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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往前走一步，需要勇

气。人只有敢于挑战，才能不

断突破自我、取得成功。

刘云清

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
有限公司汽车零部件公司智能制
造事业部技术总监、工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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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车戚墅堰机车车辆工艺研究所有限

公司（以下简称中车戚墅堰所）说起汽车零部

件公司智能制造事业部技术总监、工程师刘云

清，同事们都说他是“技改大王”“机修神医”

“大国工匠”。但刘云清对此摆摆手，他说更喜

欢大家称自己“刘工”，“我只是一名和机器打

交道的工人”。

但刘云清的确不是一名普通的技术工人。

从业 26年来，他从一名机修钳工做起，全系统掌

握了设备机械、电气、液压、软件等多门技术，完

成了企业第一条机器人自动化生产线，自主设计

完成了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数控珩磨机，取得发

明专利 20多项，在国内外发表多篇重量级论文，

开展智能制造培训 200余场，为企业新增经济效

益超亿元……

最近，刘云清团队又传出了好消息。由他们

研发的第七代数控珩磨机已投产并销往海外，其

优异性能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认可。

把金属加工相关设备修了个遍

刚 入 职 时 ，刘 云 清 所 在 的 维 修 班 接 到 任

务——修天车。起初，师父担心刘云清恐高，不

想让他上车。

刘云清急了，对师父说：“我不可能永远不上

去的，哪怕只是上去看看也好。”

