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蜂行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的门店里，记者见
到了正在指导新入职员工洗车的陈家恺。作为

“洗美教官”的他目不转睛地盯着徒弟洗车的每
个步骤，不时俯身近距离检查车辆表面是否有
细小刮损。同事们用了三个超强来评价他——

“专业水平超强、执行力超强、责任心超强”。在初
出茅庐的小徒弟眼里，他既是威严的长辈，又是自己
奋斗的标杆。陈家恺工作时严肃的样子，以及自身沉
稳刚毅的气质，让人很难想象这是一名年仅26岁的90后
小伙子。

小时候的陈家恺是一个沉默内敛的孩子，农民家庭出
身的他，从小就有一个当兵的梦想，他一直将这个梦想深
藏在心底。在福建省鸿源职业技术学校就读汽修专业时，
得知有应征入伍的机会，他毫不犹豫地报上名，并以过硬
的身体素质和专业素质通过考验，穿上了自己梦寐以求的
军装。在部队里，他先去了炮兵团，半年后，因表现突出，
被派往江苏学习船艇维修。

谈起 2 年的部队生涯，陈家恺顿时神采飞扬，谦虚
的他在采访中第一次忍不住夸起自己，“在部队我的表
现是相当 OK”。在部队里，他吃得了苦，执行力强，从
不喊苦，深受好评，短短两年就拿到“优秀士兵”和“优秀
义务兵”两块沉甸甸的勋章。当他背上行囊离开部队
时，教导员因不舍而抱着他大哭，“以后我上哪去找那么
好的兵”。

再好的兵，离开了部队，难免会有迷茫。2015 年
底，陈家恺离开部队后回到家乡三明，每天赋闲在家，
一度陷入不知未来何去何从的困境。那一年三明市举
办退役军人专场招聘会，他去了，却没有找到适合自己
的岗位，无功而返。所幸，不久后收到海峡人才市场福
建省人才培训测评中心发来的一条短信，彻底改变了
他的命运。

于是，陈家恺再次背起行囊，来到福州，参加由省民政
厅主办、福建省人才培训测评中心承办的“退役军人职业
教育和技能培训”，学习汽车维修专业。1个月的全封闭培
训和 2个月的跟岗学习，理论和实操相结合，让他将中专
时学过的知识全部串联起来，融会贯通。一个个生动的案
例讲解，让他终于吃透了那些当年学得似懂非懂的知识
点。这一次学习，他比上学时更加认真，因为他知道，离开
学校后，能再拥有一个那么好的学习机会太难得了，“自己
出来找过工作才知道，没有掌握一门技能，想找个好工作
太难了”。

三个月全程负责跟训的福建省人才培训测评中心培
训专员欧阳老师，在他们“毕业”后，将他们介绍到当时刚
刚进行重组的蜂行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成为那里的第
一批员工。然而现实又一次打破了陈家恺对未来的美好
憧憬，来到公司的第一个职位，竟然是洗车小弟，而且这
一洗就洗了半年，每个月拿到手的薪水只有可怜的 1000
多元，根本不够花，因此也吓退了很多当初和他一起进公
司的学员。有战友曾劝他放弃这行，和自己一起出去开
小吃店，但出于对这一行业的热爱，以及“一定要掌握一
门技能”的信念，他咬牙在福州坚持下来，吃住都在公司，
尽量不花钱。

“那时候我每周都会抽空过去看看他们，当时真的很
担心这些孩子坚持不下来，毕竟条件确实比较艰苦。”欧阳
老师回忆起某次过去看望陈家恺时所见到的场景，依然有
些心疼这个过分懂事的孩子——那是福州盛夏里最炎热
的一天，厂里几台发动机轰隆隆地运转着，没有空调，温度
高得吓人，只有一台破旧的风扇在头顶嘎吱嘎吱地转着，
陈家恺满头大汗，身上的背心也已完全湿透，但他却依然
一丝不苟、专心致志地洗着车，仿佛那是世界上唯一重要
的事情。

陈家恺出色的工作表现，尤其是坚决、高效的执行力，
把军人果敢、服从的优良素质展现得淋漓尽致，很快便得
到领导的赏识，转岗做起了汽车美容和打蜡、镀晶等技术
含量较高的工作。身边很多同事忍受不了枯燥和辛苦，纷
纷离开去了外面的花花世界闯荡，几年间换了数份工作，
他却始终坚守在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岗位上，像一枚永不生
锈的螺丝钉那样。

