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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子进入位于吴江区震泽镇的
通鼎互联信息股份有限公司。这是
一家上市公司，在公司办公楼下，
孙勤良已经在等候了。他领我们上
了办公楼的6楼，那里有他的国家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

70后的孙勤良穿着工装，一
个普通工人的模样，怎么也想象不
到他是一位能够设计光缆制造设备
的教授级技工，还是多所大专院校
的产业教授和兼职教师。不过，一
谈到本职工作时，他两眼放光，显
得很兴奋。也难怪，这是他最感兴
趣的东西。

孙勤良的学历并不高，他是七
都镇人，高中毕业后进入镇上的一
家电缆厂当操作工，开机器。不过
他的愿望是当维修电工。

他操作的机器上有电子元件、
电路板，机器经常出故障，需要修
理。电工来维修时，他就凑过去
看，不过他看到的是像收音机里的
电路板一样的东西，看不懂，一点
门道也没摸到。而这却激起了他的
兴趣，下班后他向同事借了书，一
本电子电路基础知识的书，他看了
之后慢慢懂得二极管、三极管以及
电容等的知识。看懂书后他的兴趣
更浓了，自己又买了一些书看。后

来，电工来修电路时，他发现自己
基本能够看懂了。1994年，企业
设备科招收电工，他就报了名。当
时乡镇企业里，多数电工只懂得强
电，不懂电子元件，而孙勤良那几
年看了不少电子元件方面的书，考
官问了几个问题，孙勤良顺利答了
出来，这样，他顺利当上了企业的
电工，圆了自己的电工梦。

孙勤良至今记得当上电工后第
一天上班遇到的尴尬事。那天上晚
班，一台机器出了故障，师傅带他
一起去修理。他以为应该是比较简
单的故障修理，就自告奋勇地对师
傅说：“我来修。”师傅同意了。可
是打开盒子一看，孙勤良傻了眼：
盒子里只有三根线，跟他在书上看
过的不一样，他不清楚线头在什么
地方掉了，看着这三根线一筹莫
展，急得直冒汗。师傅笑笑，给他
画了图，孙勤良能看懂图，可是跟
实物还是对不上，最后还是师傅动
手接的线。

与师傅相比，孙勤良感觉到了
距离。夜班结束后，天亮了，他顾
不上休息，赶到与七都镇相邻的浙
江南浔买了很多书。从那时起，他
一边上班，一边在工余读书；在南
浔 买 的 书 读 完 后 ， 他 还 不 解

“渴”，又跑到苏州买了更多的书。
那段时间他一直上夜班，上班没事
时，别人都在休息，他却一直在读
书。由于他一直在一线，理论跟实
践结合后，他的维修技术进步很
快。当时，机器上的调速器和控制
器一般只能用三四个月，坏了以后
多数电工不会修，直接扔掉了，他
捡起来一看，好像还可以修好再用
啊，就试着修理，果然修好了，跟
新的一样，照样可以用。要知道调
速器要300元一个，控制器要五六
百元一个，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字
呢。

时间一长，企业领导了解到孙
勤良在电器维修上的技术特长，就
不仅让他当电器维修工，连设备改
造也让他一起参与。

孙勤良第一次参加设备改造是
1998年，企业要对一台护套机的
电气部分改造，改造的核心部分是
一台调速电机，因为这台电机故障
率比较高，几乎每隔一个星期就要
坏一次。孙勤良买了进口的控制
器，将整个电控系统做了改造。这
次改造成功了，机器连续运转几年
也没出过故障。

后来企业设备改造过程中的电
气改造都由孙勤良负责，他带着助
手，买来元器件，自己动手装，每
次改造都很成功。有一次，企业从
浙江萧山购进成缆机，孙勤良一

看，这机器用的是交流调速电机，效
率比较低，能耗还高，就对它做了改
造，换用变频调速。成缆机生产厂家
听说后，很佩服，反过来向孙勤良请
教。1998年，南浔的一家电缆厂被
洪水淹了，机器全坏了，他们听说七
都的这家企业里有个叫孙勤良的，维
修技术非常高，就上门来请。孙勤良
带着几个人一连修了十多天，直到完
全修好为止。“这可以说是一次技术
输出。”孙勤良有点得意地说。

动手能力强了，维修经验也丰富
了，可是孙勤良还是不满足，因为他
觉得自己的基础理论知识不扎实，要
上更高的台阶是有困难的。一次，他
看到报纸上登了苏州机械培训中心的
培训广告，就跟领导说想去参加培
训，领导爽快地同意了。这次培训他
学到了很多新东西，如 PLC 新技
术、可编程逻辑控制器。后来的四年
时间里，他陆陆续续又去培训了5
次，这些培训都是不脱产的，一到双
休日，他就从七都镇坐中巴车到南
浔，再从南浔坐大巴赶到苏州。四年
培训下来，他掌握了大量新知识、新
技术。

