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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0 岁的袁建斌从事的工作，听起来
很简单，就两个字“车工”，其实做起来并不简
单。他要将金属坯料加工成各种零件，而且最
大误差不能超过 1“丝”（0.01 毫米）。在陕西
电子长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一线，袁建

斌是出了名的“车工大拿”，获得的市级以上
荣誉就有 20 多项。今年初，他又获得了两项荣
誉 ：以他名字命名的工作室成为示范性劳模
和工匠人才（职工）创新工作室，另一项是“陕
西省首席技师”称号。

激发人才活力    建设人才高地

宝鸡市委组织部  宝鸡日报社 联办

能工巧匠看宝鸡能工巧匠看宝鸡
（总第五十九期）

刀尖上的舞者
——记陕西省首席技师、陕西电子长岭电气有限责任公司车工袁建斌

本报记者 王怀宇

潜心学艺 不甘落后
1993 年，袁建斌从技校毕业，

走上了车工岗位。“没想到，我在这

个岗位上已经干了 30 年。”袁建斌

腼腆地说。

“好车工，一把刀。”袁建斌至

今仍然记得老师傅们的忠告。沉下

心来，用好这把“刀”，成为袁建斌

永无止境的追求。

爱琢磨和刻苦钻研的秉性，让

袁建斌只用了一个多月的时间，便

可以独立操作机床了。可他发现自

己加工零件，无论是速度，还是复

杂程度，比起老师傅们还是相差

甚远。“必须把老师傅的技术学到

手！”一有空闲，他就跟在老师傅

身后边看边琢磨，“一招一式”都不

想落下。天长日久，他的技能在不

知不觉中得到了提升。

有一年，公司在完成直径 700

毫米的盘类零件加工时，产品出现

微小变形，尺寸出现“超差现象”。超

差就是超出了标准规定的公差范

围。出现这种现象，对于一个零件加

工单位来说，是最头痛的事情，如果

克服不了，将失去客户的信任。

此时，袁建斌迎难而上：反复

试验，反复失败，又反复琢磨，终于

在加工力度上找到了恰当点，想出

了一套办法，保质保量完成了这批

零件的加工任务。这项技术革新，

还获得了陕西省首届职工科技节

“五小”成果铜奖。

公司曾接到了一项任务：加

工一项重点产品的喇叭。此零件的

外形是一个复合面（形状复杂），不

但没有现成的编程软件，还需要使

用四轴联动车床。面对新问题新难

点，袁建斌没有退缩，日夜反复查

找资料，自己动手设计程序，又经

过多次试验，最终完成了这批零件

的加工任务。

每当遇到技术问题时，袁建斌

总会习惯性地去分析产生问题的

各种因素，以刻苦钻研的态度找出

解决问题的措施和方法。

勇于创新 屡克难题
袁建斌刚参加工作时，从事的

是老式车床加工任务，随着企业发展

和技术进步，公司引进了多台数控车

床。面对新技术新要求，袁建斌不但

要求自己迅速掌握，而且勇于创新。

“看到加工程序不得力，我会

主动修改优化。”袁建斌说，“在零

件加工中经常会遇到一系列问题，

例如经常发现走刀路径不合理的

程序，初期我只是在加工程序中加

入优化的子程序，用来缩短加工时

间，后来我就尝试编写‘宏程序’，

使程序逻辑清晰，加工效率更高，

质量更稳定可靠。”

正是这种不满足现状、不断追

求进步的意识，让袁建斌从一名普

普通通的车工，成长为国家一级技

师，被公司聘为“高级技能专家”。

2021年，公司建立了一项新品

生产线，这种新品如果沿用平常的普

通加工方式，不但刀具磨损严重，而

且质量不稳定，严重影响产量。面对

新挑战，袁建斌从研究图纸入手，一

步步改进加工使用的刀具、刀杆等，

提高加工质量，并且编制了“左右赶

刀法”加工方式，使加工时间由最初

13分钟左右降低到6分钟左右。

功夫不负有心人。截至目前，

袁建斌先后组织和参与了 40 多项

技术革新和课题攻关、50 多项改

善提案，并为国家重点型号产品攻

克技术难题 30 多项。他先后获得

了“宝鸡工匠”、“宝鸡市五一劳动

奖章”、陕西省科技工业“十大技术

能手”、“陕西省技术能手”、“陕西

省首席技师”等荣誉。

“在长岭近七十年的发展历程

中，涌现出了一批又一批高技能人

才，我只是其中的一个而已。”袁建

斌面对荣誉谦虚地说。

无私传承 乐为人梯
“要精准操作，刀具一定要安装

到位。”今年 3月初，记者走进机加

工车间，看见袁建斌站在轰鸣的车

床旁边，指导徒弟安装刀具。“要精

准操作，刀具一定要安装到位。”袁

建斌讲得非常仔细，“选择和使用夹

具也至关重要，这关系到了产品的

加工精度和质量……平时要注意观

察和琢磨，既要加强理论学习，更要

在岗位上积累实践经验……”