2018年，公司高价聘请资深培训师刘琪文为全体员工

做培训，一贯表现出色的陈家恺被选中担任助理，他跟着
刘老师，全方位学习了更多关于汽车的知识。他将刘老师
视作人生的灯塔，在他碰到专业方面的困难时，是刘老师
教会他用“抖音”搜索各种视频教程，这个习惯他保持至今
——“别人刷抖音是为了打发时间，我刷抖音是为了学习
技术”。刘老师曾劝他，“想在这一行发展得更好，就必须
往管理岗位走”，陈家恺听进去了，并利用闲暇时间自学了
一些管理学知识。

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2021年，陈家恺终于得到
幸运女神的垂青，一跃晋升管理层，他被聘为公司的“洗美
教官（总部）”，主要负责洗车及美容的技术流程培训考核、
团队带教，同时他还担任公司“新生训练营”的专项教官，
负责协助公司企业文化落地，为公司培养优秀新生力量。
员工们白天都要干活，只有晚上有空参加训练，他就每天
晚上加班加点分批给大家训练，“好像从来没在晚上八九
点前下过班，不过已经完全习惯了这种生活节奏，如果突
然闲下来，反而会不适应”，他笑称自己已经完全把公司当
成了家。

他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疫情当下，许多当年
一起扛过枪的战友现在因无一技之长，只能去当协警、保
安，许多曾经共事过的同事现在面临失业、生意破产的窘
境，他觉得自己是足够幸运的。他从不渴望摘下天上的月
亮，只会在工作辛苦的时候，偶尔抬头看看星空，想想自己
心中的信念，然后继续低头干活。他深知，在这个繁华的
城市，没有背景和学历的自己，只有在自己热爱的行业上
脚踏实地地深耕，才可能有所收获。

他在训练学员时非常严格，铁面无私，私下里却总是
苦口婆心地劝诫这些年轻人少一些浮躁，趁年轻多学习，

“成功没有侥幸，学到手的技术才是自己的。”有个曾经只
是来公司混日子的学员，在经过陈家恺多番言传身教的开
导后，终于找到自己的人生目标，从此有了勤奋工作的动
力，为此，他的父母还专门登门向陈家恺道谢。

陈家恺对部队始终怀有深厚感情，2021 年，三明预
备役通信团应急分队召集退伍士兵集训，陈家恺第一时
间和公司请了假，重回部队进行为期 12 天的训练。这
12天对他而言，像重新回到了自己的青春梦里，部队生
活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烙印，那些训练内容，他其实
一刻都没有忘记，仿佛就在昨天，他还是那个身着军装
的少年。集训时，他是班上最勤奋的学员，让军官们赞
不绝口，众望所归地拿到“优秀学员”称号。“不管部队什
么时候召唤我，我都会第一时间归队，只要国家有需要，
我时刻准备着。”陈家恺郑重承诺，“虽然退伍了，但我永
远是一名军人。”

“如果当初没有接到福建省人才培训测评中心发给我
的那条短信，没有中心欧阳老师后期一直不厌其烦地打电
话跟我沟通，可能我已经和父母一样当了农民，每天面朝
黄土背朝天。”陈家恺很感激国家给予退伍军人的机会，让
他学到了一门真正的手艺，他表示未来如果还有机会，他
想继续参加中心组织的管理课程培训，系统学习管理知
识，继续为自己充电赋能。

现在的陈家恺，依然很平凡，但却并不平庸，因为他有
自己为之坚持和奋斗终生的事业，也有让他变得闪闪发光
的目标，“未来就希望能把员工培训做得更专业，把团队壮
大起来，让自己成为这一行业的中流砥柱。”他的梦想从来
不是天花乱坠的夸夸其谈，而是靠自己一步一个脚印走出
来的扎实道路。 （记者 卢芸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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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省退休干部工作指导中心、省院士专
家工作中心、省人事人才研究所“三联三创”支
部联合建设行动组织所属三个支部党员，来到
省农业科学院果树研究所开展“学习先进典型，
弘扬科学家精神”主题党日活动（如图），学习科
研工作者的科技创新、科技研究、科技应用的科
学家精神，弘扬劳动最光荣、最崇高、最伟大、最
美丽的劳模精神，激发大家进一步热爱科学、热
爱劳动。