首次站在十几米高摇晃的升降机平台上，刘

云清的双腿在发抖。同事们见状让他下来，他却

坚持在上面待了几个小时。

“多往前走一步，需要勇气。人只有敢于挑

战，才能不断突破自我、取得成功。”刘云清说。

1998 年，中车戚墅堰所开拓汽车零部件产

业，引进了大量进口数控机床。很多一线员工连

见都没见过这些“大家伙”，更别提上手修了。

数控设备的故障主要集中在电气、系统软件

方面，维修任务落在了与之业务最为相关的电工

身上。

全新领域、设备昂贵、修理难度大，当时多数

电工都躲着这件事，可钳工出身的刘云清却主动

跑去和领导提“要学习修数控设备”。

得到领导批准后，刘云清便整天跟着设备厂

家的售后服务工程师，经常加班到深夜。

他把每个维修案例都记在本上，睡觉前再把

当日解决问题的过程像放电影一样在脑子里过

一遍。睡下后，他脑子里常会蹦出新点子，这时

他会立刻起床，把想法记在笔记本上以供第二

天测试。

通过两年多的摸索，刘云清基本掌握了涉及

数控设备维修的知识。“我几乎把所有和金属加

工相关的设备都修了个遍，到后来公司里只要数

控设备出故障，同事们首先想到的人就是我。”他

回忆道。

独行，不如众行。2015 年，中车戚墅堰所专

门成立了以刘云清名字命名的劳模创新工作室，

作为公司对外展示的窗口、技术创新的平台和弘

扬劳模工匠精神的载体。

7 年来，依托该工作室，刘云清带领团队成

员先后成功研制出机器人高压清洗机、全自动切

割机、刀具破损检测传感器等 200余套装备。工

作室获评“全国示范性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

顶住压力造出数控珩磨机

数控珩磨机是加工涡轮增压器等高精密零

部件的关键磨削设备，其价格昂贵、维修成本高，

而依靠进口数控珩磨机生产的产品尺寸一般难

以满足客户的定制需求。

2008 年底，所里单价超百万元的几台进口

数控珩磨机总出问题，给生产带来极大不便。

爱啃硬“骨头”的刘云清，此时向领导提出他

想研制数控珩磨机。

虽然听上去不太实际，但在刘云清的一再坚

持下，心存顾虑的领导终于同意让他先改一台已

经报废的机器试试。

此后半年，刘云清翻阅了大量资料、分析各

种数据、改造闲置废弃设备……光是为了测试掌

握珩磨的相关工艺，他就尝试了 100多种不同配

比的刀具和磨削介质。

凭着这股韧劲儿，2010 年刘云清终于研制

出我国第一台新型龙门式全浮动数控珩磨机，成

本仅为进口设备的 1/4，精度却从 3微米提高到 1

微米，相当于一根头发丝直径的 1/60，达到国际

领先水平，填补了国内机床市场的空白。

近年来，刘云清通过不断改变数控珩磨机的

设备结构，大幅提升了电机功率，使整机功率提

高了 30%，珩磨扭矩扩大了 400%。

值得一提的是，日前，刘云清又完成了联轴

器一关键部件——自动滚压装置的研发工作。

该装置使整体工序效率提升了 40 倍，产品成品

率也由原来的 33%提升到 99%。

“项目成果令人瞩目，但研发过程十分艰

辛。为了对机器精度进行调整，我们在研发的

过程中做了上百次试验，不断从失败中总结经

验，不断改进。”刘云清说，未来他将和团队成

员继续努力，为打造中国高铁这张“金色名片”

不懈奋斗。

他是“机修神医”，更是“智”造专家

制作游龙般蜿蜒的延庆国家雪车雪橇中心赛道，难度不亚于呵护一

件“艺术品”。世界车橇赛道的制冰师几乎清一色是“洋面孔”，但随着北

京申办冬奥成功，为“雪游龙”培养本土制冰师成为“必答题”。经过两年

多的漫长磨炼，中国制冰师告别青涩，首登奥运赛场。

车橇赛道制冰，中国人一样行

车橇赛道对制冷温度、赛道表面清洁度要求高，而且双曲面弯道多、

距离长，是一种半户外条件下的山地场馆赛道制冰。

2019年 9月，延庆赛道主体合龙贯通，场馆建设单位和承建单位开始

筹建本土制冰师队伍，为场馆长期运营奠定基础。

按照国际单项组织要求，新赛道办赛前必须通过场地预认证。但赛

道冰面谁来制、怎么制，怎么修型，怎么养护？国内没有经验可循。场馆

制冰主管孙悦曾经参与制冰师选拔。在他看来，身高、体重、年龄、力量是

“硬杠杠”，能吃苦、善学习、踏实负责是留下来的关键。

服务冬奥是块金字招牌，面试场面火爆，但山地制冰工作强度大，几

百人面试只遴选出 13人。除早期建设者外，更多人是“跨界跨项”。朱永

涛干过销售，王国兴是退伍侦察兵，结缘冬奥是意料外的幸运。

2019 年底，首批制冰师赴韩国平昌培训，多数人第一次出国。培训

安排得紧凑，第二天就上了赛道，老外手把手地教，但大家站都站不稳。

“语言交流是最大障碍，每句话都离不开翻译。”朱永涛形容自己是一张白

纸、一块海绵，拼命地记录、吸收。

回国后，为了抓住赛季末最后的实操机会，青涩的中国制冰师开始独

立探索。2020年初，在赛道未完工的情况下，中国制冰师每晚 9点到次日

凌晨 3点，利用零下 20 摄氏度的自然温度，在第九号弯道摸黑练习制冰。

山间寒风凛冽，但很多人热得穿短袖干活。

2020 年 3 月，聘请的外籍制冰师到场为中方答疑解惑。孙悦保留着

当时的课表：加练体能，练习单人、双人及三人配合清扫，进行补冰和突发

情况处置培训；午饭后练习拆卸挡板，提升修冰技术，加速巡视赛道；晚饭

后自学英语。12个小时安排得满满当当。

修冰非常消耗体力。“雪游龙”赛道世界最长，16个弯道高墙段很多，

大家干得很吃力。退伍军人王国兴变身体能教练，带着大家晨跑、练俯卧

撑、做仰卧起坐，吃增肌餐。

“赛区每天早上有口号声，让人以为军人或者运动员来了，其实是制

冰师。”王国兴说，一开始跑 5公里大家跟不上，后来加到了 8公里。两个

月后，所有人精瘦了一圈，显出了肌肉块儿。

为了充实保障力量，中国制冰师队伍扩充至 20 人，日复一日的训练

盼来了好消息。2020 年 9 月，预认证一次性通过，中国制冰师大受鼓舞：

车橇赛道制冰，中国人，也能做到！

只会“制冰”不是合格的制冰师

场馆主设计师张玉婷见证了“雪游龙”从无到有的全过程。在她看

来，车橇赛道制冰要求极高，是“二次成型”的过程。“高速运动下，细微的

差别会给运动员带来不同的滑行体验，让赛道更具挑战。”

