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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个方脸的李化军，从外形看是个
典型的山东汉子，但聊开后，你会发现他

“心细如发”，每天要跟不足头发丝一半
粗细的精度“死磕”。

他随性但又认死理，18 年前听人一
句“就业前景还行”，选择了山东技师学
院数控专业；毕业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
于 2008 年入职赛克思液压科技股份有
限公司，凭着“拼就是了”的干劲，他 14
年如一日，从普通操作工干到技术大咖，
成长为宁波市技能大师工作室的带头
人，在刀具革新、工艺优化、机床改造、新
品研制等方面提出改革改善提案220多
件，为公司创造了3000多万元的经济效
益，节约成本500多万元。

毫厘必争的“抢修队长”

“今天是个好日子！”记者见到李化
军时，他面带喜色脱口而出。原来，十几
分钟前，李化军团队刚解决了困扰他们
一个多月的难题。

李化军所在的壳体分厂，主要生
产液压元件的零配件，产品被广泛应
用于挖掘机、水泥搅拌机、打桩机等大
型设备中。“这类零配件的精度都以毫
米来论，我们大多数产品的精度标准
只有零点零几毫米。”李化军说，常见
的零配件如摇摆座、壳体的精度通常
为 0.02 毫米，而一根头发丝的直径是
0.04 至 0.07 毫米，也就是说还不到头
发丝的一半。

“精度上的偏差会直接影响产品的
品质、性能以及使用场所、寿命。”他举例
道，同样是摇摆座和摇摆，用在打桩机和
挖掘机上的精度就不一样，有时数据只
差0.01毫米，但结果迥异。

李化军和他的团队，做的就是“死
磕”这零点零几毫米的误差。

一个多月前，车间遇到了一个棘手

的难题——按照同样工序生产出来的两
批产品，精度相差 0.04 毫米！“工序一
样、加工设备一致，甚至操作工都是同一
批，问题在哪？”

设备基准点、夹具位置、热处理方式⋯⋯
一个多月来，按照可能性，李化军团队
用笨办法逐一排查、检测、排障，再测
试、比对数据。最终通过 20 组比对数
据，他们改变热处理方式以及调整用来
固定零部件的夹具工装，确保了产品的
稳定性。

“工作不能将就。”这是李化军常挂
在嘴上的一句话。他说，哪怕是细如头
发丝一半这样的误差，在产品中也是不

允许存在的。

“游走”在刀尖的匠人

液压零部件生产中有个核心加工部
件叫切削刀具，是“工业之母”机床的“牙
齿”。刀具看上去简单且细小，长的七八
厘米，短的也就两三厘米，但对精度的要
求却极高。

原先，国内大多数高端切削刀具主
要靠进口。“受制于人的感觉太憋屈了！”
李化军说，液压零部件订单非标件多，有
时一个月会接到十几二十例，需要不同
的刀具切削。那时，还在加工中心的李

化军就暗下决心，要自主研发能生产关
键零部件的切削刀具。

机会来了！2014年底，已成为加工
中心技术操作骨干的李化军，领到了新
任务。因公司生产需要，他被调到工艺
部，主抓工艺优化和刀具优化。

“既兴奋又忐忑。”李化军抱着试试
看的想法抓研发。当时，身边不少人都
不看好他，觉得他连图纸都看不懂，更别
提研发复杂的刀具了。但不服输的李化
军又认起了“死理”，埋头苦干——

画不来专业的图纸，他就上网找教
程；遇到学不懂的，他就登门找老技工、
学校老师请教⋯⋯记不清多少个夜晚，

他下班后“灵光一现”又折回办公室倒腾
方案。

“这样的干劲，少见。”与李化军共事
12 年的李仁党说，即便后来升任管理
岗，他依然保持刻苦钻研的劲头，经常忙
到凌晨。

有一阵子，客户多次向公司反映一
种“凹”字形的中空壳体螺钉孔精度不够
稳定。一番研究后，李化军发现问题在
于他们的锯片正向切削金属的精度不
够。为了找到解决的办法，李化军吃饭
时想、走路时也想，突然一个念头闯进了
他的脑海：正向不行，那试试反向。说来
简单，可当时国内企业都没有一把反向
刮刀。