2001年，通鼎公司将孙勤良作
为人才引进到企业。

当时通鼎公司的规模并不大，使
用的设备经常出故障，孙勤良就住在
厂里，很难得回一次家。“住在厂里
有个好处，自己的时间多了，可以读

很多书。”他说。
这年10月，通鼎公司决定上光

缆产品，买了很多新设备。孙勤良以
前修理、改造的都是线缆方面的机
器，而光缆设备与线缆设备完全不
同，都是电脑控制的设备，他以前从
未接触过。机器到厂后，有工程师前
来调试、安装，孙勤良就在旁边看、
跟着学。工程师们晚上住在厂里，孙
勤良就上门请教。他还向厂里申请买
了台笔记本电脑，要了一间办公室，
晚上拨号上网查资料，两三个月后，
他慢慢弄懂了新设备。

2002年，通鼎公司又购进每台
价值 1000 万元的进口设备，很先
进，外国工程师在厂里调试安装设
备，孙勤良也在一边看。他发现，进
口机器设备技术比国产的复杂多了，
性能也比国产的好多了，逻辑很严
密，编程语言也不一样。调试了两个
月，孙勤良在一边看了两个月，但还
是没有弄懂。后来，他听说在上海西
门子公司可以买到关于这种设备的中
文版图书，就专程赶到上海买了一
套，回来后刻苦攻读。慢慢地，他弄
懂这套设备的逻辑和程序了。“现在
我自己也能编一条功能一样的生产线
了。”孙勤良自豪地说，此后，这套
设备出现故障时，再也不用请外方工
程师了，孙勤良自己就能处理好。

2007 年通鼎公司光缆车间扩
建，考虑到企业本身的技术力量已经

比较雄厚，就提出自己做设备。经过
前期论证研究，自制设备的成本与外
购的差不多，但效能能提高三四成。
孙勤良全程参与了这一过程，采购了
零件后，总工程师带着企业技术人员
自己集成，而比较核心的技术是电控
调试，这是由孙勤良负责的。自制设
备一共造了4台，运转良好，到现在
还在使用。尝到这个甜头后，此后三
四年中，通鼎公司的设备不再外购，
后来还收购了一家生产设备的企业。

20多年里，孙勤良从一个维修工
成长为能够设计设备的“教授级”技
工。2013年，通鼎公司专门为孙勤良
设立了工作室，后来由省人社厅授
牌；2014年，升格为国家级技能大师
工作室。此外，孙勤良还担任苏州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产业教授和苏州市职
业大学等三所学校的兼职教师。如
今，孙勤良的工作室共有14名骨干成
员，历年来他带出的徒弟上百名，大
部分留在通鼎公司，都是技术能手。

“2015年我还做了光缆自动排线
设备呢。”孙勤良说，光缆的自动排线
技术难题一直没有解决，以前一直是
人工排线的，通鼎为此专门成立了智
能制造部，孙勤良是主要设计人员，
经过两年攻关，终于成功。“当时有个
权威专家说，是通鼎公司在国内首次
解决了光缆的自动排线难题。”

（作者系新华日报社记者）
（范俊彦摄）

孙勤良：从维修工到设计者
朱新法

电脑、手机等电子产品，液晶
面板本身不会发光，由背光模组提
供光源。2014年12月，进入瑞仪
光电（苏州）有限公司工作后，1982
年出生的李小俊一直跟背光模组打
交道。目前，在该公司制造一厂（背
光模组厂）担任生产技术处副理的
李小俊坚信：“创新是我的光源。”

记者问他，这些年工作上取得
哪些成绩，他却害羞地一笑：“我
想讲讲自己犯过的第一个错误。”

2005年 2月，主管交给李小
俊一个任务，验证一款新材料保护
膜能否使用。李小俊将保护膜包在
背光模组上，观察两天后，报告主
管“可以使用”。于是，这种保护
膜上了生产线，5000片包裹这种
保护膜的背光模组发给客户。谁
知，客户没多久便发现保护膜氧
化、掉胶，要求换货。工厂损失很
大，还在实习期内的李小俊郁闷又
紧张。主管与他一起研究问题，再
做验证，包括进行老化试验、高温
高湿试验等。他们发现，随着时间
的增加，保护膜与背光模组之间的
不良反应越来越明显，这种保护膜
并不适用。

