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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梦想是当一名发明家。”
今年 20 岁的安亚东，就读于长沙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发动机 1601 班。在
航修领域，他用 8年时间实现了自己
的梦想。

2016 年，由安亚东设计研发的一
种人体体能辅助设备——动力下肢外
骨骼，申请了国家实用新型专利和发
明专利，并在湖南省创业创新创效大
赛中获得了铜奖。从那时起，安亚东
在学院里“火”了。

人在走路、爬山时，借助动力
下肢外骨骼的帮助，只需用很小的

力，就能达到健步如飞的效果。研
制这款产品，与他的个人经历有很
大关系。

安亚东自幼体弱多病，体能一直
以来是他的“短板”。看到电影中身
着机甲装备的士兵快速穿行的画面，
安亚东的脑海里便有了一个想法：“既
然体能是我的弱项，何不借助机械辅
助运动呢？”

刚开始，他不懂立体几何，只能
画平面图；不会电脑制图，只能手
绘。原本电脑几个小时就能解决的
问题，他往往要花上好几天。上了
高中，家里买了电脑，安亚东一有空
就上网浏览机械专业方面的贴吧，
与网上创新爱好者进行讨论，在网
友的帮助下，完成了机械下肢的图
纸设计。

上了大学，他才发现自己的电脑
制图与专业制图相比，存在不少尺寸
误差。这时候，他遇到了创新攻关的
第一位导师——学院教机械制图的李
涛老师。在他的帮带下，安亚东的专
业制图水平得到很大提高。

研发动力下肢外骨骼不只需要研
究机械制图，它还涉及到机械设计制
造、人机工程学等多门学科。设计者
必须全部精通，才能完成这项发明。
“一定要攻克这道难关。”安亚东

一有空就在网上自学专业课程，关注
机械领域新动态，查找机械方面最前
沿技术。

在研制传感器时，安亚东吸纳了
网上创客的经验，摒弃了使用压力或
位置传感器的传统思路，运用国内最
先进的技术，研制出新式传感器，提高

了机械操作的灵活性。
动力下肢外骨骼渐渐成形，学院

开始关注这位“草根”创客。去年，安
亚东在学院大学生创新创业孵化基地
有了属于自己的“格子间”。
“不在基地，就在去基地的路上。”

安亚东比以前更忙了。年初，他组建
了以下肢动力外骨骼为主要产品的科
研团队，利用集体智慧攻克新的难
关。“目前这个设计还存在不少缺陷，
后面我会持续改进，争取今年实现更
大的突破。”安亚东打开电脑，信心满
满地说。

（本文由陶宜成、韩秋、韩婷、张少
利、张寒光、刘嫄、高武综合采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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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后”工匠安亚东从贴吧里找创新灵感——

梦想当一名发明家

“今洛阳良工巧匠，批红判白，
接以它木，与造化争妙。”这是对古
代匠人巧夺天工、技艺精湛的赞
美。这些造型奇特、极具创意的中
国古建筑，之所以屹立不倒、流芳百
世，离不开古代匠人天马行空的想
象力和源源不断的创造力。

创新型人才正成为时代的弄潮
儿。在武器装备保障领域，有这么
一群创新达人，他们虽然不穿军装，
却每天与武器装备为伴；他们虽然
扮演战场幕后保障者，却在创新路
上勇做排头兵。他们勤于思考、敢
于创新，用匠心铸造大国重器，成为
一张张闪亮的名片。

前不久，在空军装备修理系统
人才工作会议上，来自航修领域数十
个军工厂的维修高手轮番上阵，交流
经验、分享“秘籍”，为创新型人才发
展建设提出了一系列宝贵建议。在
这支人才队伍里，有活到老、学到老
的“60后”老工匠，有经验丰富的“70
后”工匠大叔，更有朝气蓬勃的“95
后”小发明家。他们大胆创新、放飞
梦想，逐梦蓝天、矢志强军。本期，我
们遴选出3位基层工匠，带您感受老
中青三代工匠的创新风采。

