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6年前，一汽大众成都分公司高级设
备维修技师谭里民刚刚毕业进厂，走上了
设备维修岗位。当年，前辈们都说他是个喜
欢搞事儿的年轻人，别人巴不得按部就班
尽快完成任务，他却喜欢给自己找麻烦，喜
欢不断尝试新的方法。

如今，谭里民已成长为成都首席技师
工作室带头人，并在昨天被正式命名为“成
都工匠”。他说，特别感谢成都这座城市和
所在的企业给了如此宽松的环境，鼓励他
们创新，容许他们试错，让他这个“爱搞事
儿”的人成为大家眼中的“创新明星”。

解决方案战胜外国技术

谭里民第一次真正感受到攻坚克难带
来的痛快是2007年，他所在的涂装车间颜色
编组异常，无法实现远程颜色编组，公司从
国外邀请了专家前来处理。由于工作方式不
同，他们每天端着咖啡，不紧不慢地分析，问
题却不能尽快解决，故障带来的损失不断增
加，整个车间的工友都很着急。

8小时工作时间内，谭里民在外国专家
旁默默观察；等他们下班走了，自己尝试重
新编写控制程序……连续三周，谭里民通
过不断复盘，慢慢掌握了外国专家的排障
方法，弄清楚了他们的排障思路。在这个基
础上，他经历了不知道多少次的实验之后，
终于成功实现了自己的解决方案。由于运
行更加稳定，车间采用了谭里民的方案。

提速5秒，每天增产50多台车

2010年，一汽大众到成都建厂，谭里民

被调到成都分公司，成为一名“蓉漂”。2013
年，成都分公司速腾汽车的日产量达到
1150台，处于超负荷生产，仍然无法满足市
场需求。他又想给自己找麻烦了，能不能让
生产再快一点呢？经过排查，他发现问题出
在涂装车间面漆线上。10个工作站近百台
机器人流水线作业，完成一台车仅需98秒，
这套德国进口的生产线，是当时业内的一
流标准，在此基础上提速确实有点疯狂。但
他和他的团队还是想尝试一下。

机器人喷漆已不能再快了，他们就从车
身输送上“打主意”。两个工作站之间近10米
的距离，能不能让输送速度更快，节约时间用
来准确停位呢？实验中，他们撞坏了几台车，
最终用5.4秒完成了前半段输送，用9.6秒完成
多级降速和精准定位，经过100多次实验终于
成功。而要想整线提速，还需要解决另外9个
工作站的问题，由于每个工作站作业内容不
同，速度的参数都要重新调试和设计。

将近半年的时间里，谭里民的脑子里
全是数据，别人是分秒必争，他是毫秒必
争！正是1毫秒1毫秒地累加，他们硬生生地
从98秒里抠出5秒。这5秒让每天增产50多
台车，日产量突破1200台，成为当时国内最
高产的汽车生产线。

为了验证风平衡对喷漆环境的影响，
谭里民还爬风管、进喷房、测风速风量，成
功实现了车间生产和待工期间能耗的自动
切换，每年在车间空调的能耗上又节约出
了300多万。对厂里来讲，技术革新带来了
经济效益；对他来说，则是又一次成功挑战
了德国制造的满足感。

““爱搞事爱搞事””的谭里民的谭里民

提速5秒挑战德国制造

左手三级烧伤的肖怀国左手三级烧伤的肖怀国

用最美的焊花
奉献航天事业

能成为一名航天人，是“成都工匠”
肖怀国值得骄傲一辈子的事。作为四川
航天中天动力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的一
名焊工，他已拥有国家专利3项，发表技
术论文6篇，还参编大学教材1本。

硕果累累的背后，有不为人知的艰
辛。他曾经左手三级烧伤，差点放弃。是师
傅的话点醒他，让肖怀国重新鼓起勇气，
戴上面罩、拿起焊枪，干一行、爱一行、钻
一行。他的人生就像焊花，再次激情四射！

