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蝉联夺金！浦银安盛基
金褚艳辉近期将“金基金·三
年期灵活配置型基金”的奖
杯收入囊中。在基金产品琳
琅满目的公募基金市场，“选
基金产品就是选基金经理”
不失为一条有效的择基参
考，投资能力过硬的基金经

理无疑能为基金品质保驾护
航。记者获悉，褚艳辉的最新
力作——— 浦银安恒回报定期
开放混合型基金于5月14日
正式发行，投资者可通过浦
银安盛基金直销平台、兴业
银行等各大银行、券商等渠
道认购。

投资实力“三力一体”

浦银安盛褚艳辉挂帅浦银安恒

玩转数控铣，他为“90后工匠”代言
——— 记最年轻的威海工匠邓鹏飞
文/图 本报记者 冯琳

在工匠这个行当，我们常
听到老工匠抱怨“如今的年轻
人不能吃苦……”可90后邓鹏
飞用他的上进和努力打破了这
一偏见。如今，他不仅是一名先
进工匠，更是匠艺带头人，不少
年龄比他大许多的匠人都愿意
拜他为师。在他们看来，这位年
轻师傅“了不得”。多次获得数
控铣技能大赛冠军的邓鹏飞，
在生活中也不忘精进技艺，运
用数控铣在鲜鸡蛋上刻字，在
灯泡上画画……对他来说，都
是小菜一碟。

匠艺无小事

十年“磨”一技

邓鹏飞今年28岁，再过几
个月，他入职数控行业刚满十
年时间。从24岁开始，他便开始
横扫国内数控大赛奖项。他热
衷于参加比赛，渴望拿奖，不是
为了荣誉，而是他享受考试、比
赛，“和匠人们比赛，也和过去
的自己比赛”，他说，这种竞争
意识让他的数控技术日渐精
进，精益求精。

除了多参加技术比武，与
国内最顶尖的数控人才“交
锋”，学习所有工匠能手的长处
外，在生活中，他也时刻不放松
精进技艺。业余时间，他对专业
知识刻苦钻研，同时参加“金蓝

领培训”，熟练掌握Mastercam
电脑软件编程，UG软件建模，
攻破不使用三维扫描在鲜鸡
蛋、灯泡上刻字刻图案的技术
难关，同时取得数控铣技师资
格证书、数控铣高级技师资格
证书。与同龄人的爱好不同，工
作就是他的爱好，即便业余时
间，他也是想着数控的事情。

十年前，从威海职业技
术学院机床数控技术专业毕
业后，邓鹏飞便来到威海广
泰空港设备股份有限公司，
从事数控工作，直至如今。在
广泰工作期间，他主要操作
大型数控龙门镗铣床。这项
工作的难点是，在各类大型
焊接件的装夹和加工工艺路
线的选择，他总是尽最大可
能在一次装夹中完成所有需
要加工的所有工序，选择更
合理的压紧位置和合理的支
撑点，把工件的装夹变形降
到最低点，只有这样才可以
把加工变形降到最低点，以
满足加工零件的技术需求。

他对工作精益求精，力求
完美。超强的学习能力和对精
确度的追求，使他很快从同龄
人中脱颖而出，多次参与单位
核心技术领域的研发工作。
2009年，邓鹏飞参与我国第一
台无杆飞机牵引车的研发，其
中牵引车的主车架、主夹持平

台、左右伸缩臂、左右加紧机构
等多个大型焊接件需要进行镗
铣加工，为我国第一台无杆牵
引车的成功研发贡献了力量；
2013年参与举高喷类消防车的
研发，其中涉及到镗铣加工的，
精确到公差为0 . 02mm的各个
孔的加工；2015年参与公司各
种产品车液压缸的研发，每支
成品液压缸至少包含(活塞杆、
活塞、导向套、缸体、油嘴)等步
套，大到各个液压缸零部件材
质的合理选择、热处理的合理
选择、粗精加工的合理选择，小
到每一个零件的各个累计公差
的合理计算、各个加工的表面
粗糙度要求、各个锐边倒角的
大小。他成功克服加工中出现
的各种疑难杂症，加工出了属
于公司自己的液压缸，现已进
入批量生产。

以车间为家

这位年轻技师有“老匠”灵魂

采访过程中，邓鹏飞带领
一行人走进车间。他对车间的
每个工作细节都非常熟悉，即
便与自己数控专业无关的细
节，他也十分了解，真正把车间
当成家来热爱。而他扑在工作
上的时间和心思，让许多敬业
的老员工都赞叹不已。

在“泡车间”的过程中，他

与车间的机器都生成一种默
契。2015夏天，在正常加工作
业过程中，他突然听到机床Y
轴滚珠丝杠有非常不明显的
间歇小异响。保养、维修本不
是他的业务范围，但直觉告诉
他机器或许出问题了。他及时
与维修技术人员沟通，对机床
Y轴滚珠丝杠进行查看，发现
伺服电机联轴器松动，定位销
脱落。多亏了他发现及时，避
免了定位销脱落而损伤滚珠
丝杠，间接为公司节省了几十
万的经济损失。2011年一次夜
间，大雪封路，路上打不到一
辆出租车。因为挂念车间一项
工程，他在零下十几度的严寒
中，徒步走了十公里，走了两

