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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玉波

我国最北部的边陲小镇莫尔道嘎，位于中国地图上“雄鸡

鸡头”的位置。这里地处内蒙古大兴安岭原始森林腹地，被称

作中国“冷极”。

全国劳动模范、中国电信内蒙古呼伦贝尔分公司莫尔道

嘎支局长柴瑞峰已经在这里坚守了 13年。说是局长，实际上

整个支局只有他一个人。1.2万平方公里的广袤辖区里，基站

光缆维护、电源传输、资源录入、宽带安装和维修……这些工

作全都由他一人完成，身边那条阿拉斯加犬是他唯一的搭档。

全镇 6000 多人中，电信宽带用户有 1300 多户，辖区内共

有 44 座通信基站，最近的距离镇区 10 公里，最远的有 480 多

公里，完成一次巡检至少需要 5天。这里的冬天寒冷而漫长，

结冰期 8个月以上，平均气温零下 5～7摄氏度，最冷时能达到

零下 50多摄氏度。

天寒、地阔，路途遥远，身兼数职的柴瑞峰不得不 24小时

随时待命，拎起工具急奔险情现场是常有的事。

电信基站常常部署在原始林区高山深处，冬天大雪封山，有

些高山站车辆无法到达，只能徒步前行，雪深会没过膝盖。上山

时还要背着10多公斤重的工具和仪器，每走一步都很困难，走几

步就得停下来休息，两公里多的山路，需要走3个多小时。

要去最远的基站，得花八九个小时，车开着开着人就困

了。有时困得睁不开眼，柴瑞峰就把车里的音乐声开到最大，

实在不行就下车用雪擦擦脸，清醒一下，饿了就啃上几口随身

带的面包。

即使在夏天，巡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由于地理位置特

殊，原始林区矿物质含量比较高，夏天雷雨天气多，即使电信

设备有接地保护，也经常被烧坏。因此，夏季检修、维护需要

更加频繁。而原始森林里的边防公路都是砂石路面，陡峭崎

岖，经常扎胎，雨季时坑洼的路面愈加泥泞，有时 1 个小时还

走不了 20公里。

不仅如此，在茂密的森林里，蜱虫众多，一旦被叮咬就有

可能染上森林脑炎，轻则持续高烧，严重的甚至会导致终身瘫

痪或死亡。2020年，柴瑞峰就曾被叮咬了两次。

13 年来，柴瑞峰默默守护着“冷极”的通信信号，守护着

林场职工群众与山外世界联络的“高速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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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毛浓曦 本报通讯员 祝盼

2022 年初，某实验场地，一声轰鸣，某重

点装备穿行长空，命中目标。

这是中国兵器工业集团北方光电股份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光电股份）高级技师林琦领衔

的一项调试实验。令人惊叹的命中率背后，只

有林琦和团队知道，他们付出了怎样的艰辛。

扎根一线 30 年，林琦“炼”成横跨光学、

光电子学、电子信息、机械制造领域的复合技

能，在光机电世界里自由穿行。

在技能路上奔跑

1993 年，西光厂（光电股份前身）子弟林

琦技校毕业，入厂成为一名初级工。“日子似

乎一眼就能望到尽头，看不到任何波澜。”他

心有不甘。

“师傅，这屏显两个板子为什么不一样？

信号不稳定怎么解决？”刚进厂，林琦有问不完

的问题。然而，那时的屏显技术刚刚起步，师傅

经常尴尬一笑：“这些我也很陌生。”

“有问题就去学，咱搞技术的人‘技多不

压身’。”向父母发完牢骚后，父母的那句“技

多不压身”深深地印在了林琦脑海中。

林琦决定报考大专。没过多久，他的生活

出现“大转弯”：下班后，骑着自行车去西安工

业大学上课，周末再去图书馆，3年风雨无阻。

他选择的是颇有挑战性的电子技术应用专业。

“白天工作实践，晚上理论学习，那是我

进步最快的 3年。”林琦说。

大专毕业后，林琦发现，技术升级得很

快，新技术不断涌入，知识还是不够用。

2003 年，28 岁的林琦决定去考本科，一

考就是 3 年。2005 年，他终于考入西安交通

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

与他一起被录取的还有他的徒弟蔡建

义。3年时间里，每天下班，林琦就骑着电动

车载着徒弟一起去上课。

读本科的第一年，林琦在中国兵器工业

集团的技能大赛上勇夺第一名。

此后，随着国家对技能工人越来越重视，

高级技师、高级工程师、三秦工匠、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中华技能大奖……一项项荣誉纷