除了出发区和结束区有大块平整冰面和直线赛道，可以用特制修冰

车提高工作效率外，赛道上 16 个角度各异、陡度不同的弯道都需要制冰

师手工养护。

制冰师工作间是他们的“弹药库”，摆放着上百把冰刀和冰铲，以及特

制磨刀机和被称作“拖拉机”的特制修冰车。养护延庆赛道不能完全照搬

外国经验，孙悦把中国制冰师的提升过程称为“自省”。

“虽然叫制冰师，但不能只会‘制冰’。”孙悦说，外国制冰师身材魁梧，

制式冰刀并不适合中国制冰师。大家结合实际，每个人特制出两三把专

属冰刀。最长的 1.5 米，加上大刀头重近 30 斤。修冰时，准备好备用刀

片，回来还要磨刀。这其中涉及切割、焊接、磨刀等专业知识。开“拖拉

机”前提是会开车，握着方向盘的司机要和车尾处控制修冰机械的人密切

合作，这也需要反复磨合。

2021 年，“雪游龙”场馆团队异常忙碌。春节后要立即举办测试活

动，下半年要保障钢架雪车、雪橇、雪车三项测试赛，之后到现在一天

没休息。

场馆后勤副主任李长洲曾在测试赛期间告诉记者，车橇赛道冰面不

仅要硬度适中、表面平滑，还不能有任何尘土落叶，尤其不能结霜，否则会

损伤运动员滑行装备、影响滑行速度。

“那时制冰师两班倒，24小时作业。”孙悦回忆说，运动员滑行前要先

养护赛道两遍，在滑行间歇清扫养护，一旦塔台提示运动员即将出发，制

冰师要迅速跨出赛道。夜间滑行过后，赛道需要“大保”，所有人养护完弯

道到结束区集结，用冰水混合物修补赛道，干完活天已经蒙蒙亮。

高强度工作让中国制冰师迅速成长。

朱永涛说，起初 10 个人维护一遍赛道需要半个小时，后来缩减到 20

分钟，最快到 10分钟。制冰师从 9号弯处将赛道分为两个养护段，5个人

干一段。第一个人将高墙碎冰扫到赛道底部，第二个人倒着走往外铲雪，

第三个人正着走帮第二个人把雪扫到铲子里，第四个人负责精扫，第五个

人浇冰养护，彼此站位间距有明确要求。正是通过“抠细节”来省时间、保

质量，最终形成“中国工作标准”。

工作结束半小时得知中国夺牌

冬奥会到来时，他们换上了新装，胸前印着五星红旗。

最终“大考”到来，已经具备独立工作能力的中国制冰师与外籍制冰

师并肩作战。冬奥保障标准高，但赛道保养时间比测试赛时相对充裕，每

天干 18个小时基本满足需要。

2 月 11 日，冬奥会男子钢架雪车第四轮滑行过后，闫文港斩获铜牌，

这是中国车橇运动员第一次站上冬奥会领奖台。

在赛道旁保障的王国兴听到庆祝声，但不确定发生了什么。“制冰师工

作时不能带手机，对讲机里只有塔台工作信息。半小时后回到工作区我才

知道成绩，一下就哭了。这几年的努力，值了！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感受。”

每年 9 月到次年 3 月是车橇项目赛季，制冰师必须在岗坚守。这三

年，中国制冰师们与冬奥“一起向未来”，都成长了很多。朱永涛年轻好

学、善于观察管理，已经被任命为制冰师队长，让母亲白慧霞非常骄傲。

“儿子能为国家作贡献是我们一生的骄傲。”白慧霞说，总有人问她，

儿子这几年在北京忙什么呢，“我说，干冬奥呢！”