从细节入手，不厌其烦地指导

徒弟，目前是袁建斌的主要工作之

一。这几年，他将自己掌握的技术，

制作成多个PPT 内容，毫无保留地

传授给青年工人。

“大家平时在工作中如果遇到困

难，袁师傅总会第一个出现在我们身

边帮助分析和解决问题，使我们学到

了很多东西。”青年工人张帅说。

“袁师傅做好传帮带，不仅调

动了年轻人的工作积极性，还能很

好地将人心凝聚在一起，形成了完

成各项生产任务的合力。”青年工

人肖伟明说。

多年来，袁建斌带徒 31 人，其

中 16 人是新进的大学生，他们已

经走向重点产品关键项目的研发

岗位，6 人已成为重点产品关键件

加工指定人员，1 人获得省级技术

比武二等奖。2019 年，在陕西电子

集团第三届职工技能大赛上，袁建

斌指导的 3 名工人包揽了数控车

工前三名，并被授予“陕西省技术

能手”称号。

袁建斌检测零件

本报讯 （记者 周淑丽）把

早餐做出“花”是什么样的？近

日，我市一位“80 后”宝爸的“早

餐日记”火了，花朵造型的水果、

心形的煎蛋和牛排、有花边的蛋

糕、精致的披萨等，荤素搭配、

摆盘精致，四年中几乎每天不重

样，在微信朋友圈收获了众多人

的点赞和好评。

“看到孩子健康成长，就会觉

得坚持这件事特别有意义。”这位

叫苏麟的宝爸告诉记者，他是从

事幼儿教育相关工作的，从小对

孩子教育很重视。为了让孩子吃

得更健康，他和孩子妈妈商量，从

双胞胎儿子上小学开始，坚持每

天自己做早餐。刚开始没有经验，

苏麟买了很多书籍，每天早上 5

点多就起床操作。养成习惯后，他

即使加班到深夜两三点，早上也

会准时起床给孩子做早餐。保证

每顿早餐有肉、蛋、菜、水果、汤，

还要有赏心悦目的摆盘，让孩子

每天从吃早餐就有好心情。有时

因为工作出差，孩子妈妈就作为

替补坚持做早餐。

每天的早餐，苏麟妻子都会拍

照发到朋友圈，花式早餐吸引了不

少人点赞留言。孩子也引以为傲，

还把花式早餐的事写进作文中，分

享给同学和老师。很多人好奇苏麟

是如何坚持的？苏麟说：“爸爸亲

手为孩子做一件事，会让孩子感受

到父母的爱，有利于身心成长，是

非常有意义的事情，基于此，我也

会一直做下去。”

院士领衔专家云集
学术交流提升能力

省保健学会肿瘤放疗专委会 2022 年会暨
宝鸡市中心医院Vital Beam 开机学术研讨会召开

3 月 18 日，省保健学会肿瘤放疗专委会

2022 年会暨宝鸡市中心医院Vital Beam（瓦

里安直线加速器）开机学术研讨会召开，来自

省内外相关领域的专家、业务骨干齐聚宝鸡市

中心医院，围绕肿瘤防治研究等举行专题演讲

和学术研讨，共话行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当天，来自山东省肿瘤医院、河北医科大

学肿瘤医院、复旦大学肿瘤医院等我国肿瘤专

业领域的学术权威、院士专家，共带来了 16 场

精彩的学术讲座，近百名业界专家教授通过线

上、线下的方式参加了这场“盛会”。思想在碰

撞中升华，能力在交流中提升。为期一天的会

议安排紧凑、内容丰富，既有新技术、新成果、

新进展的学术讲座，又有热点、难点、理念的探

讨沟通，既是学术交流会，更是发展推进会，对

提升我市肿瘤诊治水平和科研学术能力具有

重要意义。 

作为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市中心医院始

终把满足群众多元化、差异化就医需求作为

医院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肿瘤防治方

面，自 1994 年宝鸡市肿瘤医院并入后，医院

不断健全专科建设，加强人才培养，改建升级

设施设备，丰富诊疗技术手段，完善补齐诊治

链条，全面推进规范化、集约化、精准化肿瘤

防治体系建设。市中心医院现为宝鸡市肿瘤

防治中心、宝鸡市肿瘤质量控制中心，设肿瘤

相关专业科室 11 个，涵盖肿瘤外科、肿瘤内

科、放射治疗、核医学、综合介入治疗及中医、

心理、康复治疗等各个专业。为集聚专业技术

优势，医院还积极学习实践上级医院的先进

经验，大力推广实施MDT 诊疗，提高肿瘤规

范化综合诊治水平。

这次学术盛会在市中心医院开展，是对该

院肿瘤放射治疗的认可和肯定。同时，随着瓦

里安科研型智能直线加速器投用，该院肿瘤

精准放疗迈入一个新阶段，以达芬奇手术机器

人、二代基因测序、大孔径CT 等高端医疗设

备为依托，肿瘤诊疗实现了全链条全闭环，将

为我市肿瘤防治事业和医学科学研究作出积

极贡献。                        （李晓菲）

太白

山茱萸花开金灿灿
本报讯 （记者 孙海）进入

3 月份，地处秦岭腹地的太白

县，山川沟壑间山茱萸花开正

盛。近日，记者来到桃川镇，金

灿灿的山茱萸花，点缀在田间

地头、房前屋后，景色迷人（见
右图）。

桃川镇共有山茱萸树 8000

多亩，山茱萸是传统的中药材，果

实可以入药、酿酒，是当地村民的

收入来源之一。据了解，依托良好

的生态资源，近年来，太白县积极

引导农民发展生态农业。全县种

植山茱萸2万多亩，年产量达到

200余吨，山茱萸种植成为村民

增收致富的新途径。

80后宝爸
早餐日记火了

荤素搭配，四年中几乎每天不重样——

苏麟给孩子做早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