至沓来，林琦在技能路上越跑越快。

探索微观世界

“林琦，这个怎么装调？”“林琦，这是什么

原因？”“林琦，这个方案可行吗？”在光电股份的

两个装备制造车间，林琦的“被呼叫率”很高，他

仿佛有定海神针的魔力，让工友感到踏实。

“只要喊我一般就不是小问题。”47 岁的

林琦身材偏瘦，说话温和，眼睛透亮。

一次装调期间，某产品的设计要求误差

小于 0.02 毫米，相当于头发丝直径的 1/4。
这种精度要求使得产品合格率一直偏低。

“当时用游标卡尺测量发光管物理中心

距离，与光斑中心距有一定误差。”多次分析、

尝试后，林琦发现是测量技术有问题。

下班走在路上、吃饭坐在餐桌旁、睡前躺

在床上，林琦在脑海里反复思考破解方法。

一天，他灵光一现，想到了一种用红外摄像头

采集计算的方法——利用红外发光点形状中

心像素坐标，计算两光点之间的距离，最终成

功攻克难题。2016年，该项技术获国防专利。

除了在微观世界探索，林琦还需要处理

数以万计的巨量问题。

系统排除故障时，一个系统有 7块板，每

个 6层，再加上 12层基板，总计有上万个焊接

点和接线，肉眼无法看到，只能通过测试查

找“病灶”。但是上万个测试点，从何下手？

“装备屏显主板，普通人看是二维的，我

看却是三维的。我将自己想象成故障信号，

在电路中穿行。”针对系统排故这一万级巨量

难题，林琦决心化繁为简。他创造的快速发

现故障的方法，极大提高了排故效率。

2021 年，林琦获得“特种电子专用设备

装调高级技师”证书。此前，他已获得无线电

装调高级技师和光机装调技师证书。3 个证

书的“加持”，意味着他已成为横跨光、机、电

三大领域的技能大师。

倾囊相授育高徒

“这个装备，在高低温实验中，经常出现

信号干扰，我试了各种方法，还是找不出原

因。”一次，徒弟杨涛遇到技术难题，百般无奈

之下，只好向师傅林琦求援。

林琦反复查看装备数据，又仔细触摸各

关键位置“望闻问切”，紧皱的眉头渐渐舒

展。“首先，我们从电气层面分析……”他一口

气讲了 1个多小时，既有原理知识，又分析了

各种干扰因素，给出了多种解决方案。

如今，杨涛已是光电股份装备制造车间

总调班班长、西北兵工劳动模范。

“师傅兜里总装着一个小本和笔，遇到问

题随手记录，本子上列得密密麻麻，然后抽空

一个个排查解决。”在徒弟孙卫眼里，师傅细

致而严厉。

徒弟蔡建义一直记得师傅的鼓励。一

次，他代表企业参加中国兵器工业集团技能

大赛，首轮比赛失利。在他无比沮丧时，师傅

打来电话，没有一句责备，全是开导和鼓励。

最终，蔡建义调试心态，一举夺冠。

逐渐地，林琦不再只是几个人的师傅，依

托林琦陕西省示范性劳模和工匠人才创新工

作室与林琦技能大师工作室，公司形成了以

林琦为首的传帮带梯队。这些年，林琦共带

出高级技师 5人、技师 6人、高级工 16人。

林琦把匠心融入重器铸造 ,“炼”成复合技能——

在光机电世界自由穿行

追梦·一线职工风采录G

自学手语、外语，无障碍服务乘客

一人、一犬，守护“冷极”信号

本报记者 王伟 本报通讯员 李佃好

