装置》
荣获省总五小创新大赛一等奖。参
与获得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3 项，“激
光焊打磨片再利用”方案使激光焊
打磨片材料重复利用，实现了变废

为宝，每年为企业节约生产成本 5.2
万元。为优化装配工装，庞宁军制
作尾门 X 向“零”位装置，改善人员
作业手法，提升操作效率。

3年来，庞宁军常常带头深入工
作现场、反复分析推敲、巧手自制改
造、严谨科学验证，累计完成大小技
改攻关项目 30余项，优化项目 530余
项，每年贡献经济效益 70余万元，还
为公司多款新车型项目投产及产能
爬坡起到了保驾护航的积极作用。

助力人才培养

确保顺利投产
庞宁军自 2018 年进入上汽集

团乘用车福建分公司后，积极研
究高效率、高质量的培训方式方
法。为保证人才队伍稳定，他还
带领工作室研究了一套“343”人
才培养模式，即“3 项重点项目，4
种训练方法，3 个阶段”，累计培训
135 人，其中 23 人成长为关键岗位
技术能手。同时，根据作业内容，
按初、中、高的培训方式，撰写出
包括《涂胶作业提升培训》《C02
作业培训提升》《装调作业培训提
升》《表面返修作业提升》培训教
材，至今已编写输出 16 门课程培
训教材，达成车间 2020 年 60JPH 爬
坡生产任务，确保企业顺利投产。

领办技能大师工作室

开启新征程
2020 年庞宁军申报省级技能

大师工作室获批，成立“庞宁军技
能大师工作室”。为发挥省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技艺攻关”和“带
徒授艺”的作用，庞宁军制定了 3
年培训计划，计划培养出 5 名高级
工以及 1 名技师；同时制定了 5 年
规划，以整车厂为辐射点，致力于
服务于整车厂的改善工作，确保
在 5 年内实施改善项目达到 500
个以上。

（宁德人社微信公众号）

厦门市翔安区内厝镇锄山村大乡
124 号所在的双层式石头房子，俗称

“德高楼”（或称“竹篙楼”），建于清朝嘉
庆年间。如今，“德高楼”的石头带有磨
砺出来的张扬质感，绿油油的藤蔓绕着
外墙。这里既是革命烈士宋公铺的家，
也曾是锄山地下党支部及锄山抗日民
族解放先锋队的活动据点。

宋公铺，1915年出生，1931年秘密
参加革命，并加入党组织，任锄山地下党
支部书记。担任工农红军晋南同（晋江、
南安、同安）游击队交通员期间，宋公铺
参加了晋南同革命根据地的土地革命斗
争和反“围剿”游击战争，并受命在锄山
村建立秘密联络站，任中共同安县地下
党组织锄山秘密联络站的负责人，参与
组建锄山抗日民族解放先锋队，参加了
泉南地区的抗日反顽斗争。1940年牺
牲，年仅25岁。1983年，民政部追认宋
公铺、宋代（宋公铺的三哥）等人为革命
烈士。

今年 81 岁的宋旭明介绍，1931
年，他的四叔宋公铺任锄山地下党支部
书记。后来，他父亲宋代、宋公铺的五
弟宋鑫等人也纷纷投身革命宣传，一起
参加抗日武装斗争活动。

16岁起开展地下工作

带着骨干抗日救亡
1931年，中共党员黄永妙到锄山开

展地下工作，据点就设在宋公铺家的
“德高楼”。由于宋公铺从小接受文化
知识教育和爱国思想教育，与黄永妙的
救国主张一拍即合，立即成立锄山地下
党支部，并任党支部书记。这一年，宋
公铺 16岁。锄山地下党支部的建立，

贯通了中共晋南同地下交通线。
不久，上级地下党组织连同锄山地

下党支部，抽调几个基点村骨干成员组
成敌后游击队，集中进行军事训练，为
抵抗日寇入侵做准备。1934年 5月，锄
山党支部带领游击队，攻打国民党马巷
盐警联保办事处；1937年，宋公铺带领
锄山党支部，在晋南同边界从事抗日救
亡活动。