个多小时，才到公司。而这样
看似疯狂的经历，在他看来已
习以为常，因为在他眼中，工
程比天大。

如今，他已不单单是一名
工匠，更是匠艺带头人。业余时
间，除了精研专业技能外，为了
带好团队，他也会自学管理及
心理学等方面的知识。邓鹏飞
说，自己带的徒弟，年龄层覆盖
非常广，每个年龄层的人情况
都不同，他不会“一刀切”地带
人，而是根据不同群体的不同
特点，因地制宜，制定最适合他
们的方法，最大限度地挖掘每
个成员的潜能，使管理达到事
半功倍的效果，更好地为技术
服务。

邓鹏飞运用数控技术在生鸡蛋上刻字。记者 冯琳 摄

跨跨越越血血缘缘的的亲亲情情撑撑起起一一个个家家
————荣荣成成俚俚岛岛镇镇包包村村干干部部刘刘青青帮帮扶扶工工作作小小记记
记者 王震 通讯员 付明 孙艳丽

6年前，一场疾病，让荣成
一位包村干部与一家人紧密相
连；

6年来，180多条扶贫帮困
记录，记下了这位包村干部的
帮扶点滴，要不是镇党委书记
下村访问，这个跨越血缘亲情
的感人故事恐怕还会继续隐藏
下去……

今年3月，俚岛镇党委书记
到该镇香山前村走访，一位名
叫王玉芹的妇女“闯”进了村委
办公室，为在场人员详细讲述
了包村干部刘青6年来为自己
家倾心付出的点点滴滴。

“老伴一场病，

让我们和刘青结下亲情”

王玉芹与老伴刘德和原
本 有 着 令 人 羡 慕 的 幸 福 生
活。夫妻俩经营4亩苹果园，
早过起了小康生活。2012年，
刘德和被确诊为鼻咽癌，巨
额的医疗费用让家庭一度陷
入困境。

作为香山前村包村干部，
刘青到刘德和家的时候，看到
的是，破旧不堪的房屋、在炕上
痛苦呻吟的刘德和、愁眉不展
的王玉芹，“虽然我不会治病，

但只要二老需要我，我一定尽

全力帮忙。”这是刘青给刘德和

一家的承诺。

很快，刘青与刘德和一家

结成帮扶对子。之后，刘青每月

都要到刘德和家走一两趟，陪

老两口拉拉家常，有时还捎上

药和食品。临近年关，怕他们没

钱过年，刘青就给王玉芹送来
600块钱，安慰说：“大姐，有困
难我们大家帮，您别拿我当外

人！”

屋漏偏逢连夜雨。2014年，

刘德和又被检查出舌癌，原本

拮据的家庭雪上加霜。两场大

病让刘德和生活无法自理，需

要人照顾，王玉芹根本抽不开

身。于是，刘青便把刘德和安排

给在人民医院工作的丈夫照

顾。刘德和需要长期吃止痛药，

为方便刘德和用药，刘青自掏

腰包帮刘德和买来药品、中耳

炎液、棉签等，尽可能减轻刘德

和的负担。

王玉芹常说，“是老伴的

病，让我们和包村干部刘青结

下了亲情”。

180多条帮忙记录

刘青用心走过的足迹

因为长期接受放疗，刘德
和的身体十分虚弱，去医院复
诊来回几十里路，是对身体的
极大考验。为方便老人看病，刘
青主动当起了专职司机。 去
年9月，刘德和需要到医院打
针。刘青早上6点30分准时拉着
老两口去医院，然后再将老人
送回家。不仅如此，刘青还自掏
腰包买了几千元的药品。

52天里，刘青就像亲闺女
一样守在老人身边，风雨无误，
尽心照料，毫无怨言。提起这
些，王玉芹直掉眼泪，她说：“52
天不间断接送我们，就是亲闺
女也难做到啊！”

其实，刘青的家庭担负并
不轻松。父母和公婆都年事已
高，父亲患脑出血，母亲行走不
便，自己平日工作繁杂，经常无
暇照顾老人。但只要老百姓需
要她，她就立马满血复活，“这
都是扶贫干部应该做的，这都
没啥，俺们都是这么干的。”
在刘青看来，自己只是做了一

名扶贫干部应该做的。
王玉芹有个专门的记录

本，上面密密麻麻记录着刘青
为自家提供的帮助：“5月20号，
买了150块的药”“6月1号，送到
医院，买了50多块的药”“找车
送医院，帮忙收花生，给了1000
块钱”……180多条记录，是刘
青用心走过的足迹。

包村干部刘青(右)。

刘德和是省标建档立卡贫
苦户，刘青是帮扶责任人。

王玉芹有一本电话簿，最显
眼的位置写着刘青的电话号码，

“我把刘青的电话跟家人的电话
记在一起，因为她就是我的家
人，就是我的亲闺女。”王玉芹
说。

为帮刘德和一家脱贫，刘青
没少费心思。她给王玉芹安排了
村保洁员的工作，王玉芹每年既
能有几千元收入，也能随时回家
照顾老伴。今年，她又给王玉芹
联系纺绳厂的工作，年收入万余

元。
在荣成，像刘青这样的扶贫

干部有数千名。如今，在全市上
下的共同努力下，荣成贫困户全
部脱贫，扶贫工作重点村全部摘
帽推出。今年，荣成将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与打好精准脱贫攻坚
战有机衔接，更加注重提高脱贫
质量，更加聚焦增强贫困人口获
得感，高标准实施“暖心工程”，
引导社会公益组织、志愿组织成
立心理疏导队伍，加大对因病因
残贫困户精神扶贫力度，确保扶
贫工作取得实效。

“刘青就是我的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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