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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科技先锋

经营好事业重在经营好人心。清

乾隆年间，南昌城有一家点心店，以货

真价实赢得顾客青睐。但店主李沙庚

赚钱后便掺杂使假，生意日渐冷清。一

日，书画名家郑板桥来店进餐，李沙庚

惊喜，恭请郑板桥题写店名。郑板桥挥

毫题写“李沙庚点心店”六字，墨宝苍劲

有力，引来众人观看，但还是无人进

餐。原来“心”字少写了一点，李沙庚请

求补上这一点。但郑板桥说：“没有错

啊，正因为‘心’少了这一点。”李沙庚顿

悟，才知道了经营人心的重要性。从

此，他痛改前非，又一次赢得了人心，赢

得了市场。

人心是一笔无形的资产，是一笔不

可忽视的财富。对企业而言，经营人心

是企业健康、持续发展的关键。很多企

业管理者不注重在经营人心上下功夫，

往往伤了员工的心，导致企业发展受阻；

伤了顾客的心，使企业产品在市场上备

受冷落，最终使企业陷入绝境。

企业的发展贵在凝聚人心。在日

常管理工作中，管理者常常会找员工

谈心，但有的领导对谈心存在模糊认

识，认为天天与员工照面，随时可以沟

通思想，“用不上”；有的领导认为这是

过时的工作方法，“看不上”；有的领导

认为工作太忙，“顾不上”……这些看

似微小的事情，其实质都是对谈心不

重视。长此以往，管理者将无法准确

掌握员工的思想动态，及时化解工作

与生活中的问题，日积月累就会演变

成大问题。

那么，企业究竟该如何有效地开展

谈心工作，使其不走过场呢？

一是要有一颗真诚的心。管理者

在与员工谈心时，必须要有帮助员工的

诚心和关怀员工的实意。有了这种真

情实意，与员工谈心时才能开诚布公，

说出的话才能掏“心窝子”，真正打动员

工的心。只有善于与员工交流，才能走

进他们的内心世界，及时准确地实施引

导和教育，达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二是要选择恰当的时机。与员

工谈心，选择一个合适的时间和地

点非常重要，在实际工作中，一些管

理者习惯在上班时间把员工叫到办

公室谈心。殊不知，在办公室这种

特定的场合，员工的心大多是封闭

的，无论你是语重心长地说教，还是

循序渐进地开导，都很难达到良好

的效果。所以，谈心应选择自然轻

松的环境，少一些汇报工作的状态，

员工才会和你真心实意地谈，才能

收到谈心的效果。

三是要用积极的态度感召对方。

员工无论在平时工作中，还是在谈心交

流的过程中，都希望得到关注。因此，在

谈心时，对于员工日常良好的表现，应给

予态度上的认同和语言上的肯定，从而

提高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能经营好人才的管理者,才是最

终的赢家。企业文化说到底是对人的

管理，往深处说就是对人心的管理。

目的就是让员工发自内心地热爱自己

的工作，全心全意地将自己的所有智

慧贡献给企业。作为企业管理者，只

有用心经营企业，不断激发员工的积

极性和创造力，才能让企业在市场竞

争中永葆活力、基业长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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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影《摩登时代》里，著名喜剧演
员查理·卓别林身着背带裤拧螺丝的场
景让人印象深刻。那个时代，背带裤是
工厂工人每天上班的标配。

这个起源于工业革命时期的产
物，采用宽松版型、阔腿裤管和多裤
袋的设计，既方便工具存放，防止衣
服卷入机器，胸前也可以起到保护作
用。如今，背带裤已演变成我们生活
中常见的一种服饰。

对中国人民解放军 5719 厂的员工
来说，他们没想到，自己的工服会采
用背带裤的设计方式。

2009 年初，为推进卓越绩效模
式，重新梳理并提炼企业文化，该厂
员工工服设计被提上日程。
“为防止纽扣掉落，我们可以参照

类似背带裤的款式。”一次厂长办公会
上，时任厂长向巧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这样的方案合适吗？穿这种工服

干活，工人方便吗？”一时间，员工们
议论纷纷。

向厂长有自己的考虑。谈及此事，
行政管理部主任李慧琳回忆说，向厂长
曾向她讲述过一部名为《废品的报复》
的电影。影片中讲述的主角埃迪，是一
家制衣厂的纽扣工，因为漫不经心钉纽
扣，在他与女友约会时，不经意穿上自