零下20度

这群制冰师却热得穿短袖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博

士生导师俞文正有一个自己的网站。在网站

主页的背景图片里，瀑布奔腾而下，汇聚成蓝

色的河流。

除与科研有关的内容外，在该网站出现最多

的，便是俞文正学生取得的“成就”——论文被重

要期刊接收、获得科研基金资助、参与国家重点

项目等。在每个“成就”页面下方，都附有他写的

祝辞，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自 2010 年博士毕业以来，俞文正一直从事

饮用水净化工艺的反应机理和创新技术研究，在

絮凝机理、膜污染控制以及有机物绿色降解研究

方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

近日，2021 年北京市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

目资助项目名单公布，俞文正的项目《微量胞外

聚合物促进絮凝提高纳滤膜抗污染机制研究》位

列其中。

在由电脑、大书柜、小白板、书桌和沙发组成

的办公室里，科技日报记者见到了俞文正。他穿

着西装和衬衣，说话语速偏快，讲起专业内容滔

滔不绝。

“我研究絮凝和膜也有十几年了。”俞文正告

诉记者，确定这个研究方向还得从一次奇遇说起。

2005 年，俞文正被保送到哈尔滨工业大学

硕博连读，师从我国著名水处理专家、中国工程

院院士李圭白。次年夏天，在李圭白的安排下，

俞文正来到青岛理工大学帮忙筹建实验室。工

作之余，俞文正在实验室发现了一个絮凝搅拌

仪，于是他想用其进行絮凝界知名学者、英国伦

敦大学学院教授约翰·格雷戈里（John Gregory）

在某次讲座上提到的絮凝实验。结果，他发现再

次搅拌后水竟然更加清澈了。

回到哈尔滨工业大学后，俞文正在实验室角

落找到了由约翰·格雷戈里发明的一台仪器。于

是，他打算“用一用”这台利用率不高的仪器，并

计划将自己的“意外发现”写成英文论文。

俞文正随即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导师李圭

白。“李老师非常开明，很支持我的想法。要知

道，当时整个团队只有我搞絮凝研究。”俞文正回

忆道。

后来，俞文正撰写的论文对约翰·格雷戈里

的絮凝理论进行了修正，成为絮凝领域的“经典”