左手烧伤 差点放弃

肖怀国永远都记得，跟师傅当学徒
时，在一次气割作业中，由于操作不熟，
焊枪回火引燃气管。慌乱中，他本能地用
手去扑，造成左手三级烧伤。躺在病床上
的那三个月，他什么也做不了，就连洗脸
都要家人帮忙。肖怀国感觉自己像个废
人一样，情绪跌到了谷底。

是师傅的话点醒了他，“干一行就
要钻一行，学艺不精，这次是害了自己，
下次说不定还要害别人！”离开病床后，
肖怀国再次戴上面罩、拿起焊枪，将自
己沉浸在只有电弧的世界里，让一件件
国之重器从自己手中诞生。

他获得国家二类技能比赛一等奖，
收获“全国技术能手”“航天技能大奖”
等荣誉，取得航天特级技师资格。

从头再来 填补空白

某重点型号换热器上，有多达4.5万条
如发丝细的管路，肖怀国和同事的工作就
是要让它们联接而不泄漏，这个难题在国
内一直没有得到解决。经过一个多月无数
次失败、总结，他终于突破毛细管焊接技
术难题，填补这一项国内技术空白。

有一年国庆节前夕，肖怀国和同事
们接到一个某重点型号喷管组件的特
殊任务，要求5天内必须完成。一开始就
遇到了难题，有一条焊缝所处位置在零
件内部，那里仅有10毫米高，还要经过3
次转角，根本无法观察到内部结构。肖怀
国和团队成员百“试”不得其解，由于着
急上火，牙疼得厉害，他猛然想起看牙医
的情景：这个焊缝的位置不就像牙齿吗？
也可以像医生那样用镜面反光辅助观
察。为此他想尽了办法：镜子没法拿，就
把它贴在腔道内；右手够不着，就练习左
手枪法；焊丝够不着，折上几道弯，从腔
道的另一端靠感觉盲添。一次次反复练
习，终于完成了这道焊缝。历时5天5夜，
产品成功按时交付。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01版 责编 吴钦 编辑 廖庆丰 美编 张念 校对 陈婕 /02版 责编 戈萍 美编 陈亦乐 叶燕 校对 陈婕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平均年龄41岁，00后入列

“成都工匠”越来越年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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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党史 悟思想 办实事 开新局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
年，由中共成都市委宣传部主办的

“永远跟党走”2021年成都红色经典
诵读大赛已于4月15日正式启动。一
个多月来，红色经典诵读的朗朗之声
响彻成都。经过初赛筛选，超过200支
队伍进入复赛阶段，他们中谁将赢得
优秀奖、谁将进入最后的决赛？6月1
日～6月10日，请你来为他们投票！

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一则寓意
深刻的散文随笔，一段红色历史文化
读物段落……数十个初赛现场、近千
支参赛队伍、近万名参赛者……“永
远跟党走”2021年成都红色经典诵读
大赛涌现出大量优秀作品。

郫都区各街道（镇）、区级各部
门、诵读爱好者组成的22支队伍，通
过独诵、齐诵、母子对诵等形式，带
领大家重温经典，一同感悟革命先
辈的家国情怀。四川天府新区华阳
街道麓湖公园社区的作品《有一首
歌》，诵读者们穿梭于天府新区公园
城市的美丽景致之中，用语言与美
景歌颂党的伟大领导。新津区49个
参赛作品，最终进入市上复赛的大
部分都是充满朝气的学生队伍，年
龄最小的新津区五津幼儿园的作品

《今日中国·如您所愿》获得三等奖。
在龙泉驿区比赛现场，77岁的

蒋美兰饱含深情地朗诵了一首《永
远跟党走》，哽咽着将党的故事娓娓

道来。老人告诉记者，她一直都是在
党的培育中成长，由衷地感到今天
的幸福时光来之不易。

复赛阶段，超过200支队伍将以
视频形式PK，接受网络投票和专家
评审的双重考评（分值各占50%）。入
围复赛的队伍已制作并上传参赛作
品视频，进入网络投票通道可观看并
参与投票。复赛前20名为优秀奖，前
10名的优秀队伍直接进入决赛。
【投票方式】

