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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美退役军人”冯闯：

做一个平凡
却不普通的人

工作中的冯闯，
工作中的冯闯
，眼神坚定
眼神坚定、
、冷静
冷静。
。 记者 崔引 摄

走在金丰（中国）机械工业有限公司的车间，头戴安全帽的冯闯总能吸引很多人的目光：蓝
衬衫干净整洁，没有一条褶皱；走路腰杆笔挺、步履坚定。
无论是顺流，还是逆境，冯闯身上始终有股敢闯、敢拼、不服输、不怕苦的劲儿，这是他在部
队那些年磨炼和沉淀下的。也正是这份军人本色，点亮了他的人生底色，让他成为一个平凡却
不普通的人。
今年“八一”节前夕，冯闯获得 2021 年度宁波“最美退役军人”称号。

在危险岗位上创出“独家秘笈” 此后 5 年，
该岗位未发生一起工伤事故
冯闯出生在黑龙江省齐齐哈
尔市，1981 年应征入伍，1986 年复
员回乡，成为当地一家国企的冲压
机工。
冲压机工主要负责处理一些
未加工过的毛坯料，将其放入冲压
机中，再取出。
由于当时的机器自动化程度
不高，还时不时失灵，又没有足够
的安全保护措施，工人在实际操作
过程中一不留神就容易轧到手。
“一不留神，手指就轧没了。”
冯闯回忆，他所在的岗位，几乎每
年都有人因此受伤，大家还开玩笑
说“如果不受伤不残疾，就出不了

这个岗位”
。
“当时的心态，倒不是说害怕，
而是觉得很有挑战性，萌生了消除
这种隐患的想法，总不能每天提心
吊胆地在‘鬼门关’打转吧。”冯闯
说。
站在冲压机床前，
他屏气凝神，
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机器抬起的瞬
间，
左手放料，
右手取料，
左手同时再
放入新材料。三个动作，
一气呵成。
通常，
工人需要机器制动三次才能完
成这三个动作。
能有这样的专注度和速度，得
益于冯闯在部队时枪械拆装的训
练。他在每次军械员竞赛中都能

年近不惑时下岗，南下宁波从头再来
2001 年底，冯闯所在的企业
破产，他下岗了。那一年，冯闯的
儿子刚上初中，正是用钱的时候，
他又是家里的主要收入来源，丢了
工作，生活举步维艰。
“宁波有很多机会。”冯闯的堂
弟大学毕业后到宁波工作，他建议
冯闯也到宁波
“试一试”
。
2002 年，38 岁的冯闯搭上南
下的火车，来到宁波。
时隔多年，冯闯仍记得面试那
天的情形——金丰（中国）机械工
业有限公司总经理看到他的简历
后，眼中流露出的迟疑和犹豫。是
啊，年轻的人才一抓一大把，他又
有什么优势呢？
后来，得知自己通过面试、顺
利入职的消息时，冯闯暗下决心：
一定要用心把这份工作干好。
从用冲床生产产品，到生产冲
床机器，在师傅的指导下，冯闯只

拿第一名，获胜的唯一诀窍就是
快！在他看来，冲压机工的工作和
军械员的工作，
有异曲同工之处。
在一次次的琢磨、练习中，冯
闯的手速甚至比失灵的机器还快，
工作效率变高了，而且还轧不到
手。
他将自己琢磨出来的这套“连
续作业法”
分享给其他冲床机工，
赢
得了大家的一致好评。在之后的 5
年里，他所在的这个公认的危险岗
位，
再也没有发生过工伤事故。
由于勤恳努力又爱动脑筋，
冯闯
慢慢从一众同事中脱颖而出，
走上领
导岗位，
主管生产工作。

每年调试机器近千台，
优良率 100%

用了一个星期，就熟练掌握了操作
带给冯闯的。
要领，独立作业。而通常，这个过
如今的冯闯早已练就了一双
程需要两到三个月。正因为如此， “火眼金睛”，成了“零误差”的技术
厂里领导经常把一些工期紧张的
大咖，仅凭眼看手摸，就能发现设
活交给他做。
备上 3 丝~5 丝（100 丝=1 毫米）的
“勇争第一”这四个字从来没
误差，这个误差只有一根头发直径
出现在冯闯的口中，却早在军旅生
的十分之一。每年经他调试的机
涯的磨砺中，
刻在了他的骨子里。
器有近千台，
优良率 100%。
在“勇争第一”的过程中，冯闯
“别人做事用手，冯闯做事用
也曾跌过跤。
脑。”一位经常接触冯闯的工厂领
那时，他刚学会独立操作，因
导这样评价。而这背后，是冯闯用
为一时大意，没有控制好零部件内
一点一点的时间累积起来的。据
的空气气压，导致组装好的机器出
不完全统计，他年均加班时长 800
现问题。大家不得不陪着他拆掉
多个小时。
整机，重新装配。
伴随着辛勤的付出，他收获了
“这件事让我意识到装配车间的
许多荣誉，全国劳动模范、浙江省
工作技术含量很高，
一个人的疏忽很
劳 动 模 范 、浙 江 省“ 万 名 好 党
可能给其他人带来很大的麻烦。
”
员”……冯闯说，这是他当年南下
敢于承认自己的不足，这或许
时想都不敢想的，自己这样一个平
是比敢闯敢拼更宝贵的精神品质， 凡的人，真的在一座陌生的城市闯
而这也是部队的集体生活和训练
出了一番天地。