己钉过纽扣的裤子，由于纽扣没有钉
牢，跳舞时纽扣不断掉落，埃迪为此闹
出笑话。

一颗小小的纽扣，在平时可能并没
有太大影响，但在企业安全生产过程
中，小小的纽扣也许就成为产品的多余
物，这种多余物将对产品质量安全造成
隐患。

随后，与会人员对几种方案进行
投票表决。最终，向厂长的提议得到
大家认可。

他们很快发现，采用背带裤款
式，在同行中并没有先例。色彩、面
料、搭配、结构、用料……这些方面
都需要员工们一点点去摸索。

色彩首先成为考虑的因素。设计
讨论中，大家都选择了“空军蓝”，理
由很简单——这种颜色既有飞行员元
素，又可以与世界空军服装接轨。

工装毕竟不同于时装，要考虑结实
耐穿，在用料上则选择了功能性、舒适
性俱佳的耐磨面料。为适应季节变化，
夏季工服采用全棉面料短袖设计，透气
性好；冬季工服增加毛呢内衬，防风保
暖；春秋季工服将夏季短袖改为长袖，
非常实用。

为解决以往工服设计元素单调的
问题，新工服设有姓名牌、部门、肩

扣、腰扣，在前后身还分别设计了肚
兜、裤兜，进一步增强了实用性。

一套好的工服当然少不了企业文
化标签。在这种理念的指引下，厂徽
和企业核心价值观被分别绣到工服前
后，“情系蓝天、追求卓越”也印上了
衣袖，就连字体、裤侧缝装饰条等细
节都进行了精心设计，以充分展示企
业文化。

当年 5 月，5719 厂第一款背带裤
工服就这样诞生了。

谁也没想到，才过一年，新工服就
火了。一些媒体对5719厂企业文化进行
报道，这款独特的背带裤工服成为各家
媒体竞相报道的题材。

2009 年，由中国质量协会举行的
“现场管理星级评价”经验交流会在该厂
召开。

交流环节中，有媒体记者提出问
题：“你们厂工服上‘诚新快实和’
被肩带遮挡了一部分，这点能否改
进设计呢？”经过厂领导研究，在充
分 考 虑 实 用 性 的 基 础 上 ， 将 后 背
“诚新快实和”的字样与前面厂徽进
行了对调。

这次改进不过是一段小插曲。一
次，原传装组组长李智博在清理工装时
发现，工服上的一颗纽扣不见了，现场

却怎么也找不到。为确保质量万无一
失，这台已经安装好的发动机只好重新
拆卸。为了防止此类情况再次出现，该
厂随即将背带裤工服的纽扣改为“粘
扣”设计。

随后，一线员工还遇到一些穿着
不便的问题。原本为了实用而设计的
肚兜，干活时只要一弯腰，物品就容
易掉落出来，后来他们在肚兜缝上了
“粘扣”。经过不断改进，最终在 2014
年 8 月完成了全部细节调整，新的背
带裤工服显得简洁大方。
“我们工服左臂印的是‘情系蓝

天、追求卓越’，右臂印的是‘开拓
创新、昂扬向上’，这些点点滴滴是
我们企业文化的缩影。”正如现任厂
长张铀所说，透过这身工服，看到的
是员工崭新的面貌和昂扬向上的企业
文化，其诞生和改进的过程，也折射
出员工们精益求精、开拓创新的可贵
精神。

照片拍摄：龙振华

背带裤工服：特殊的企业文化标签
■罗 娟

“过去40年，我们一

路奔跑，追平了与先进造

船国家之间的技术差距”

张国新有个习惯，只要出差到沿
海城市，哪怕工作再忙，也要抽空到
海边走走，闻闻海水的味道，听听波
涛的声音。

小时候，张国新就特别向往大
海。读书时，老师在历史课上讲到，
鸦片战争列强从海上用坚船利炮打开
了中国大门。不知什么时候，造船梦
的种子在他的心中悄然发芽，张国新
暗下决心：“将来一定要造出先进的战
舰来保卫祖国。”

1968 年，18岁的张国新走进江南
造船厂，做了一名普通的车床工人。
每天加工螺丝、螺母，虽然人在船
厂，却几乎接触不到船。张国新回忆
那段日子：“当时就觉得现实跟理想
差距太大了。”

然而，苍天不负有心人。凭着优
秀的工作表现，张国新被江南造船厂
推荐到上海交通大学深造，他选择了
梦寐以求的船舶设计与制造专业。

机会来之不易。在大学里，他如
饥似渴地学习知识。毕业返厂实习一
年后，他走上了船舶监造岗位。

如果说设计师是在纸上为战舰绘
就宏伟蓝图，那么监造师就是把纸上
战舰“送”入大海的人。在船舶监造
岗位上，张国新每天不仅面对设计图
纸，还要负责物资和人员调配、协同
工厂各个部门，事无巨细，件件都需
上心。下班回到家，他依旧坚持“充
电”，一本又厚又重的《舰船概论》和
一本翻得卷了毛边的英汉字典成为他
的“伴侣”。