1、手机微信扫描下方二维码参
与投票：2、手机下载“红星新闻”
APP，搜索“成都红色经典诵读大赛
投票”直接进入投票页面；3、微信搜
索“天府文化云”小程序，进入首页
点击活动宣传图进入投票页面。
【投票时间】

6月1日～6月10日24时
【规则说明】

每个ID每天每个作品仅投1票；
请根据个人喜好与专业态度，

理性投票，不建议过度参与；
一经发现刷票行为将立即取消

相关作品及单位的参选资格；
本活动最

终解释权，归主
办方所有。

成都商报－
红星新闻记者
陈谋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成都市总
工会了解到，两年评出的“成都工匠”中，具
备高级职称、高级技师职业资格或相应职
业技能等级的有564人，占比43%；具备中级
职称、技师职业资格或相应职业技能等级
的有478人，占比37%。他们之中，既有“四川
工匠”刘作春、李汉忠、马冬冬、安少彬，也
有全国技术能手胡天兵、邬建军、石纯标、
肖怀国，还有全国劳动模范郑军、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刘仕彬，全国职工优秀技
术创新成果奖获得者侯成，都是当之无愧
的产业工人标杆。

评选鲜明聚焦重点产业等导向，围绕
全市“5+5+1”重点产业领域的一线技能人
才组织推荐申报，真正将技艺精湛、勤勉敬
业、长期坚守生产服务一线岗位，并在各自
领域、各自行业内具有较高公认度和示范
引领作用的高技能人才代表评选出来。

经过评选，分别从1997名、3416名申报
人员中选出了661名2020年“成都工匠”和
649名2021年“成都工匠”。这1310名“成都

工匠”涵盖了五大先进制造业、五大新兴服
务业和新经济的多个行业、多个职业（工种），
其中普通职工994人，占比76%；担任企业技
术总监、生产负责人的有316人，占比24%。来
自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的有923人，占比
70%；来自民营私营企业的有323人，占比
25%；来自外资合资企业的有64人，占比5%。

从年龄来看，2020年“成都工匠”平均
年龄41岁，最年长的58岁，最年轻的23岁；
2021年“成都工匠”平均年龄也是41岁，其
中最年长的59岁，最年轻的21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了解到，21岁
的“成都工匠”时玉凤是一名服装制版师。她
出生于2000年4月，从小就对服装设计和
DIY充满兴趣，报考了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
校服装学院。凭借扎实的专业理论功底和努
力工作实践，多次在服装职业技能竞赛上获
奖。2020年12月，时玉凤参加中华人民共和
国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时装技术项目世赛，
荣获第四名，获得国家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成都红色经典诵读大赛进入复赛

快来！为你心目中的作品投票

古树名木是自然界和前人留下来
的珍贵遗产，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文
化、生态、科研价值和较高的经济价
值。昨日，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从
成都市公园城市建设管理局获悉，6月
1日起，《成都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
定》（以下简称《规定》）将正式施行。

古树，是指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
树木。名木，是指具有重要历史、文化、
观赏以及科研价值或者重要纪念意义
的树木。根据《规定》，古树实行分级
保护：树龄在五百年以上的为一级古
树，实行一级保护；树龄在三百年以
上不满五百年的为二级古树，实行二
级保护；树龄在一百年以上不满三百
年的为三级古树，实行三级保护。

《规定》提出，在保护优先的前提
下合理利用古树名木资源。鼓励结合
古镇、古村落、古民居保护，挖掘提炼
古树名木自然生态和历史人文价值，
探索建设古树名木公园和保护小区，
开展自然、历史教育体验活动。

《规定》中还明确禁止了损害古树
名木及损坏其所附设施的系列行为，
包括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挖坑取
土、动用明火、排放废气、倾倒污水污
物、堆物、封砌地面、埋设地下管线；攀
树、折枝、剥损树皮、刻划、钉钉、拴绳
挂物；擅自移动或者损毁古树名木保
护牌以及保护设施；借用树干做支撑
物或者倚树搭棚；以及其他损害行为。