说起改装汽车，人们会感到很
“潮”，而说起改装飞机，尤其是改装
军机，恐怕很多人想都没想过。代
学桂是一名活跃在军机改装一线的
“60 后”老工匠。尽管快要退休了，
但他始终坚持活到老、学到老。

30年如一日，代学桂在平凡岗位
上创新求变，先后主持完成了飞机尾
翼电加温前缘改进等 5项军内科研项
目，3次获得军队科技进步三等奖。

上世纪 90年代,计算机尚未普及，

车间里仅有的一台计算机只能打字。
代学桂和工厂其他技术员一样，随身
携带铅笔、橡皮、三角板和丁字尺，制
作技术手册和图纸全靠一双手和一支
笔。一根线的粗细、虚实和曲直，全凭
“手感”，工作效率很低。

代学桂依然记得，20 年前那次
飞机装置图纸设计的经历。那次设
计相当复杂，制图过程中，哪怕错了
1 毫米，整张图纸都要“从头再来”。
为了测绘图样，代学桂无数次推倒
重来，历经一个月，代学桂终于完成
200 多张测绘图样。这个速度，当时
已是超乎想象。

后来，工厂掀起了学习计算机制
图的热潮，他的测绘纪录很快被打

破。没有计算机基础的代学桂，不仅
学得慢而且容易出错。

看着身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用计
算机绘图，编写工卡既高效又美观，代
学桂坐不住了。
“没有基础，我从头学。”通过自

学，他渐渐学会使用办公和制图软
件。不论曲线、直线、虚线和实线，
只需轻点鼠标，一张清晰的设计图
就能完成。代学桂感叹：“还是高科
技好使！”

科技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几
年前，在研制某型飞机尾翼电加温
前缘技术时，除了绘制设计图纸，
代学桂还组织编写了 100 多份前期
准备文件，完成这些任务他只用了

不到 20 天。
随着工厂主修装备更新换代，制

图和办公软件也随之升级。面对更加
复杂的操作界面，代学桂反复练习，熟
练掌握了软件的操作技巧。

代学桂的徒弟说，师父总喜欢
学习新事物，闲下来会看手机、“刷”
微信，时不时还点评几句。原来他
看的都是有关航空修理专业的微信
公众号，发现好的文章还会转发朋
友圈。

不仅如此，代学桂还时常把这
些知识和日常工作联系起来，与徒
弟分享创新心得。代学桂认为，未
来舞台是青年工匠的，他们应该有
一个创新的氛围。

“60后”飞机改装人代学桂在平凡岗位创新求变—

有个爱好叫学习新事物

“在大多人看来，工匠的工作是
一门力气活，分解工作离不开改刀
撬、锤子砸、钳子拧这‘三板斧’，但
我不这么认为……”刘廷法在工厂
创新成果发布会上开门见山地说。

从事航修工作 28年，刘廷法骨子
里带着一股闯劲。凭着这股闯劲，他
在多年的装备修理工作中，创造出 60
余项创新成果。

在厂里，大家都认为刘廷法是个
“创新达人”。他总会利用闲暇时间，收
集大家的“金点子”，记录大家的好想法，
让这些可行的创新灵感快速实现。
“创新能带动人的思考。”在刘

廷法看来，要想解决工作中的新问
题，不仅要开动脑筋思考，还要将想
法付诸行动，并转化为成果。之所

以有这种感悟，还得从他 10 年前的
一段经历说起——

在一次销钉分解过程中，机翼、保
险条等飞机零配件封闭在箱体内，拆
箱没有任何着力点，仅露出一个端口
的销钉。几名员工和过去一样用蛮力
强行拆卸，结果零配件在生拉硬拽中
出现损坏。

回到车间，刘廷法苦思冥想，始终
找不到解决办法。一次偶然的机会，
他与同事们吃坚果时，一位老工匠不
经意地说：“现在吃坚果、核桃真方便，
以前要用蛮力压碎，现在用工具轻轻
一撬就打开了。”