文章。凭借此文，俞文正在读博期间被选派赴英

国伦敦大学学院联合培养一年，导师正是约翰·
格雷戈里。

俞文正还记得，约翰·格雷戈里告诉他：“我

做实验时没能用搅拌桨做出很好的成果，你能做

出这个成果非常好。”说完这句话，约翰·格雷戈

里又使劲看了看俞文正的论文，叹了口气、没再

说话。

机会总是偏爱有准备的人。与其说这是奇

遇，不如将其形容为厚积薄发。

俞文正跟哈尔滨工业大学实验室的管理员

大爷“交情深厚”。管理员大爷知道俞文正天天

都会在实验室待到很晚，每到关门落锁时，总是

先催促其他人离开实验室。

“大爷人很好，让我最后一个走。”俞文正回

忆道，他当时白天得去工厂建设水处理装置，只

有晚上才能回学校做絮凝相关实验。

俞文正坦言，如果辛苦能换来成果，一切都

是值得的。

机缘巧合“结识”絮凝研究

在英国伦敦大学学院的那一年，俞文正共发

表了 8 篇 SCI 论文。每天早上 9 点到夜晚凌晨 1

点或 2 点，俞文正都在实验室工作，周六周日也

不休息。

他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活动，甚至“不觉得自

己需要娱乐”。他要抓紧一切时间，因为有好多

“科研点子”还没有实现。

“我和留学期间的国外导师每周至少一起吃

一顿饭，主要聊科研问题。通过交流，我们想出

了很多好点子。在交流过程中，他传授给我不少

研究经验。”俞文正回忆道。

博士毕业后，俞文正进入中国科学院生态环

境研究中心，在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生

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曲久辉的团队担任助理

研究员。借助这一高水平平台，俞文正学到了科

研、工程和管理等方面的知识，进一步开阔了自

己的眼界。

2012 年底，俞文正成功申请到欧盟第七框

架下的玛丽·居里国际引进学者基金。2013 年，

他再次来到英国，去往帝国理工学院开展科研工

作，合作导师为时任该校环境工程系主任的尼格

尔·格雷厄姆（Nigel Graham）。

俞文正延续了他的工作时刻表，甚至“变

本加厉”——他要求合作导师在两周内必须改

完论文。

“我给自己定了发表论文的数量和质量目

“激励”导师完成论文批改工作

环境科学，尤其是给水排水工程、饮用水净

化工艺，并不是热门专业。在这条少有人走的路

上，俞文正已经坚持了很久。

俞文正也经历过一段默默无闻的积累阶段。

“硕博连读阶段，我曾有过一段郁闷期，那时

长期没有成果。但我是很要强的人，坚信付出总

会有回报。”俞文正说。同行者一个接一个转行

离开，曾经一起站在起跑线的同伴也放慢了节

奏，只有他还在奔跑。

坚定的信念源自内心的对科研兴趣，以及对

祖国青山绿水的热爱。

小时候，俞文正经常在河里嬉戏玩耍，家里

每天喝的水也从河里来。彼时，俞文正常想，那

条小河流向何方、河水是否足够干净。

尽管上大学后他离开了家乡，但家门口的那

条小河一直“流淌”在俞文正的记忆深处。

“到武汉上大学后，我第一次看见了波澜壮

阔的长江，发现长江水其实很浑浊。武汉饮用水

水源主要为长江和汉江，我常想以长江为饮用水

水源的自来水要经过怎样的处理才能达标。离

家后，我也常听说家乡患某种慢性病的人逐年增

加，这是否与日常饮用水的水质有一定关联？”俞

文正说。

为了解决萦绕在心中的科学问题，俞文正上

下求索，在国外也积极参与和水质相关的前沿课

题研究。很多世界知名大学曾向俞文正抛来橄

榄枝，但他还是选择回国，积极响应“建设青山绿

水”的号召。

俞文正认为，回国是最正确的选择。“我们国

家整体的饮用水质量正在不断提高，与发达国家

的水质差距正不断缩小。”俞文正介绍道，将饮用

水水质与医疗健康结合起来是一个非常有前景

的研究方向，未来他的科研工作将朝此迈进。

“科研需要成果的激励。如果成果能为老百

姓谋福利，能与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结合起来，

这个激励对我而言是巨大的。我要抓紧时间、努

力用最少的经费做出最好的成果，并将其回馈国

家。”俞文正说。

为提升饮用水水质贡献力量

俞文正俞文正：：
积积““絮絮””力量力量，，只为源头净水来只为源头净水来

标，做出论文成果就给教授修改，让他必须在两

周内批改完。”俞文正说。

然而，外国教授的工作节奏一般不会如此紧

张，这样的要求让尼格尔·格雷厄姆有点儿“吃不

消”。这位教授向俞文正抱怨，但俞文正反过来

“激励”他：“想想你当年就差一票评上（英国皇家

工程院）院士！你要加油！”

后来，尼格尔·格雷厄姆适应了这个节奏，并

与俞文正保持合作。直到现在，俞文正在英国合

作过的老师都会让他推荐适合攻读硕士或博士

学位的学生，因为他们“很信任俞文正”。

俞文正这种超乎常人的自律得益于母亲的

教导。

读小学一年级时，俞文正有一次期中考试成

绩不理想。回家后，俞文正对母亲说：“妈妈，你

生了个笨蛋儿子！”俞母只是笑了笑，没有说话，

第二天早上 5点就叫俞文正起床背书。

“我母亲以身作则，起得比我还早。我受她

的影响很大，也养成了早起、制定目标并一定要

实现目标的习惯。”俞文正说，在本科期间，他就

下定决心要攻读博士学位。功夫不负有心人，他

一步一个脚印，最终实现了自己的目标。

科 研 需 要 成 果 的 激 励 。

如果成果能为老百姓谋福利，

能与政府决策和社会发展结

合起来，这个激励对我而言是

巨大的。我要抓紧时间、努力

用最少的经费做出最好的成

果，并将其回馈国家。

俞文正

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