同时，《规定》提出，禁止在古树

名木保护范围内新建、扩建建（构）筑
物。国家和四川省重点建设项目确需
在古树名木保护范围内进行建设施
工，无法避让的，建设单位应当在施
工前制定古树名木保护方案，并报区
（市）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备案，区
（市）县古树名木主管部门应当对保护
方案的制定和落实进行指导、监督。

建设项目影响古树名木正常生长
的，建设单位应当在建设项目的选址、
方案设计等环节采取避让措施；对古树
名木生长造成损害的，建设单位应当承
担相应的复壮、养护费用。对于影响、危
害古树名木正常生长的生产、经营、生
活设施或者建筑物，古树名木主管部门
应当责令所有权人或者日常养护责任

人限期采取措施，消除影响和危害。
《规定》还对擅自移植和砍伐古

树名木进行了明文禁止。其中，造成
古树名木死亡的，处以每株一万元以
上三万元以下罚款。擅自处理疑似死
亡古树名木的，由古树名木主管部门
处以每株二千元以上一万元以下罚
款；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非
法砍伐、毁坏、移植古树名木或者非
法收购、运输、加工、出售古树名木及
其制品，造成损失的，依法承担损害
赔偿责任；应当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
处罚法》的有关规定处罚；涉嫌犯罪
的，依法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惊

成都古树名木保护管理规定今起施行

建设项目影响古树生长应避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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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大为大
力培养造就力培养造就

““ 成 都 工成 都 工
匠匠”，”，加快建加快建
设一支宏大设一支宏大
的 知 识 型的 知 识 型 、、
技 能 型技 能 型 、、创创
新型产业工新型产业工
人 大 军人 大 军 ，，为为
成都构建现成都构建现
代化开放型代化开放型
产业体系提产业体系提
供坚实的人供坚实的人
才支撑才支撑，，55 月月
3131 日日 ，，成 都成 都
工匠命名大工匠命名大
会在天府国会在天府国
际会议中心际会议中心
隆 重 举 行隆 重 举 行 。。
成都市委市成都市委市
政府命名刘政府命名刘
作 春 等作 春 等 661661
名 同 志 为名 同 志 为
20202020 年年““ 成成
都工匠都工匠”、”、马马
东 东 等东 东 等 649649
名 同 志 为名 同 志 为
20212021 年年““ 成成
都工匠都工匠”，”，并并
颁发奖牌颁发奖牌。。

■■成都成都
商报－红星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采新闻记者采
访了其中几访了其中几
位位““ 成 都 工成 都 工
匠匠”，”，他们用他们用
自 己 的 故自 己 的 故
事事 ，，诠 释 了诠 释 了
什么是真正什么是真正
的的““ 工 匠 精工 匠 精
神神”？”？

肖怀国 成都市总工会供图谭里民 摄影记者 吕国应时玉凤

紧接01版 习近平指出，当年，
在党的关怀和领导下，“新安旅行
团”不怕艰苦，足迹遍及大半个中
国，以文艺为武器，唤起民众抗日救
亡，宣传党的主张，展现了爱国奋进
的精神风貌。希望你们结合自身成
长实际学好党史，以英雄模范人物
为榜样，从小坚定听党话、跟党走的
决心，刻苦学习，树立理想，砥砺品
格，增长本领，努力实现德智体美劳
全面发展。

新安小学由人民教育家陶行知

在1929年创办。1935年10月，该校14
名学生组成“新安旅行团”，以文艺为
武器，宣传抗日救亡。在毛泽东、周恩
来等老一辈革命家关怀指导下，“新
安旅行团”积极宣传党的主张，历时
17年，行程5万余里，足迹遍及全国
22个省份，努力为争取抗战胜利、全
国解放作贡献。近日，新安小学五
（8）中队的少先队员给习近平总书
记写信，汇报学习校史和党史的收
获体会，表达了传承红色基因、争做
新时代好少年的决心。