说者无意，听者有心。老工匠随
口一说，让刘廷法产生了灵感。“能不
能研制一种新工具，转蛮力为巧劲，改

变生拉硬拽的分解方式？”带着这个想
法，刘廷法开始研究销钉的连接方式
和机上结构。

功夫不负有心人。经过多次试
验，他成功研制出一款新装置，彻底
解决了用力不均匀造成零配件损坏
的难题。

经过广泛试用，大家都说好。尝到
创新的甜头，刘廷法一发不可收拾。从
帮人改水龙头到改制专用扳手，只
要有人提出难题，他都会站出来帮
忙。很快，刘廷法已经不满足这种
“小打小闹”，他想在飞机修理上进
行创新。

这次，刘廷法盯上了留机接头研
磨的问题。留机接头安装空间十分狭
小，设计装置既要保证在狭小空间便

于操作，又要满足研磨精度和多种角
度通用，刘廷法研制了多种装置都未
能解决这个难题。

后来，他向军队科研院所的专家
虚心请教，成功研制出一款新装置，解
决了困扰工厂多年的难题。

随着知名度的提升，工厂成立了
“刘廷法创新工作室”。有了自己的
创新工作室，刘廷法更加重视集智
攻关。他常说：“创新是集体智慧的
结晶，每项成果的诞生都是大伙‘智
力支撑’的结果。”

“70后”工匠大叔刘廷法从生活细节中找“金点子”—

骨子里带着一股闯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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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一种离别令人泪湿衣衫，总有一种感