组建马巷抗日后援会、成立抗日民
族先锋队，在宋公铺的领导下，队员数
量最高峰时达到 400多人。1937年，日
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保家卫
国的抗日呼声也传遍了这个宁静的小
山村。同年 8月，抗日民族先锋队攻打
小盈岭哨所，缴获 30多支枪械和一批
弹药；同年 9月，抗日民族先锋队攻打
马巷镇公所，击毙了镇公所侦缉队副队
长余本分；1938年，宋公铺领导组建了
一支二十多人的缉私队，在同安沿海一
带捉拿、查扣与日寇勾结的走私船只。

婚宴上遭日伪兵突袭

牺牲时年仅25岁
“德高楼”，坐东北朝西南，占地面

积约 300平方米，楼内共有十一间房、
五个厅及多个天井、小通道，厅房处处
相通相连，好似一座小迷宫。说起自己
成长的地方，宋旭明脸上满满的自豪。
他说，“德高楼”的内部构造，有利于四
叔宋公铺开展革命工作，“一旦有什么
突发情况，前来开会的革命人士可迅速
抽身逃离。”

“我刚出生没多久，四叔就牺牲了；我
出生那年年底，我父亲和五叔等人也都被
捕遇害。”宋旭明说，整个家族包括宋公铺

六兄弟都曾一起生活在“德高楼”。
回忆起宋公铺遇害的那晚，邻居陈

官兰仍心有余悸，那年她只有 5 岁。
1940年农历十一月三十晚，25岁的宋
公铺与金门姑娘杨碧补办婚礼宴请宾
客，日伪兵突然破门而入，一阵乱枪扫
射。宋公铺拔出腰间的驳壳枪，一边射
击，一边冲出门外，却不幸被绳索绊倒，
身上多处中弹，光荣牺牲。凶残的敌人
将他拖到溪岸旁的舂米捣臼上，残忍地
剁下他的头颅，鲜血注满了整个捣臼。

丧心病狂的敌人带着宋公铺的头
颅回到马巷镇公所，悬挂在大宫口电杆
上示众。3天后，中共同安县委组织委
员黄永妙的母亲出钱雇人秘密将头颅取
下，带回锄山并葬于现锄山小学后面的
山上。

地下武装斗争据点

今成缅怀英烈场所
登上“德高楼”2楼，宋旭明指着左

侧约 20平方米的房间介绍：“以前我们
都住在这里，中间有一堵墙，将房间隔
成前后两间房，后房住着四叔遗孀杨碧
和堂姐宋素华。”

偌大的“德高楼”虽已空置多年，但
在斑驳的墙上，“翔安区‘红色记忆’”的
牌匾格外醒目。“德高楼”的隔壁就是内
厝乡村党校，还设立了锄山抗日民族解
放先锋队暨内厝革命老区史迹馆，已成
为培训农村基层党员的阵地。

作为抗日英烈的后代，宋旭明说，
“我有责任与义务将这段发生在自己家
乡、身边人的事迹传播出去，只要大家
愿意听，我就会一直讲下去。”

（厦门日报）

坚守初心耕耘在技改攻关一线
——记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庞宁军

庞宁军，上海汽车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乘用车福建分公司汽车焊装工高级技师，现任车身车间表调工段长，省级技能大师工作室领办人。由

庞宁军组建的工作室，始终以“传承、攻坚与创新”为运营定位，以服务公司高质量发展、助力技能人才培养为主要任务，坚守初心、精心耕耘。庞

宁军获第七届“宁德青年五四奖章”，上汽乘用车福建分公司2019年、2020年“杰出员工”称号，2021年获“全国工人先锋号”殊荣。

以自家“德高楼”为据点投身抗日武装斗争
——记革命烈士宋公铺

曾经，他是一名教育工作者，站在讲台
上教导学子，不为回报，只为一份责任与坚
守；如今，他是一名书画艺术家，轻挥笔毫，
身体力行来留住“乡愁”，守住历史文脉。他
就是闽侯县政协委员、县博物馆宣教部主
任、作家、画家谢新苗。