暑运开启，江苏连云港火车东站客流骤增。

一天，进站口有两位年轻人踟蹰不前，满脸焦急。正在值

班的客运计划员金民赶紧上前询问：“有什么困难吗？”对方却

不回答，而是用手跟金民不停地比画。会意后，金民马上切换

“手语模式”和他们交流。

原来，这两位聋哑乘客需要购买到郑州的火车票。金民

帮助他们顺利购票后，将他们送上了车。隔着车窗，一位聋哑

乘客冲着金民伸出右手拇指，弯曲两下——这是手语中“谢

谢”的意思。

作为连云港火车东站的服务骨干，金民是个多面手。她

和手语结缘，还要从一次特殊的求助说起。

2016年 6月，金民正在车站值班，一位聋哑乘客拉住她求

助。金民不懂手语，这位聋哑乘客不会写字，两人的沟通多次

“卡壳”。

无奈之下，金民现场视频连线求助连云港市特殊教育学

校的手语老师，这才搞清楚了这位旅客的需求。

原来，她的身份证丢失了，不知道如何补办，导致无法购

票。金民带着她到车站制证窗口办理了一张临时身份证明，

帮助她顺利坐上了火车。

在连云港火车东站出行的聋哑乘客不少，他们出门在外，

遇到的困难也比较多，沟通不畅是最大问题。金民向站里请

缨，到连云港市特殊教育学校学习了一段时间手语。有了一

定基础后，她又购买了教材自学，晚上还跟着视频反复练习。

经过几年不间断学习，她可以和聋哑乘客进行无障碍交流，帮

助了众多聋哑乘客顺利出行。

近年来，连云港火车东站的外籍乘客不断增多。以前，外

籍乘客遇到困难，车站只能向外求助。金民看在眼里，急在心

里，下定决心自学英语和韩语。经过几年学习，她掌握了英语

和韩语的日常用语。现在，每当外籍乘客在车站遇到困难，金

民就变身“翻译”上前服务。

今年 38 岁的金民是一位“铁三代”，她的爷爷、父亲都是

铁路职工。铁路人的严谨、敬业在她的身上得到传承。2000
年入职的前一天，父亲叮嘱她：“要将铁路当成家、把乘客当成

亲人，凡事想到前头、多干一点。”多年过去了，她始终把父亲

的叮嘱牢记在心，这也成了她的工作信条。

赵春青赵春青 绘绘

本报记者 陈华 本报通讯员 施院生

多年前，张凤彪还不是清掏工，而是一名

木工学徒。

师傅每天给他安排的任务是，把圆木头

劈成方木头。一天下来，他的手酸痛得端不

住饭碗。年轻的他想不通，为什么要做这份

辛苦、重复枯燥且无意义的工作。于是，他不

停地换工作，直到成为一名清掏工。在此后

的23年里，他再也没换过工作。

7月 11日，张凤彪的名字与马毛姐、徐

辉、李祥斌等这些在合肥市家喻户晓的劳模

人物一起出现在刚刚开馆的合肥市劳模工匠

馆展厅的墙上。也是在不久前，安徽省住建

厅联合安徽省总工会评选出173名“安徽省优

秀环卫工人”，张凤彪名列其中。

没能成为一个好木匠，张凤彪却在清掏

工岗位上找到了实现价值的舞台。回想一路

走来的点点滴滴，张凤彪念念不忘当年木工

师傅让他劈木头的情景。

看似重复简单的小事，其实蕴藏着成事

的大道理。从这个角度说，劈木头与掏粪，有

着相通之处。张凤彪说，如果现在让他站在

当年的木工师傅面前，他会坦然地告诉师傅，

“圆木头”变成“方木头”了。

手机号成了清掏“热线”