改革开放初期，我国主战舰艇与
国外先进战舰有不小差距。1981 年法
国海军“贞德”号直升机航空母舰和
“福尔班”号护卫舰来华访问。张国新
走上两艘战舰，被宽阔的舰体和现代
化的武器装备所震撼。

他终于等来了大显身手的机会。
80 年代中期，我国决定自力更生研
制第二代导弹驱逐舰，首制舰的监
造任务落到了张国新的肩上。

当时，国内还没有建造过这样的
现代化战舰，配套装备涉及上千家
厂商。张国新回忆：“当时压力很
大，如果搞不好，无法向领导和同
志们交代，以后研制先进主战舰艇
的信心也会受到打击。”

张国新带领团队研究发现，按照
现有的平面建造方法监造，新舰的质
量和进度都无法保证。他大胆地提出
了立体建造方法。这种全新的建造方
法，对建造工艺和质量要求极高。他
带领团队夜以继日地开展攻关，在国
内大型水面舰艇的船体结构建造中借
鉴民船设计成果，运用了全新工艺，
极大提高了生产效率。

为了掌握第一手资料，张国新参
加了舰艇的每一次水面航行试验。
“有一次上船试验，风浪特别大，我
的五脏六腑快要吐了出来。难受归
难受，可心情很兴奋，因为只有在
这种恶劣的海况下，才能真正检验
出战舰的质量和性能。”张国新说。

进入新世纪，“中华神盾”等一
批主力战舰陆续问世。张国新带领团
队在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效率
上下功夫。他们总结出“一条半造
船法”，让产品可以分为若干建造阶
段 ， 等 时 段 、 等 节 奏 、 流 水 化 生
产，使舰船的建造效率成倍提升。

2008 年 6 月，江南造船集团公司
迁至长兴岛，生产能力较之前成倍提
升。张国新自豪地说：“过去 40 年，
我们一路奔跑，追平了与先进造船国
家之间的技术差距。”

“船厂是舰船的母

亲，我们造的舰要经得

起历史检验”

一次，张国新对一艘即将舾装下
水的战舰进行检查，发现一处零件安

装质量不过关。他语重心长地对技术
人员说：“我们了解一个造船人，是通
过他建造的产品来认识的。船厂是舰
船的母亲，我们造的舰要经得起历史
检验。”
“讲百年信誉，造一流舰船”的

“江南精神”，早已融入张国新的血脉。
“你发现没有，新型舰外观线形特别

平滑流畅。舰船一个大的分段，误差不超
过 3毫米。”在一艘正在建造的某型舰船
前，张国新向笔者饶有兴致地介绍造船的
新工艺。

正是这不超过3毫米的误差，曾让张
国新一连十几天辗转反侧、一筹莫展。
“好舰要用好钢”，这是张国新一直

以来的质量追求。某型舰在建造时，需
要采用一款特种钢，这种钢强度高、韧
性好、耐海水腐蚀性强，但焊接后很容
易发生裂缝。几位经验丰富的焊接专
家纷纷请缨，却一一失败。

眼看就要影响新型战舰的建造进
度，张国新心急如焚、夜不能寐。“一定
要啃下这块硬骨头！”他索性搬到工厂，
与技术人员吃住在一起。在他的带领
下，技术人员试验了上百种焊接方法，
终于攻克了该材料的焊接难题。

通常来讲，每艘舰船有数百个大
小舱室。底层舱室空间狭小，又没有
通风系统，环境恶劣，员工只能躬身
小心爬进爬出。江南造船集团公司装
配首席技师耿隆征说，为了检查焊缝
质量，张国新坚持每个舱室都要亲身
查验，一艘船光“爬舱”距离就达到
几十公里。

上世纪末，采用智能制造技术成为
国际造船工业的潮流，国外部分船企基
本实现数字化、智能化，而我国船企仍
以机械化、半自动化为主，在打磨作业
等环节，仍然是手工操作。
“人控质量的传统做法很难适应新

型战舰的建造，对焊接质量的管控必须
升级换代。”在一次建造工艺分析会
上，张国新提出了运用科技创新提升建
造质量的想法。

张国新团队通过焊机联网建立庞
大的数据库，用计算机测算和控制
每一个焊接工作点的参数。在焊接

过程中，电流、电压有丝毫差错，
系 统 就 会 自 动 报 警 ， 中 止 工 人 操
作。“全国技术能手”陈景毅兴奋地
说：“‘机控质量’实现了船体的精
密制造，真正把新型战舰打造成毫
米级工程。”

