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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10 月 25 日下午，“明
星城·质量人”点赞最美道德讲堂
现场，10 位常州“最美质量人”站
上了颁奖台。

作为全省唯一的产城融合综
合改革试点城市，常州制造有着
足以自豪的历史，在产业转型升
级和产城融合的背景下，我市不
断推进常州制造向常州“智造”的
转型，其中离不开每一位质量人
的恪尽职守与默默奉献。为此，
市文明办和市质监局在全市范围

内开展了“弘扬时代新风，文明行
业在行动”先进典型选树活动，经
层层推荐，专家评审，评选出了 10
位德才兼备、精益求精、在各自领
域 成 就 斐 然 的 常 州“ 最 美 质 量
人”。

他们是：常州纤维检验所棉检
室主任冯晓建；常州市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所地板家具检验部主任顾
强；江苏天目湖旅游股份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兼质量管理部总监李淑
香；江苏友奥电气有限公司品质科

科长栗云浩；中盐金坛盐化有限公
司品质部副部长谢兴胜；常州市天
宁区市场监督管理局特种设备安
全监管科科长张超；常州东风农机
集团有限公司传动事业部装备车
间检验组长、质管员张华明；江苏
安靠智能输电工程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品管部成品检验班长郑春华；
江苏金坛长荡湖新能源科技有限
公司常务副总经理朱琛琦；江苏上
上电缆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朱
洪祥。 （张海涛 胡艳）

我市评出10位“最美质量人”

实验室工作有时候高大上，有时候要做些脏累的木工活。

下午两点不到，位于
湖塘镇南街社区友谊新村
122 号，杨秀秀的家里传
来了阵阵爽朗的笑声。客
厅 里 ，已 经 坐 满 了 老 年
人。今年重阳节，杨秀秀
把“高龄居家养老活动室”
开到了自己家里，专门给
附近 80 岁以上的老人提
供 一 个 聊 天、娱 乐 的 地
方。而这些老人们到杨秀
秀的家，最近的只要走几
步路，最远的也不过百来
步。

不大的客厅，一张长
桌边上就坐了八个人，还
有七八个人沿墙散坐，嗑
着瓜子聊着天，有的看报，
有的看电视。屋外还有两
三个人晒着太阳。

“社区也有老年活动
室，条件设施都不错，可我
走不动，去不了啊！”87岁
的宋洪福说，因为身患残
疾、长期坐轮椅，他平时很
少出门，更别说是去社区的
活动室了。“都是‘老家伙’
了，就这样来‘扯扯老空’总
比一个人坐在家里好。”

杨秀秀埋着头，忙着
记录着什么，“我们这个活
动室从今年重阳节成立以
来，每天来我这儿的人，具
体活动情况我都要写下
来。”在她的笔记本上，南
街社区20户80岁以上老
年人的名字、年龄、家庭情
况、身体状况、家中有无人
照料都记录得一清二楚。

“在老街住了大半辈
子了，现在那些朝夕相处
的老街坊们越来越少走出
家门。”杨秀秀不由得感
叹，有时经过他们家门口
的时候，隔着防盗门的网
纱，看到他们整日呆愣愣
坐在家里，总想为他们做
点什么。

对于高龄老人来说，
多走几步路、穿一条马路，
都是一件困难的事。“如果
就近建一个活动室，会不会
让高龄老人愿意走出家门，

免于孤独？”一个多月前，突
发奇想的杨秀秀找来附近
5个居民小组的组长，大家
一合计，都举手赞成，立即
开始走访摸底。而杨秀秀
笔记本上的信息也是从那
个时候开始记录的。

“其实高龄老人们的
想法很简单，就希望有个
地方坐坐，一起说说话。”
今年已经 87 岁高龄的杨
秀秀特别了解老人们的需
求。于是，她便和居民小
组长们开始筹备。

杨秀秀是当地出了名
的“雷锋奶奶”，退休后为
社区服务近 30 年，这一
次，她不仅提议成立“高龄
居家养老活动室”，而且还
把活动室开到了自己家
里。“当时是我主动要求把
活动室放在我家的。”杨秀
秀告诉记者，一来，以往自
己家里就很热闹，街上有
很多老姊妹都会来玩；二
来，她家的地理位置也是
最方便的。

为了支持奶奶的爱心
事业，杨秀秀的孙子买来
一台大电视机；社区医生
王夏晴约定两周一次，来
活动室为老人们检查身
体；志愿者胡英承诺两月
一次为老人们义务扦脚；
理发师姚淑芳也会每月一
次为老人理发。