大家参观了国家果树种质福州枇杷圃，这
里是全国最大的枇杷基因库，占地面积3.7h㎡，
保存 12个种、800多个品种的枇杷种质。省农
业科学院果树首席专家、国家果树种质福州枇
杷圃负责人郑少泉，向大家介绍了市面上罕见
的野生枇杷、荔枝枇杷、软枣枇杷，以及“宝石 1
号”、“翠香”、“冬香”、“三月白”、“白雪早”、“香

妃”等熟期配套的二代杂交龙眼枇杷新品种。
随后大家来到果树所会议室，学习郑少泉

及其科研团队的先进事迹。郑少泉不久前获评
今年“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他还入选全国
优秀科技工作者、“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
家级人选，是我国龙眼枇杷学科带头人之一。
郑少泉和他的科研团队长年专注于果树种业

“芯片”研究，积极推进科技成果转化，服务果业
生产、促进果农增收，种业“芯片”成为助推乡村
振兴的有力臂膀。

“这次活动是一次生动的党性教育，我们要
以先进典型为榜样，用科学家精神激励和鞭策
自己，以更加积极进取的精神面貌践行初心使
命，用心用情做好人社服务工作，以实际行动迎
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参加活动的党员表
示。 （本报记者）

55月月 11日日，，位于福安的青拓镍业炼钢车间一片繁忙景象位于福安的青拓镍业炼钢车间一片繁忙景象，，被誉为被誉为
““钢铁侠钢铁侠””的周小明正忙着检查设备的周小明正忙着检查设备。“。“对连铸来说对连铸来说，，七分看设备七分看设备，，三分三分
靠工艺靠工艺。。所以所以，，我们趁假期重点检查设备的稳定性我们趁假期重点检查设备的稳定性。”。”周小明说周小明说。。

周小明于周小明于 20162016年入职青拓集团年入职青拓集团，，负责连铸工艺技术研究负责连铸工艺技术研究、、不锈不锈
钢质量改善等工作钢质量改善等工作。。入职以来入职以来，，他始终坚持奋战在一线他始终坚持奋战在一线，，攻坚克难攻坚克难，，
稳扎稳打稳扎稳打，，在不锈钢铸坯品质提升在不锈钢铸坯品质提升、、人员培养方面取得骄人成绩人员培养方面取得骄人成绩，，现现
任福建青拓特钢技术研究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和福建青拓镍业有限任福建青拓特钢技术研究有限公司首席工程师和福建青拓镍业有限
公司炼钢部副部长公司炼钢部副部长。。

周小明眼勤周小明眼勤、、嘴勤嘴勤、、手勤手勤、、腿勤腿勤，，勇攀科技高峰勇攀科技高峰，，肩负起连铸工肩负起连铸工
艺技术研究艺技术研究、、不锈钢质量改善等重任不锈钢质量改善等重任。“。“能自动化就必须实现自动能自动化就必须实现自动
化化”，”，这是周小明常说的一句话这是周小明常说的一句话。。为了解放员工双手为了解放员工双手、、提高产品准提高产品准
确度确度，，他牵头开发连铸一级控制程序十余项他牵头开发连铸一级控制程序十余项，，特别是特别是 200200系不锈钢系不锈钢
启铸升速控制模式启铸升速控制模式，，使得启铸漏钢率由使得启铸漏钢率由 00..5353%%降至降至 00..11%%，，大大减少大大减少
了生产事故了生产事故。。

谁能寻找到更多的降本增效空间谁能寻找到更多的降本增效空间，，谁就可能在竞争中掌握更多谁就可能在竞争中掌握更多
主动权主动权。。周小明主持的镍业四号连铸机改造周小明主持的镍业四号连铸机改造，，克服了液压系统工作克服了液压系统工作
压力跨度大等难题压力跨度大等难题，，达到由单断面向多断面同时产出的要求达到由单断面向多断面同时产出的要求，，借此可借此可
减少同规格库存量减少同规格库存量，，每月可节省财务成本每月可节省财务成本 2525万元万元，，同时每年可增加同时每年可增加
产能产能38003800吨吨。。在不增加重量的基础上在不增加重量的基础上，，他负责优化的连铸浸入式水他负责优化的连铸浸入式水
口使用寿命达到口使用寿命达到1919..55小时每根小时每根，，实现同行第一实现同行第一，，推动降本减排推动降本减排。。