扫 描 二 维
码，查看1310名
“成都工匠”详
细名单

新津区五津幼儿园作品 中共新津区委宣传部供图

上接01版 范锐平指出，成都
在全国首提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
能，首开公园城市建设先河，首推社
区发展治理，在多个领域挺进现代
化建设“无人区”，厚植了城市后发
赶超优势。“十四五”时期要继续保
持和扩大比较竞争优势，就必须鼓
励全社会改革创新、勇于创造、敢于
担当、持续奉献。希望大家抢抓时代
风口，保持奋力拼搏的干劲、奋勇争
先的闯劲、攻坚克难的韧劲，大力开
展核心技术攻关、工艺改进、产品研
发、发明创造，争当新技术、新产业、
新产品的推动者、创造者，在建设产
业生态圈和产业功能区、构建现代
化产业体系、发展新经济培育新动
能等广阔舞台上持续创新创造、建
功立业。

范锐平指出，进入新发展阶段、
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
实现高质量发展，对产业工人和技
能人才的能力水平提出了新的更高
要求。希望大家自觉把提高素质作
为立身之基、把提升技能作为立业
之本，密切关注行业、产业前沿知识
和技术进展，练就“能人所不能”的
精湛技艺，涵养“技进乎道”的崇高
境界，以矢志不移的匠心情怀、卓越
不凡的高超技艺让职业生涯出彩、
为城市发展添彩。

范锐平指出，建设美丽宜居公
园城市，已成为新时代成都走向世
界、走向现代化的鲜明标识。产业工
人是社会财富、美好生活的创造者，
希望大家以主人翁的姿态，聚焦建
设公园城市示范区和带动全国高质
量发展的重要增长极和新的动力
源，自觉担当、积极参与幸福美好生
活十大工程，以奋斗创造美好生活、
传递城市价值理念，积极参与城市
发展全面转型，为党委政府分忧、为
群众解难、为社会奉献。

范锐平指出，开启新征程、扬帆
再出发，归根到底要靠劳动创造，必
须撸起袖子加油干。希望被命名表
彰的“成都工匠”珍惜荣誉、保持本

色，示范带动全社会大力弘扬劳模
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激励更
多青少年从小树立以辛勤劳动为
荣、以好逸恶劳为耻的劳动观，让劳
动最光荣、奋斗最崇高、创新最伟
大、创造最美丽在蓉城大地蔚然成
风，共同谱写新时代劳动者之歌、创
造者之歌、奋斗者之歌。

范锐平强调，创新创造的工匠
精神铭刻于成都4500多年的城市文
明史中，已成为天府文化最耀眼的
人文光辉。面向未来，各级党委政府
要把技能人才工作纳入工作部署和
重要议事日程，加快编制“十四五”
技能人才发展规划，出台加强产业
工人队伍建设意见，努力营造“近悦
远来”的人才生态环境。要贯通技能
人才成长通道，加快建设国际职教
城和国际合作教育园，持续开展全
民技能免费培训，促进技能人才、技
术人才、管理人才同等评价、同等待
遇、相互贯通。要优化服务供给，构
建多样化服务场景，拓展职工普惠
服务体系，努力构建集“政务服务、
公共服务、生活服务”的全周期人
才服务链。要健全技能人才表彰奖
励制度，推动建设工匠公园、劳模
街区，大力弘扬劳模工匠先进事
迹，厚植“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
造伟大”的社会氛围，全面形成“来
了就是成都人、来了就当建设者”
的时代风尚。

会上，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
限责任公司加工中心操作工胡天
兵、一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成都
分公司维修电工谭里民、四川航天
中天动力装备有限责任公司焊工肖
怀国作交流发言。

市领导吴凯、邓涛、王忠林、里
赞出席。

四川天府新区、成都东部新区、
成都高新区主要负责同志，各区
（市）县、市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成员
单位及相关市级部门主要负责同
志，约1800名“成都工匠”及所在企
业负责人参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