李化军敢想敢做。经过两三个月的
打磨，还真被他成功研发出了国内第一
把反向刮刀。“长65毫米、反向沉台直径
36 毫米，内孔直径 22 毫米⋯⋯”至今，
李化军还清楚记得第一把反向刮刀的尺
寸。

也就是这把小小的刀具，解决了困
扰业内多年的难题，也让李化军一战成
名。至今，李化军开发新刀具和替代进
口刀具共 17 种型号，为公司节约成本
40 万余元；改善刀具加工方案 21 项，提
升效率10%以上。

24小时在线的“李师傅”

怀揣一颗匠心，14 年来，李化军在
赛克思从一名普通的数控操作员成为如
今的壳体分厂厂长，从学徒成长为传帮
带的老师傅。

虽然岗位有调整、称呼有变化，但李
化军还是习惯别人叫他“李师傅”。“我自
己一个人做不了太多事，带着大家一起
努力，才能生产出更多好产品。”多年来，
李化军把自己的心得和经验传授给更多
的技术工人，同时引导他们开展自主学

习。
35 岁的周代学，是立式加工中心

车间的班组长、技术骨干，也是李化军
共事 11 年的徒弟。周代学说，刚入职
时，他一遇到问题就会找师傅，师傅也
会第一时间为他答疑解惑。慢慢成熟
后，受师傅引导，他也习惯了跟着学习、
找答案。

对于李化军的技艺，刀具工程师牛
进波也是无比敬佩。今年 4 月，车间在
加工一批非标产品时，发现刀具很容易
断裂，一把新刀只能加工七八十个产
品。得知情况后，李化军一番钻研，很快
就带着刀具优化思路找到了他。

“顺着李师傅给的草图和思路，我们
很快研发出了一款非标复合刀。”牛进波
说，可李师傅不满意，再次优化了刀具后
角、强度，最终成功做出一把新刀，加工
效率是原先的四倍，耐磨程度也提高了
一倍以上。

在李化军任职的壳体分厂，有个不
成文的规定，领导班子的电话号码都要
上墙。“手机 24 小时开机，不管工作还
是生活上的事，方便大家第一时间找到
我。”李化军说。同事们因此也都笑称
李化军是壳体分厂的“大师傅”“大管
家”。

近年来，在以李化军为核心的技术
团队的引导带动下，公司已培养了50多
名数控技术能手。2021年，公司入选国
家级专精特新重点“小巨人”企业。

赛克思液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壳体分厂厂长李化军：

在“丝毫”间打磨匠心
本报记者 周文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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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丝毫”间打磨匠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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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22 日早晨，天空时有小雨，磐
安县二中操场积水的塑胶跑道上，活跃
着一道略显孤独的身影。

他是羊小军，浙江跑友圈鼎鼎有名
的“羊神”。

2 天前的 2022 杭州马拉松赛事上，
羊小军跑出 2 小时 22 分 11 秒的成绩。
据浙江省马拉松及路跑协会副会长潘华
群介绍，羊小军刷新了他自己 2 年前创
下的浙江人跑马拉松的纪录，比老纪录
快了足足23秒。

36岁开始接触长跑，41岁打破浙江
人跑马拉松的纪录，2 年后再破自己的
纪录，已经 43 岁的羊小军说，他有两个
愿望，一个是跑进 2 小时 20 分钟，成为
国家健将，另一个，就是把浙江人跑马拉
松的纪录再提升一些。