作为新时代产业工人作为新时代产业工人，，周小明坚信周小明坚信““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科技是第一生产力”，”，痴迷于痴迷于
特种钢研发特种钢研发。。

““特种钢产品往往无成熟工艺供参考特种钢产品往往无成熟工艺供参考，，开发过程中开发过程中，，只能摸着石只能摸着石
头过河头过河。”。”周小明说周小明说。。QNQN18031803作为世界首发不锈钢产品作为世界首发不锈钢产品，，在开发过在开发过
程中程中，，新问题层出不穷新问题层出不穷。。周小明非但没放弃周小明非但没放弃，，还在挫折中看到了希还在挫折中看到了希
望望。“。“每次都有不一样的结果每次都有不一样的结果，，这说明距目标已不远了这说明距目标已不远了，，经过经过 1313次试次试
产产，，最后连续奋战最后连续奋战3636小时小时，，QNQN18031803铸坯表面全磨率由铸坯表面全磨率由100100%%降至降至1010%%
以下以下。”。”他说他说。。

周小明不拘泥于传统思维周小明不拘泥于传统思维，，常采用移花接木之法解决棘手问常采用移花接木之法解决棘手问
题题。。400400系铁素体不锈钢在连铸生产过程中存在蠕变现象系铁素体不锈钢在连铸生产过程中存在蠕变现象，，连铸坯宽连铸坯宽
度控制成为世界难题度控制成为世界难题。。他移他移““在线调宽在线调宽””之花接之花接 400400系之木上系之木上，，经铸经铸
坯宽度演变数据的收集及调宽机制的建立坯宽度演变数据的收集及调宽机制的建立，，使使 430430不锈钢连铸坯宽不锈钢连铸坯宽
度命中率由度命中率由 7575%%提升至提升至 9090%%以上以上，，达到国际先进水平达到国际先进水平；；在世界首发在世界首发
QNQN18031803不锈钢结晶器保护渣配方选择方面不锈钢结晶器保护渣配方选择方面，，他反其道而行他反其道而行，，实际使实际使
用效果远超国外著名保护渣供应商技术专家提出的配方用效果远超国外著名保护渣供应商技术专家提出的配方；；他首次提他首次提
出以二冷解决部分结晶器内缺陷的想法出以二冷解决部分结晶器内缺陷的想法，，创新创新““304304不锈钢二冷工艺不锈钢二冷工艺””
等等55项连铸工艺项连铸工艺，，使使304304不锈钢铸坯裂纹发生率由不锈钢铸坯裂纹发生率由55..66%%降至降至00..11%%，，解解
决了困扰镍业多年的边裂问题决了困扰镍业多年的边裂问题；；他全程参与攻克笔尖钢耐腐蚀性这他全程参与攻克笔尖钢耐腐蚀性这
一难题一难题，，通过反复试验通过反复试验，，使得铸坯夹杂等缺陷得到有效控制使得铸坯夹杂等缺陷得到有效控制，，打破国打破国
外技术垄断外技术垄断。。

劳动最美丽劳动最美丽，，奋斗最幸福奋斗最幸福。。周小明荣获福建省重点项目建设功周小明荣获福建省重点项目建设功
臣称号臣称号、、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福建省五一劳动奖章、、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等。。他积极带头传他积极带头传
帮带帮带，，培养了培养了 77名公司技术骨干名公司技术骨干、、1111名技术负责人和多名优秀操作名技术负责人和多名优秀操作
工工，，其中部分骨干已成为技术攻关项目的带头人其中部分骨干已成为技术攻关项目的带头人。。

（（综合自福建日报综合自福建日报、、闽东日报闽东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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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先进典型 弘扬科学家精神
“三联三创”支部党员参观国家级枇杷圃体验农科创新

吃得苦中苦 方得甜上甜
——记蜂行者汽车服务有限公司“洗美教官”陈家恺

③③陈家恺陈家恺（（右右））指导新入指导新入
职员工洗车职员工洗车

②②陈家恺陈家恺（（右一右一））担任公担任公
司司““新生训练营新生训练营””专项教官专项教官

①①陈家恺在部队陈家恺在部队

①①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