“高龄老人居家养老
有着特殊的需求。”南街社
区主任王华说，就近自发
建立的家庭式老年活动
室，是居家养老的民间探
索，一定程度上解决了高
龄老人出行不便等诸多问
题，“在条件成熟的情况
下，我们鼓励更多家庭式
老年活动室的出现，多点
分布，慰藉更多老年人。”

吕亦菲 图文报道

湖塘南街社区这位87岁的“雷锋奶奶”
又干了一件大事

家里办了个
“高龄居家养老活动室”

杨秀秀认真地做着记录

采访顾强，约在一个周五的下
午三点。

当天下午两点，记者收到了顾
强的第一条微信：准备出发了。20
分钟后，顾强再次发来微信：大概
半小时到。离三点还有两分钟的
时候，顾强出现在了约定地点。

严谨、守时，这是顾强留给记
者的第一印象。

秉 持 严 谨 的 工 作 态
度，才能对生产企业和消
费者负责

常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
地板家具检验部，是顾强工作的地
方，检验部位于常州著名的横林地
板城，服务的主要目标群体是地板
城及周边约 200 家地板、家具制造
企业。

作为一个常年与样品和数据
打交道的技术人员，严谨已经成为
顾强的习惯。检验部出具的每一
份检测报告，都具有法律效力。严
谨，是在这里工作的基本态度。

平时，企业送检样品的主要目
的是为了做到心中有数，通过送检
来了解自家产品达到的标准、质量
状况。为保证检测结果的公正、精
确，检验部有时要进行加标实验，
甚至还要把检测结果全部推倒重
做，并实行人员交叉实验，以保证
结果的精准和公平。

送来一批样品，检测、出具报
告之后，又送来一批。年复一年，
标准一直在变，但是顾强的初心从
未改变：为每一个样品把好关，是
对生产企业负责，也是对终端消费
者负责。

用得了高端仪器和设
备，也能做得了脏累的木
工活

披上白大褂，拿着试剂往仪器
设备面前这么一站，统计、分析一
下数据，定期出具检验检测报告，
这是我们大部分人想象中的“高大
上”的实验室工作场景。实际上，
顾强和同事们真正的日常工作，

“有的跟木工活差不多。”
四年前，地板家具检验部获得

了大连商品交易所期货两板商品
检测资格。期货商品交易量大价
高，风险大，客户对检验检测的要
求也高。

买卖双方交割期货商品一般
在夏天，仓库又热又闷，检测人员
要自己把要检测的板材一张张地
扛出来。

根据检测标准，每 3000 张板
材要抽 125 张进行检测。抽样时，
每张都要细看，还要自己锯样品，
每道环节都会影响数据的精准度，
所以，从开始锯样品的时候就很重
要了。“锯多大、怎么锯都有要求。”

为此，检验部特意配备了一台只有
大工厂才会有的往复锯，“我们做
的就是木工活的前道工序嘛。”

从事两板期货商品检测四年，
检验部没有接到过一起买卖双方
的投诉。当初，全国共有四家检验
机构参与其中，而今，只有顾强所
在的检验部和上海一家检验机构
坚持了下来。

实力足够，带领团队
把业务拓展到常州以外的
区域

2006年，政府部门把地板家具
检验部设在横林地板城，自有其考
虑：横林的地板产业要成为在全国
有话语权的产业基地，离不开检验
部门的实验室技术支撑。

10多年过去了，他们发展成为
了一种彼此成就的关系：横林地板
城成长为国内以强化木地板出口
为主的知名地板产业集聚地，顾强
所在的地板家具检验部技术实力
也在不断增强，先后获多家机构认
可，如期货两板交割指定实验室、环
境标志产品签约实验室，等等。

甲醛释放量是地板检测中的
重要指标，但是甲醛收集装置吸收
不全容易造成结果偏差，顾强利用
甲醛易溶于水的特性发明了甲醛
收集装置，作为主要发明人他还获
得了该发明专利。除甲醛收集装
置之外，他还获得了另外 4 项发明
专利。

从 2007 年进入常州市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所从事地板和家具类
的检验，11 年间，顾强参与制修订
标准 10 余项，为企业解决了一个
又一个难题，为常州地板生产企业
重新找回出口海外的质量信心。
好学、上进、精研业务的他，也被省
质监局列为“352工程”培养对象。

正是实力足够，顾强和他的团
队才能不断把服务范围拓展到常
州以外的区域，他们先后负责了中
共中央办公厅图书馆、中国盲文图
书馆、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江苏省档案馆等大型密集架项
目的检测验收。

张海涛 胡艳 文 张海韵 摄

如何成为合格的家具、地板质量把关人？

会用高端仪器和设备，也做得了脏累的木工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