“年少时对画画总带着痴迷，却未曾料
到长大后‘美’成为人生最大的信仰。”谢新
苗用一句话总结了年少绘画启蒙对自己产
生的深远影响。

“小时候，父亲每次从上海休假回来，都
会给我带一些国画挂历和图书。我就把那
些齐白石、徐悲鸿等大师的作品贴在饭桌旁
的墙上，每天吃饭时都津津有味地看着它
们。看久了，自己也临摹了几幅贴在旁侧。

1986年，谢新苗考入闽侯二中，遇上了
他的美术启蒙恩师——林益光先生。“林老
师的笔仿佛有魔力似的，只用简单的几笔就
画出活灵活现的花鸟，当时我的心里真是佩
服极了！”谢新苗说，林老师在无形中就为他
立下了一个人生坐标——画家。

1993年谢新苗进入教师队伍，从事中学
美术教学工作26年，其间兼任闽侯县初中美
术教研员、综合学科工作室成员，组织教学、
教研、画展、比赛、交流等活动，多次获优秀
指导教师、先进教师荣誉和多项全国、省、市
级专业技能奖项，其作品还被北京大学、清
华大学美术学院等知名大学及省级以上图
书馆收藏。

谢新苗原先所学的专业是中国画，由于
曾经画过一组古厝系列钢笔画，参展后受到
广大群众的喜爱，因此又创作了近百幅福州
人文主题钢笔画作品。

“这些钢笔画作品总体上属于风景画类
别，但与狭义的风景画不同，不仅因为它表
现的主体是文物，还带着一段历史，蕴含着
当时人们的生活情趣、处世理念和审美水平
等等。”谢新苗介绍。

在采风创作过程中，有一件事让谢新苗
印象深刻，也更坚定了他传承乡土文化的信
念。

“我在收集素材的时候碰到一位老者，

他的老家有一座小石桥。但是随着时代的
变迁，这座桥已经不在了，所以他希望我能
通过画笔把这座承载着记忆的石桥还原出
来。”谢新苗回忆，“我就根据老人的描述，画
完小桥后，旁边再添上茂密的榕树，树荫下
的凉椅上逍遥地躺着一位老人，面前是悠悠
流水，身旁更有两只小番鸭安然而眠。画面
呈现出和谐、安详、温馨的意味。老人看到
这幅画后很高兴，希望我创作更多满含乡情
的作品。”

近年来，谢新苗的作品囊括了风光、古
建、民俗等内容，致力于从多角度彰显闽侯
乃至福州的魅力。尤其是古建筑，它蕴含着
历史、文脉和传统。

“许多观者看到这些刻画细腻的钢笔画
作品时，常常会问我，创作一幅画需要多长
时间？其实，单是绘制阶段，每幅就要耗费3
至 7天时间。这个过程虽然辛苦寂寞，也换
不来柴米油盐，但我感到很值得。”谢新苗笑
着说，当观赏者激动地在他画前滔滔不绝地
谈起五味杂陈的往事时，他倍感欣慰。

2019年，县博物馆需要宣教人员，谢新
苗正好在教育、美术方面有一定专长，并且
对文史很有兴趣。进入县博物馆以后，他发
挥教育教研经验优势，深入学校，联合开展
送教活动，配合县教师进修学校组织开展美
术教师培训讲座。

“我想，文物的最大意义总是在对年轻
一代的教育中体现。让青少年从小就在心
里种下传统文化的根，让他们自觉承担起延
续中华文脉的使命，这是我的心愿。”谢新苗
坚定地说。

谢新苗给自己定了一个永久身份——
学生。因为一辈子都需要学习、实践、思考、
提高。“艺术探索是知行合一的过程。我一
直在学习实践中不断总结，形成自己的独立
观点。常言道‘画的功夫在画外’，只有不断
给自己充电，才能让画作具有更深厚内涵，
才能不断推陈出新。”谢新苗说，今后他将继
续立足于乡土，立足于传统文化，用心创作
出更多接地气、有内涵的作品。

（通讯员 陈枫 欧阳栋栋）

谢新苗：
轻挥笔毫 留住“乡愁”

文化传承文化传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