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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世家的出身，从小怀
揣“火车梦”，中国中车的首席
技能专家郭锐从一名无名的

“钳工”学徒干起，21年后成为
了首屈一指的高铁工匠，他先
后参与了CRH2型200公里、300
公里、380公里、“复兴号”标准
化动车组、城际列车、地铁等多
个型号转向架的研发制造，经
他和他的团队之手装配出的高
速动车组超过1200列，安全运
营里程超过20亿公里，相当于
绕地球50000多圈，他被称为高
速动车组转向架装配制造技术
当之无愧的领跑人。

每年申报20项专
利，今年至少攻克105
个难题

制造业作为立国之本、兴
国之器、强国之基，是一个国家
生产力水平的重要体现，轨道
交通装备制造业肩负着发展中
国装备制造业的重任。
在中国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
股份有限公司的转向架车间内
有一间“郭锐劳模创新工作
室”，工作室虽然只有不到10个
平方，但这里就是解决和谐号、
复兴号核心部件转向架“疑难
病”的研究室。

“可以说大部分动车转向
架的疑难问题都是在这里解决
的，得益于单位大环境的影响，
公司在2011年成立了技师工作
站，现在我们工作室算的上技
师的有315人。”在这间工作室
里，郭锐正在跟他的团队研究
一项技术指标。以前他做普通
工人干工作计工时，现在有了
工作室，他很少再从事一线的
生产，而是作为一个培训指导
老师，带领技术团队进行创新
攻关、带徒培训、解决技术难题
以及成果转化等工作，“比如现
场有什么技术难题，我就去现
场去，和团队一起研究难题怎
么解决？怎么出方案，怎么去实
施，怎么来改进。围绕非正常的
生产开展工作。”郭锐说。

虽然从2006年才开始从事
高铁转向架的相关工作，但是
郭锐和他的团队却获誉无数。
记者在郭锐的工作室看到，郭
锐和他团队获得的证书足足有
一大摞，郭锐从来没有数过，用
他的话说这些证书不说上百
张，几十张肯定有。提起郭锐，

公司没有人不知道他是一位爱
钻研的“发明家”，同事们对他
的历项发明更是如数家珍。翻
开他写过的论文，可以看到他
先后独创了10项绝招绝技、先
进操作法；主持完成《动车组齿
轮箱检修车轴测量、打磨效率
提升改善》、《悬挂空轨列车齿
轮箱节点组装效率提升攻关》
等30多项技术创新成果；申报

《转向架制动卡钳排油、排气检
验装置》等8项国家专利；在国
家级、省部级、公司级刊物发表
论文20余篇。另外郭锐独创的

《动车组转向架四点等高支撑
调整作业先进操作法》开创了
行业先河，该操作法使转向架
的装配效率由原来的日产4辆
提升至目前的日产16辆，装配
精度和装配质量大幅提升，仅
此一项，累计为公司创造效益
1500多万元。

“今年我们计划至少完成
20项专利申报，此外还申报了
105项技术难题的攻关，这些难
题是今年必须解决的，我们制
定了完备的考核体系，这些技
术难题按小组分发下去，具体
到个人，然后按期考核难题的
攻关情况，如果到期完不成将
会影响绩效。”郭锐说。

铁路世家三代人
见证铁路发展

“我家应该算是铁路世家，
我奶奶，我父母都是这个厂的，
父亲当时就是厂里的一名钳工，
对我的影响比较大。”郭锐说，童
年时期，身为钳工的父亲总是会
用手中的工具制作出各式各样
的机械玩具。在郭锐眼中，这些
工具就像玩具一样吸引着当时
的他，后来他慢慢地开始领悟到
这些玩具的机械原理，也是受这
些机械玩具的启蒙，他逐渐喜欢
上机械。“我爸怎么干，我就怎么
学，耳濡目染就看会了。”仿佛遗
传了父亲的巧手基因，9岁那年，
郭锐趁父亲没在家，花了一个上
午，仅凭几件简单的工具就将铁
皮边角料打造成一只铁桶。他记
得父亲曾评价过，这只铁桶的铁
皮弯曲、窝边和咬合堪称完美，
毫不逊色于市场上销售的产品。
虽然父亲也承认郭锐是一个学
习钳工的好苗子，但他初中毕业
后对父亲袒露了想报考四方机
厂技校做钳工的心迹时，却遭到
了反对。“当时，家长都希望自己
的孩子最好别当工人。”父亲希
望他能继续读高中。拗不过郭锐
对于学习钳工的执着，同时也有
对他天资的认可，父亲后来还是