只有适合自己的
才是最好的

相比本名羊小军，跑友们更喜欢叫
他“羊神”，足见其“江湖地位”。

其实，“羊神”可能有点天赋，但年轻
时候不仅不神，甚至都有点“废”了。

羊小军来自山城磐安，一个满是苍
翠大山和清新空气的地方。高中以前，
羊小军主要待在老家仁川镇天马村，那
时候的体育课堂很少会教你怎么跑步，
同学们在上学放学路上追逐嬉戏，锻炼
了最基本的体能。

高中毕业后，羊小军参军，5 年的军
旅生活，诸如5公里负重越野，羊小军都
完成得没有什么压力。

直到退伍回乡，羊小军和妻子在磐
安县城经营了一家鞋店，早 7 时开门晚
10 时关门，两点一线间的平凡生活，让
羊小军几乎忘了什么是运动。

“夫妻店，人一刻走不开，在店里除
了看电视打电脑游戏，什么也做不了。”
羊小军说，长年累月地看店，他感觉身
体快废了，腰酸背痛，有一段时间甚至
开始厌食，站也站不住，坐也坐不住，

“身体已经明显处于亚健康状态了。”羊
小军说。

怎么办，羊小军选了个最简单的锻
炼方式——跑步。

那是 2015 年的一个冬天，他 36 岁，
大女儿也已经11岁。那天他在操场上，
只坚持了五六圈就跑不动了。“跑完出了
些汗，感到特别精神。”羊小军说。

只是一开始，羊小军哪里知道跑步
还有那么多讲究，随便穿着一双布鞋就
去操场上转圈圈了，结果后来肌肉拉伤

了，才知道运动鞋有篮球鞋、跑步鞋、徒
步鞋、竞速鞋等等之分⋯⋯他看电视上，
那些非洲运动员跑步后撩腿抬得很高，
跑起来很漂亮，他也去学，结果又把膝盖
上的髌骨拉伤了，休息了1个多月⋯⋯

“只有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羊
小军意识到之后，改变了自学的方式，他
关注了几个专业教练跑步的微信公众
号，研究并逐步调整自己的跑姿。

“一开始我的步幅是 1.3 米到 1.4
米，步频 199 到 200，意思就是我每一步
跨出，大约 1 米 3，我一分钟能跑 200 步
左右。现在，我的步幅基本控制在 1.6
米左右，步频 190 次。变动还是挺大
的。”羊小军说，跑步让他身体素质越来
越好，近几年，他很少生病。

2020年11月8日，在衢州开化举办
的钱江源马拉松赛事上，羊小军以 2 小
时 24 分 20 秒的成绩，打破了保持 34 年
的浙江人马拉松纪录，成为有记录以来
马拉松跑得最快的浙江男人。此前，这
个纪录由曾启顺在 1986 年的北京马拉
松上创造，曾启顺的成绩为 2 小时 25 分
12秒。

随后，羊小军又在同年的杭州马拉
松上，以2小时22分34秒的成绩再破纪
录。直到最近，2022杭州马拉松鸣枪开
跑，羊小军又跑出2小时22分11秒的成
绩，比老纪录足足快了23秒。

屡战封“神”，羊小军的实力有目
共睹。

一年到头
生活围着跑步转

羊小军跑马拉松的最佳成绩，只有
一年曾进入全国前 100 名，大概排在第
80 名左右，但作为一名业余选手，羊小
军对跑步的热爱与专注，足以让我们
惊叹。

羊小军一天的作息基本上是这样
的：5 时 30 分起床，8 时前送孩子上学
后到操场，热身后跑 1 小时以上，约 18
公里。跑步中途不停顿，跑完后做拉
伸、按摩让肌肉放松，然后回家吃午饭，
午休至少 2 小时，晚 10 时前准时睡觉。