教训很深刻：该做的试验要全
部做完，随意决定会有巨大风险。
后来，李小俊在主管指导下，专门
编写了一个验证规范，明确此类验
证所含项目、时间要求等。此后
14年，他时常用这个错误来提醒
自己，也提醒他培训过、管理着的
员工。

背光模组是液晶显示屏的关键
零组件之一。李小俊所在的制造一
厂，主要生产平板电脑、笔记本电
脑、曲面电视屏的背光模组，通常
需要将30多种零部件组装起来。

如何提高生产效率与产品良
率？得益于“犯错不苛责”的公司文
化，从生产线上锁螺丝起步的李小
俊，将勤于动手、喜欢创新的个性发
挥出来，专注于制造工艺流程，结合
实际需要，搞起发明创造。

他将AOI自动检测系统导入
生产线，以自动化设备取代人工检
查，使每条线节省5个人，而生产
力提升 15%以上，产线良率从
93%提升至95%，人员作业的舒
适度同步提高。

背光模组在组装过程中，必须
清洁材料，其中膜片清洁至关重

要。过去由工人手拿膜片，逐张清
洁，占用大量人力。李小俊反复试
验后，成功地将自动供料机导入生
产线，由机台抓取替代人工操作，
既节省人力，又降低作业不规范导
致的良率异常。

他与同事不断研究，攻克了自
动吸真空技术、反射自动组立技术
等行业难题，有效解决人员作业效
率低、良率不稳定、精度不足等困
难，使公司的制造工艺流程业界领
先。公司核算团队对比认为，李小
俊主导的几个制造工艺流程改进项
目，为公司每月节省120万元。

从工程师做起，2年后晋升组
长，3年后晋升课长直至担任副
理，不断探索、不惧失败的李小俊
一步一个脚印进阶。生产技术处处
长方茂勋夸赞：“生产线上很多自
动化设备的导入，都是小俊主导
的。小俊头脑灵活，专业能力强，
我在技术上很信任他。”

课长江方红是李小俊的下属。
江方红对“老大哥型”的李小俊很
服气，因为他带出一个很厉害的团
队。李小俊不仅带团队，在2007
年取得公司内部讲师资格证书后，

还培训了一大批同事、兄弟单位的中
低层管理人员。

“2008年，受到金融危机影响，
组里7个人走得只剩我和另外一个兄
弟。大概到了 11 月，订单开始恢
复。两个人要负责两个生产车间，根
本忙不过来。厂里紧急补充新人，但
是没有更多的时间培训，就发生了一
些错误。”李小俊设计了有针对性的
技能培训课程，重点分析自己的、别
人的错误案例，对新员工进行快速培
训。“让新人一周掌握基本知识，两
周能够处理简单异常，一个月就能够
面对客户处理问题。过去我们要工作
半年以后才能对接客户，快速培训是
逼出来的，实际效果还不错。”

在工业智能化、信息化的浪潮
下，当制造工艺流程趋于稳定成熟，
企业要超越对手必须踏着时代的节拍
大力创新。瑞仪光电董事长王本然给
中层干部们发放书籍《工业3.5》，要
求大家先做到工业3.5，再向工业4.0
进阶。李小俊的创新，聚焦生产一
线，又跳出生产一线，进入云端。他
牵头开发的云端管理系统，已完成

“产能良率看板子系统”，正在开发
“制造执行子系统”。简而言之，通过

系统，管理人员在办公室就能了解每
个作业员的生产状况，每个工作站物
料储备情况，每条生产线是否正常产
出等生产一线的即时动态，还可以进
行趋势研判。

投身电子制造业十几年，李小俊
经历了制造业从手工、半自动化到自

动化，再到云端的发展过程。瑞仪光
电 （苏州） 有限公司由他入职时的
500多人，扩张到如今的1万多名员
工。产品也向超薄的高端产品发展。

李小俊知道，背光模组被视为夕
阳产业，因为新兴的OLED显示屏是
自发光的，不需要背光模组。但他认
为，OLED 会淘汰非高端液晶显示
屏，高端液晶显示屏仍然有生命力。
不管行业如何变，这个年轻企业的中
坚力量，都将以一颗创新之心坚守他
所热爱的制造业。

2004年到吴江工作时，李小俊并
没有准备长呆。后来，他渐渐喜欢上
吴江，加上有购房补助政策，便于
2008年在吴江购房扎根。“刚到吴江
的时候，工厂旁边都是农田，现在四
周工厂多了，环境变漂亮了，空气也
很好。我家旁边就是运河公园，东太
湖生态旅游区也不远，有空和爱人、
儿子一起去走走，感觉很舒服。”“新
吴江人”李小俊，对生活也很满意。

（作者系新华日报社记者）
（李志荣摄）

李小俊：创新是我的光源
徐冠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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