同意了。于是1997年，20岁的郭
锐就从技校毕业进了父亲的工
厂，成为了一名钳工学徒工。

参加工作后，郭锐勤奋好
学，善于钻研，能手工打造千分
之五毫米精度的零件，成为国
内从事高铁转向架装配、制造
最高水平的典型代表。2004年,
27岁的郭锐被聘为四方股份公
司第一个首席制造师，成为山
东省第一个获得首席称号的工
人。2006年，中车四方股份公司
引进时速200公里高速动车组，
郭锐凭借扎实的技能功底担负
起转向架组装、试验的重担。高
速动车组转向架是动车组的核
心组成部分，不仅承载着列车
的整车重量，还承载着列车的
牵引及制动，更承载着旅客的
人身安全。一列高速动车组转
向架，仅直接相关的装配部件
就有上千个，装配尺寸数据记
录有上万个。动车组技术引进
之初，国内在转向架装配数据、
装配关系、工作原理等领域的
研究尚属空白，郭锐靠自己摸
索，一边学习、一边分析，不停
的做装配论证试验，当时仅查
阅的零件、部件等图纸和资料
堆积起来就有两米高，工作笔
记约十万字。不到两个月，他就
带领团队克服了高速动车组组
装的多项操作瓶颈难题，令外
方专家对中国工人的技艺惊
叹。

“我奶奶那时候是蒸汽机
时代，我父亲和我都经历了内
燃机时代，现在我从事的转向
架是高铁时代，我们祖孙三代
可谓见证了铁路三个时代的发
展变革。”郭锐说，如今他有一
个11岁的儿子，儿子对机械一
样痴迷，如果说他们铁路世家
代代相传是工匠精神的传承，
他希望儿子将来也成为一名机
械方面的高精尖技术人才。

模范引领传技艺，
只愿匠心传承

高速动车组转向架大批量
制造后，原有的装配效率跟不
上进度需求，为破解这一难题，
郭锐和技术团队结合不同车型
转向架的装配工艺，开拓性的
建立了模块化、标准化的高速
动车组转向架装配作业体系，
以此为基础，郭锐组织编制的

《高速动车组转向架装配作业
要领书》、《高速动车组转向架
检验要领书》成为高速动车组
转向架组装作业及施工质量保
证的指导“宝典”。
作为中国中车“郭锐技能大师

工作室”、“郭锐劳模创新工作
室”、青岛市“郭锐劳模创新工
作室”负责人，郭锐除致力于技
术攻关与创新工作外，还担负
着为企业乃至行业培养高技能
人才的使命。他将自己总结编
写的《钳工基本技能竞赛试题
解析》、《高速动车组齿轮箱组
装工艺培训》等培训教材进行
无私传授。他培养的徒弟23人
获聘高级技师、技师，其中13人
获聘中车核心技能人才。培养
全国技术能手1人、中央企业技
术能手1人、山东省技术能手3
人、中车技术能手3人、青岛市
技术能手6人。近年来郭锐带领
高技能人才团队共同完成公司
级各类攻关课题192项，各类改
善提案2300余项，累计为公司
创造效益4000多万元。

“刚刚我们团队利用一个半
月 的 时 间 又 完 成 了 一 项 攻
关———《韩城悬挂列车导向轮支
架小轴压装》。”郭锐说，有时他
满脑子里都是装着工艺的改进，
以前一个两三年前没解决的难
题，突然在儿子的一个拼装玩具
的启发下一下子解决了。

多年前，郭锐拒绝了领导
让他干管理的“重用”，始终工
作在一线，如今他和他的团队
以精湛的技艺和高度的使命感
传承着劳模精神，忠诚地履行
着中国中车首席技能专家的使
命，为我国铁路装备事业默默
奉献，郭锐也先后获得“青岛市
劳动模范”“山东省富民兴鲁劳
动奖章”“山东省技术能手”“山
东省首席技师”“全国技术能
手”“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等诸多荣誉。
而郭锐在荣誉面前不骄不躁，
一次次的创造着辉煌，从时速
200公里动车组、时速250公里动
车组、时速350公里动车组到

“复兴号”标准化动车组，这些
奔跑在祖国大地上的列车每一
列都凝聚着郭锐的心血与汗
水，他像忠诚卫士一样始终为
我国高速动车组的安全运营、
中国高铁事业的蓬勃发展保驾
护航。

山东正开展新
旧动能转换重大工
程，吹响向高质量发
展的进军号，迈出经
济文化强省建设的
新步伐。推动“人才
强省”，离不开精益
求精的“工匠精神”，
离不开广大劳动者
的综合素质提升，离
不开广大职工的积
极参与和共同推动。

新时代要有新
气象、新作为。即日
起，山东省总工会联
合齐鲁晚报推出“当
好主力军，建功新时
代”齐鲁工匠系列融
媒体宣传活动，在全
社会大力宣传劳动
模范、齐鲁工匠的先
进 事 迹 ，展 现 工 匠

“群像”，号召全社会
向他们学习、向他们
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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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锐正在车间排查转向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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