生活中的羊小军极其自律，很少碰
烧烤和油炸食品，不喝酒不抽烟，严格控
制饮食，注重摄入富含优质蛋白的鱼、
蛋、牛奶及各类蔬菜、水果等。

一年365天，除非不可抗力，磐安县
二中的开放式操场上，总能看见羊小军
的身影。

磐安跑友厉老师告诉记者，经常看

到羊小军在操场上孤军奋战，“碰上
刮风下雨，我们一般人室外锻炼基

本就暂停了，但他从来不停，甚
至暴雨下雪，都照常训练。”
厉老师说，有一年下雪，跑
道两侧草坪上都是白皑皑

一片，只有羊小军一个人穿
着黑衣服在跑，像一支黑色的

利箭。
“冬天我们磐安还蛮好的，跑道

上很少会结冰，但如果有闪电的话，我
会先停一停。”羊小军说，他家里没有

跑步机，也不喜欢在地下车库
跑。他认为，不被天气条件影

响是作为一名马拉松选手
的基本素质，因为比赛一

般 不 可 能 因 为 天 气
延期。

下暴雨的时候，
羊小军会在贴身短

袖外，再加一件防雨
的外套。每次雨天跑

完，他会马上脱下衣服，换
上提前准备的干燥衣服，“只

要身体不失温，就不会感冒。”
“有没有想偷个懒的时候？”记

者问。羊小军说，消极情绪难免也
有，但他会采取一些方式，比如每天
发个微信朋友圈督促自己。另外，

他还时常告诉自己，趁着身体年
轻还能好好跑出点成绩，千万别

浪费，不然将来要后悔。
“那你每天跑步的时候都在想

什么？”“什么也不去想，大脑基本处于
放空状态。”羊小军说，他觉得跑步是一

件让他快乐的事情，不知不觉一些烦恼
也不见了。

磐安跑友吴美平记得，有一次他和
羊小军去外地参赛，两人睡同一个房
间，羊小军提醒他，因为第二天就有比
赛，晚上最好不要洗澡了。还有吃饭，
比赛前一两天和四五天，适合补充什
么，羊小军也会细心提醒。另外，开车、
住宿、参赛、领包，一路上羊小军对大家
都有照顾。

“我们很幸运，他自己当年没人教，
但会把自己试过可以用的方法毫无保留
教给我们，细心指点每一个动作。”吴美
平说，“羊神”从来没有给人高高在上的
感觉。

这8年，羊小军的生活，几乎是围着
跑步转。但跑步其实开销挺大的，比如
费鞋。一两千元一双的专业跑鞋，基本
跑个800公里就可以“退役”了。而羊小
军手表上的 APP，显示他这几年已经跑
了36000公里⋯⋯

出去参赛，来回油费、过路费、住宿
费、报名费、餐饮费都得自己掏，运气好
的话拿个名次会有奖金。不过，受疫情
影响，他已经连续3年没出省参赛了，今
年更是只参加了3场比赛。

“真要算账肯定是亏的，但我想，钱
等我五六十岁了还能赚，但跑步竞速，只
有这几年行。”羊小军
家里，有好几排各式
各样的奖杯，他还有
几百块奖牌，被挂在
磐 安 跑 协 的 宣 传 墙
上，以鼓励大家坚持
跑下去。

36岁始练长跑，三年三破纪录

羊小军：跑马最快的浙江人
本报记者 傅颖杰 共享联盟·磐安 张黎明 杨萤萍 陈紫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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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工人的工作比较
单一，就是做好产品，但不
管是简单的产品、复杂的
产品，还是新产品、老产
品，都要秉持一颗匠心，要
对产品抱有敬畏之心，认
真对待，才能做出精品。
坚持匠心精神，还要勇于
创新、敢于破难。具体到
产品加工中，要有逆向思
维，通过正向不能达到的
技术要求，也可以试试反
向操作。现在整个社会越
来越认可技术工人，我希
望这个行业的从业人员，
也都能沉下心，认真钻研，
多学习多积累，一步一个
脚印，不断提高自己的技
能水平。

匠人心语匠人心语

▲磐安跑协的墙上，有一半奖牌是羊小军的。共享联盟·磐安 陈强 摄

◀羊小军在杭马比赛中。 本人供图

李化军研发出国内第一把反向刮刀。 本报记者 袁佳颖 摄

匠心@匠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