熟悉张国新的人，都知道他有句
口头禅：“决不让建造技术难题成为装
备性能瓶颈。”近年来，张国新和他的
同事们不断攻关，接连创造出多项推
动工艺革新、提升建造质量的新技
术，用“江南精神”打造出了令人惊
喜的“江南速度”。

“和船在一起、想造

船的事，让我有一种踏

实的感觉”

张国新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被誉为
“造船工程师的摇篮”，大师巨匠灿若繁
星。

张国新记得，在一次交流会上，“中
国核潜艇之父”黄旭华院士提出科研人
员必须随身携带“三面镜子”——扩大
视野的“放大镜”、放大信息的“显微
镜”和鉴别真假的“照妖镜”。

张国新钦佩黄旭华“热的时候坚
持，冷的时候也在坚持”的精神品
质。这“三面镜子”也成为他为国铸
舰的标尺和信条。

生活中，张国新习惯身着蓝色的
工装，在施工现场与技术人员和工人
打成一片。“和船在一起、想造船的
事，让我有一种踏实的感觉。”张国新
说，他心中的造船情结，让他一辈子
也离不开船。

大学毕业后，学校领导动员他留
校任教，他割舍不下心中的“造船
梦”，毅然回到了他热爱的造船业。到
了江南造船厂，张国新迅速成长为骨
干监造师。这时，外企抛出“橄榄
枝”，以丰厚的薪水和诱人的职位邀请
张国新入职。张国新思前想后，为了
军工人为国铸舰的那份使命，坚守在
自己的岗位上。

夜来一笑寒灯下,始是金丹换骨时。
结束一天的工作，吹着海风，读上几页
书，是张国新一天难得放松的时候。

走进张国新的家，仿佛到了一个
微型图书馆，书柜中摆满了历史人
文、科学技术、工程工艺等方面的书
籍。“知识改变命运。”张国新说，书
籍是人类最好的朋友，读书能使人进
步，也能带来快乐。

爱读书的张国新，时常会感到
“知识恐慌”。为了更好地掌握国外造
船业发展动态，能够与国外专家学者
顺利交流，他自学英、德、日等多国
语言，又在 50 多岁时自学了计算机
编程。
“造军品，不仅要有良好的外语能

力和丰富的舰船知识，还要有复杂工程
的协调能力，监造岗位数十年的锤炼，
为我打下了坚实基础。”张国新说，江南
厂的造船人才已经发展到第四代，年轻
的“江南人”大多有高学历，但每次与年
轻人交流，他都不忘叮嘱年轻人要加强
学习。

让张国新感到欣慰的是，一批专业素
质过硬的中青年监造师已经成长起来，成
为监造队伍里的生力军。

张国新对造船事业近乎痴迷，对
家人却有深深的歉意。让母亲看看
自己造的舰船，是张国新心中未能
实现的愿望。母亲弥留之际，张国
新 正 带 领 团 队 对 某 新 型 舰 进 行 攻
关 ， 每 天 早 出 晚 归 ， 直 至 母 亲 去
世。这个没能兑现的承诺，成了他
永远的遗憾。

张国新与妻子感情甚笃。某型舰
试航在即，妻子突然病倒。为了保证
装备如期服役，他毅然选择随舰出
海。3个月的试航顺利完成，张国新迫
不及待地赶回家看望妻子。妻子看着
他新添的白发，心疼地说：“你回来
了，我也能下床了。”

从青葱少年到花甲老者，张国新
一生看淡得失，一心只为造船，“一辈
子干好一件事”的工匠精神在他的身
上得到完美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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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首席专家张国新—

把战舰从纸上“送”入大海
■■杨元超 李振华

盛夏，长兴岛，骄阳似火。坐落于此的江南造船集团公司一派繁忙。巨大的船坞中，几艘舰船已进入最后的调试交验阶段。
目睹这样的熟悉场景，江南造船集团公司首席专家张国新心中依旧振奋。这位从车床工人起步的造船专家，投身我国舰船制造事业近 50

载。1978年，我国实行改革开放。那一年，他走上了舰船监造岗位。这些年，他先后监造 20余艘军民舰船，带领团队完成第二代驱逐舰建造任
务，实现国产新型万吨级导弹驱逐舰成功下水，见证了江南造船集团乃至中国舰船制造的快速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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