动让人体悟使命的重量。51岁的中船重工集

团公司760所副所长黄群、61岁的试验平台负

责人宋月才、62岁的平台机电负责人姜开斌

在同一天牺牲了。

8月20日，停泊在760所码头的某重点

试验平台，在暴雨狂风中飘摇晃动，随时面

临倾覆的危险。此时，还有4名保障人员正

在平台作业。

危机时刻，黄群带着11名同志前去加固

平台。作业过程中，有人不幸被巨浪卷入海

中，紧接着又一巨浪迎面袭来……

他们倒在冲锋的路上。哀伤、惋惜、不

舍……这3位可爱的军工人，抱着“使命高于

生命”的信念，义无反顾地奔向咆哮的巨浪，

用一次“最美逆行”，诠释着军工人的担当。

忠诚，是军工人最好的底色。这底色源

自信仰，超越利益。“朝闻道，夕可死矣。”他

们的“道”，是国家利益，是入党时那句“随时

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的誓言。他们用

生命的长度践行了誓言的厚度，他们用钢铁

之躯挺起民族的脊梁。

使 命

“老部队”三个字意味着什么？当某航

修厂领导找到汪育昌，让他回一趟“老部

队”，一股亲切之情从他心底涌出。

离开部队3年，在同事眼中，他是一名

“新兵”；在老战友面前，他是一位远行者。汪

育昌的心底，对部队有着深深的眷恋。正是

这份情怀，让他退伍后选择成为一名航修人。

这是一次新的挑战。厂里安排他去部队

执行抢修任务，是一种信任，也是一次考试。

回到主场，从“出题人”变成“答题人”，他还

能不能交出一张完美答卷？看着一张张充满

期待的面孔，汪育昌知道，老战友想看看到军

工厂练了3年的他，本事究竟长进多少？

到部队第一天，汪育昌就拿到了第一张

考卷——机载弹出现故障。没想到，汪育昌

刚上手就卡壳了，汪育昌有点脸红。在部

队，他是维修技师，解决的大多是突发小问

题，万一解决不了，还有后方厂家支持。现

在不一样，自己代表的是厂家，厂家人员解

决不了，官兵还能指望谁？

详细分析后，汪育昌终于找到问题根

源，依托在厂里学到的原理知识，故障得以

解决。汪育昌知道，有的装备一旦出现故

障，官兵只会按照厂家要求维修，问题根源、

产品原理，他们并不了解。这次，汪育昌像

老大哥一样，抓住点滴时间为官兵进行补

课，他希望官兵们真正学深悟透。

身份变了，不变的是对部队的赤诚情怀。

离开部队的那一天，汪育昌想起了退伍时说的

那句话，“留在军工企业我安心”。脱下军装，

成为一名军工人，看似从“前线”转向“后方”，但

他感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要守护这份军人

情怀，为部队多出一把力、多尽一份心。

情 怀

40℃高温下，在飞机发动机内部是一种

什么感受？两个字——煎熬。

在与高温对战中，航利集团外场保障员梁

振库赢了。西北戈壁滩，地面高温能把鸡蛋煮

熟。梁振库就在这样的高温环境下，一次次钻

进狭窄的发动机进气道，排除发动机故障。

这是一场靠意志力的“死磕”。停机库

没有通风设备，更没有冷气，像一个密不透

风的“蒸笼”，他感到呼吸困难。拆卸保险

丝、分解导管、涂润滑油脂……一系列操作

像是医生给病人做手术。

豆大的汗滴从脸颊滑过，梁振库顾不得擦

拭。他的衣服已被汗水浸湿，呼吸也变得急促。

过了知天命的年纪，梁振库有些吃力地看着身边

徒弟，欣然一笑——希望徒弟早日出师。

年轻时，老梁渴望这种高温烈日天气。

在他看来，高温“烤”验着部队打赢能力，同

样磨练军工人的意志品质。外场保障20多

年，梁振库坚信，把外场当作战场，保障装备

完好，就是为部队战斗力负责。

意 志

心理学上的“晕轮效应”，指的是

认知者对一个人的某种特征形成好坏

印象后，还会倾向于据此推断该人其

他方面的特征。这种感觉，就像月晕

的光环一样，向周围弥漫扩散，从而掩

盖了其他的品质特点。在识人用人方

面，这一现象值得注意。

“事之至难，莫如知人；事之至大，

亦莫如知人。”如何考评一个人，绝不

是一件简单的事。评判人才的这把尺

子，必须从多方位综合衡量。如果像

“晕轮效应”那样用一种眼光看优劣，

由局部定全局，很容易陷入偏见的误

区。“晕轮效应”反映的是一种以点概

面、以偏概全的思维方式。如果延伸

到企业日常工作中，有百害而无一

利。比如，在有的管理者眼中，员工身

上暴露出的点滴问题，受“晕轮效应”

影响后，问题存在的范围往往会从点

滴扩散到整体，进而对他们全盘否定。

不可否认，片面的认识带来错误

结论，将会给干事者带来很大的思想

包袱，自信心和积极性都会受到不同

程度的挫伤。更有甚者，人才在一次

次的否定中流失，给企业人才队伍建

设带来不利影响。

古人说：“尺有所短，寸有所长；

物有所不足，智有所不用。”山有巅峰

和谷底，人有长处，也有短板。被誉

为清代“中兴名臣”的左宗棠虽然在

收复新疆等事件中有着丰功伟绩，但

也曾在科举会试上留下了三次考场

败北的遗憾；陈景润是有名的数学

家，但他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数学老

师。数学逻辑思维能力和算数能力

超乎常人的他，语言表达能力和人际

交往能力却要比常人弱，这也让他在

北京四中任教期间，因口齿不清，被

学生否定教学能力。可以说，人没有

十全十美，每个人也不可能成为无可

挑剔的全才。

“名主之任人，如巧匠之制木。直

者以为辕，曲者以为轮，长者以为栋

梁，短者以为拱角，无曲直之长短，各

种所施。”管理者既要知人，更要善

用。企业的人才管理要处理好员工局

部表现和整体价值的关系，正确对待

个性差异和能力差距，学会用人所长，

把合适的人放在合适的岗位上历练，

做到好钢用在刀刃上，小螺母也能发

挥好应有的作用。

水土流失的洼地，难有百花齐放

的盛景，人才的评判须多几把“尺子”

量长短，多一些角度看问题，用发展的

眼光识人、用辩证的眼光用人，容才爱

才，扬长避短，营造出良好的人才成长

环境，这样才能避免“冯唐易老，李广

难封”的现象出现，让更多的千里马竞

相奔腾。

识人用人谨防“晕轮效应”
■裴信明

匠心慧眼

■本期观察：张容瑢 谌青军 罗 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