每到一座城市，总会“打卡”当地献血站

他说，
只是
“借机”
为社会做点事

冯闯还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
而你与他素不相识。”在他看来，这
的事——坚持献血。
种感觉很特别。
2002 年来宁波之后，
他开始参
一般人到了另一座城市，总会
加无偿献血。只要没有生病，他每 “打卡”当地的著名景点，而冯闯有
个月都会到当地医院去献血。到目
一个习惯：每到一座城市，总会找
前为止，
他已献血 264 次，
总献血量
到当地的献血站献血。
达 10 万毫升。
在他的工作室，厚厚一摞的献
在冯闯工作室的墙上，贴着这
血证就是最好的证明：宁波、北京、
样一句话：
“ 世界上最奇妙的感觉
广 州 、齐 齐 哈 尔 ，还 有 中 国 台 湾
是当你捐献的血液，流淌在另一个
……其中有不少地方是他作为劳
人的身体内，你走进了他的生命， 模去疗休养的。

“国家这么关心我，给我机会
出去休息，我不能只是出去玩玩，
我要利用这个机会为社会做点
事。”冯闯这样描述自己“打卡”各
座城市献血站的初衷。
积少成多，聚沙成塔，冯闯不
仅自己献血，还带动了身边的家
人、同事一起行动起来。妻子在他
的影响下，也获得了“无偿献血奉
献奖”
。
记者 石承承
见习记者 林微微

退役后，
他把全班战友

“带”
回家
一般情况下，军人退役后，都会各自
回到家乡，开始新的生活。而在慈溪，当
年一个班的 10 名战友却在同一家企业工
作，成为同事；而且一起买房落户，成为邻
居。
几乎每个周末下午，慈溪龙山镇龙头
场村的篮球场里总会出现一群打球的
人。球技一般，倒是他们天南地北的口
音，
让人印象深刻。
“当年我们在部队是一个班的，平时
也一起打篮球，现在我们退役 14 年了，还
能在一起打球，感觉是一件特别幸福的事
情。”当年某部队警卫侦察连一班战士、宁
波喜尔美厨房用品有限公司工程师吴建
民说。
幸福的由来与喜尔美公司总经理周
世杰有关。2004 年，周世杰应征入伍，从
慈溪来到福州，成为警卫侦察连一班的战
士；2006 年退伍回到家乡，子承父业，开
始管理喜尔美公司。
“虽然当兵时间不长，但我很清楚我
们军人身上那种肯吃苦敢于奉献的精
神。每次要招工的时候我就想，我那些战
友肯定会是很好的员工。
”
周世杰说。
魏东东是班里第一个到喜尔美公司
工作的，从普通的操作工干起，如今是公
司喷涂车间主任。
“到了厂里，不能说自己
是总经理的战友，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不
懂技术可以从头学起，吃这点苦对于我们
当过兵的人来说，
不算什么。
”
魏东东说。
同为警卫侦察连一班的战友，张兴春
现在是公司复底车间主任。他说：
“ 安排
工作的时候，我们总经理是没有任何照顾
的。我们所有的战友全部从一线干起。
当然，我们自己心里也清楚，不能给战友
丢人，
更不能给部队丢人。
”
就这样，当年警侦连一班的战友在喜
尔美聚齐了，
每个人都从基层慢慢成长，
走
上了管理岗位，
全部成为党员。
“他们是最能吃苦的一群人，对企业
发展很有帮助，不说别的，最近的比如去
年抗疫、今年的台风‘烟花’，他们都冲在
第一线。
”
周世杰说。
战友们来自河南、山东、四川等 6 个省
份，在慈溪安定下来，自然要考虑安家问
题，大家一合计，决定在慈溪买房，做起了
邻居。
“ 我 当 年 买 房 的 时 候 ，大 概 要 70 万
元，钱不够，总经理就借钱给我，还跟我
说，还钱不着急，一年一年慢慢还。”当年
的班长、如今的总经理助理胡明伟说。
“对战友，
什么能帮什么不能帮，
要分清
楚。工作上得靠他们自己，但生活上有困
难，
我当然要帮。
”
周世杰说。
战友带战友，如今在喜尔美公司工作
的退役军人已有 32 人。
记者 吴震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