合肥市瑶海区的 108座直管公厕，都是

张凤彪的工作地点，除此之外，他还义务承担

着辖区多个居民生活区公厕、化粪池的清运

工作。

“很多人说我是公厕清掏的‘活地图’，这

个我还真不谦虚。”说起别人对自己的称呼，

张凤彪大笑起来。

7月的合肥，暑热升腾，下水道里的粪便

从窨井盖边不断渗出。张凤彪告诉记者，工作

时决不允许抽烟，因为哪怕一丁点的火星就有

可能引爆井口喷出的沼气。

打开井盖，要先等一会儿，让有毒气体散

一散。刺鼻的异味让人不住地犯恶心，但张

凤彪早已习惯。

只见他岔开双脚站稳，屏气、凝神，一人多

高的长杆在化粪池里不断搅动，感觉到堵塞物

位置，再换成长钩，小心翼翼地将物体勾出，溢出

的粪水终于沉下去了，吸粪车开始工作。

1998年，28岁的张凤彪在“跳来跳去”之后，

最终还是和父亲一样成为一名清掏工人。父子

俩同在瑶海区城管局环境卫生管理中心工作。

或许是受父亲影响，张凤彪做得很顺手，他

不仅对技术性难题手到擒来，甚至了解全区哪

条街巷有多少化粪池和窨井，以及下水道是什

么走向。

丰富的清掏经验和出色的问题处理能力很

快让他知名度提高，区域内遇到清掏问题都会

请他帮忙解决。

久而久之，他的手机号码，成了清掏“热

线”，甚至成了合肥这一领域的权威“代码”。

“有清掏公司想买我的手机号，出价两万

元，被我拒绝了。”张凤彪说，他不能让这个老百

姓信赖的品牌号码变成“商业电话”。

“掏”出来的创新工作室

“从管道内用长杆探入，如果戳不动了，要

么是管子出了问题，要么是小区化粪池堵塞。

可以根据杆子进入的深度，找到地面相应位置

挖下去，最终肯定能解决问题。”这是张凤彪总结

出来的清掏经验。

当然，经验是不会自己找上门的，需要在用

心实践之后总结积累。

“当时和我一道进入单位的年轻人，没有一

个愿意去当清掏工。”张凤彪说，自己并没有看

轻这份职业，而是用心“钻”了进去。他觉得，如

果一份工作自己都看不上或不上心，何谈钻研

创新。

在一次次实践中，他发现并解决了不少现

实问题。“有的粪池比较深，吸粪管也长，加上车

身高度，老式的单泵吸粪车作业时就显得吸力

不足。”张凤彪建议，改良吸粪车，采用双泵，这样

可以加大功率，效率更高也更安全。

然而，吸力加大后，车上的老式贮粪罐会

出现瘪塌情况。为此，张凤彪多方联系，省内

省外来回跑，终于找到一家质量过硬的贮粪罐

生产厂家。现在，这种双泵吸粪车已在瑶海区

广泛使用。

2021年 6月，合肥市首家以清掏工人为领

衔人的劳模创新工作室——张凤彪劳模创新

工作室在瑶海区琅琊山路户外劳动者幸福驿

站挂牌。

一进工作室，就可以看到摆放在面前的撬

棍、钩子、雨靴、铲子等清掏物品，这些都是张凤

彪的“清掏神器”。工作室内窗明几净，墙上挂着

张凤彪的工作照。

这个地方不仅是张凤彪的创新工作室，也

是他的爱心志愿服务站。目前，爱心志愿服务

站已为群众开展义务清掏疏通100多次。

“打心底感觉被尊重”

“原以为做的是最不体面的工作，没想到

现在还能有这样体面的工作室。打心底感觉

被认可、被尊重。”张凤彪站在创新工作室里对

记者说。

近一米八的个子，穿着合身得体的商务夹

克，头发梳得一丝不苟，52岁的张凤彪站在那

里，挺拔体面。一般人很难从外表把他和这一

职业联系起来。

张凤彪起初当清淘工时，心里还是有些没法

接受。“抛开脏累，更主要的是难为情和伤自尊。”

工作后不久，一次在处理下水道堵塞时，

有路人拍照，张凤彪下意识地扭过头去，担心

被人拍到自己的正脸，更怕熟人看到照片。

有时，思想的转变就在一瞬间。

有一次，他和同事去处理下水道堵塞，身

为“老环卫”的父亲也跟着去了。看着父亲在

下水道里专注地处理问题，就在那一瞬间，张

凤彪放下了心里的包袱，“这就是一份普通的

工作，和其他工作一样，没有贵贱之分。”

只是，每次回到家，上小学的女儿总是堵

在门口说：“爸爸身上很臭，把外衣脱了再进

来。”妻子不说话，只是默默地把他的衣服单

独分开清洗。

张凤彪决定像父亲当初改变自己的观念

那样，给女儿“上一课”。

在一次开车带女儿出去玩的途中，他接

到了一个小区居民的清掏请求。张凤彪直接

把车开到小区，下车就开始干活。女儿待在

车里，透过车窗可以看到张凤彪在现场工作

的样子。工作完成后，居民连连道谢。

父母的劳动场景对子女的影响是巨大

的。事后女儿对他说，“爸爸不怕累不怕脏地

工作，真厉害！”

张凤彪一直以时传祥作为榜样。“现在，

自己对职业更有敬畏心了。”张凤彪说。

曾经频繁跳槽的张凤彪曾经频繁跳槽的张凤彪，，在清掏工岗位上稳定了下来在清掏工岗位上稳定了下来，，成为成为““清掏权威清掏权威””

““掏掏””出职业荣誉感出职业荣誉感

39年初心不改护青山

7月 8日，潘礼全（右）和同事在保护区内巡护途
中涉水过河。

今年59岁的潘礼全是广西姑婆山自治区级自然
保护区管理局大同冲管理站的一名护林员，他用脚
步丈量保护区里的山岭沟壑，守护近3万亩的青山，
至今已有39年。

大同冲管理站地处偏远山区，生活条件差，早些
年连基本的水电都难以完全保障。每年冬季这里会
有冰冻雨雪天气，春夏之交时常发生泥石流、滑坡等
自然灾害。

潘礼全不畏艰苦，一年中有半年多的时间都是
在这里度过的。他和同事们负责数十条线路的巡山
护林工作，其中最长的线路来回走完需要近 8个小
时。通过巡山护林，潘礼全和同事及时排查、消除森
林火灾隐患，制止保护区内盗猎采挖等不法行为，发
现并记录保护区内的珍稀动植物。

在潘礼全心里，巡山护林工作虽然辛苦，但通
过自己的坚守，让山林更加苍翠，是他最大的快乐
与慰藉。 新华社记者 曹祎铭 摄

张凤彪在清掏作业中。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