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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洪涛 文 王锐 摄

28 岁 的 葛 心 亮 是 一 名 理 发
师。来常后，他 16 岁开始学习理
发，经过 10 多年的打拼，开了自己
的理发店，实现了小时候的梦想。
本期“记者跟你一起干”栏目，记者
来到葛心亮的理发店，体验理发师
的工作，看小葛是如何一步步将梦
想变成现实的。

现 场
洗头有讲究，很多理

发师都是从洗头工做起

5 月 9 日下午 3 点钟左右，记
者来到葛心亮开在银河湾明苑的
理发店。此时，店内一位客人刚刚
理完发。趁着这个空档，葛心亮赶
紧拿起桌上的外卖，吃了起来。

饭菜放的时间久了，有些凉。
葛心亮顾不上这么多了，因为一位
预约的客人马上就会过来。吃完
饭，刚喝了口水，预约的客人就到
了。

“理发是一门技术活，需要慢
慢学。今天，你就先为客人洗洗
头，给我打打下手吧！”葛心亮边
给记者做示范边讲要点：“水温要
保持在 38℃左右，洗头发时切记
不能把水喷到顾客的耳朵上和脸
上⋯⋯”

葛心亮说，理发师大多是从洗
头工做起的，他自己就做了一年的
洗头工。

记者第一次学习为客人洗头，

心里难免有些紧张。在开水龙头
前，葛心亮提醒，为客人洗头前，一
定要先试水温，如果水温和体感温
度差不多，就可以试洗了。

记者为客人洗头时，葛心亮在
一边叮嘱：“上洗发水后，一定要轻
轻在客人头上搓出泡沫。而且，头
发覆盖的部位都要涂抹上，这样才
能洗干净。”

为防止喷客人一耳朵水，葛心
亮告诉记者，要用一只手围住客人
耳朵，然后进行清洗。

15 分钟后，洗头结束，客人表
示满意：“水温合适，下手轻重合
适，如果速度再快一些就好了！”

情 结
从小喜欢做发型，踏

入理发圈后再也没有改行

记者为客人洗完头，葛心亮开
始理发。理发时，他让记者站在旁
边观摩学习，这也是每个新手学徒
必经的阶段。

“此外，我们还要学习理论知
识和实操练习。要想成为一名好
理发师，最关键的是要热爱这个职
业。”葛心亮介绍，他 2000 年从安
徽亳州老家来常州读书，2009 年
初中毕业后，没再继续学业。上初
中时，他就喜欢弄发型耍帅，梦想
着成为一名著名的发型师。他找
的第一份工作便是洗头工。此后，
他一直在理发圈打拼。

在为客人理发前，葛心亮的实
操训练都是在店里买来的人头模
型上完成的。

他首次为客人理发是在 2011
年秋天。当时，朋友的理发店搞了
一个团购活动，因为价格便宜，前
来理发的人特别多。于是，他便自
告奋勇去帮忙。

第一个客人是一位和他年纪
相仿的小伙子，对方得知理发师
是新手后，并不在意，反而对葛心
亮给予鼓励。尽管此前经过上百
遍练习，但由于太紧张，葛心亮花
了一个小时才给客人理完发。此
后的三个月内，他和朋友三人为近
3000 人次理发，由此，他的理发技
术得到大大提升。

收 获
靠勤劳工作开了自己

的店，买了车和房

从下午 3 点多到 5 点多，葛心
亮的客人就没有断过。都是熟客，
大多是女性。除了剪头发，有的还
需要烫发、染发。

“如果只是剪头发，一个小时
内就够了，但烫染至少需要两三个
小时。”葛心亮说，一些客人喜欢在
饭点来，所以，他都是晚上忙活完
再吃晚饭。而这时候，一般都是晚
上10点钟以后了。

“2016 年开店后的前两年还
算轻松，最近这两年，我基本就是
这个工作状态。”葛心亮说，开店第
一年没什么生意，一度让他很担
心。由于他喜欢钻研理发技术，服
务态度好，第二年的营业额便开始
猛增。这两年，小店一年的营业额
在 50 万元左右。现在，他不仅在
常州买了车和房，还收获了爱情。

葛心亮的妻子也是一位理发
师。她经常在店里帮忙，但自从有
了孩子后，精力主要放在了孩子身
上。

“只要肯干，就有幸福生活。
我现在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做
着自己喜欢的事情，很幸福。”葛心
亮说，目前最大的愿望是守好这一
家店，努力把它做成知名品牌。

打拼十多年，安徽小伙在常州开了自己的理发店

“做自己喜欢的事，很幸福”

■秋冰 胡平 常工宣
图文报道

4 月 26 日，记者见到梁
修影时，他正在给同事们讲
解机器人焊接工艺。作为
柳工常州机械有限公司焊
接机器人批量应用开拓者
之一，梁修影在结构件工艺
改进、机器人研究应用、产
能提升等方面作出了突出
贡献，并为企业培养了大批
焊接机器人应用人才。

对于焊接机器人的应
用，梁修影有自己的想法。
他说：“当代工匠，就是要赋
予机器人‘灵魂’，从而让机
器人更精准、细致、高效地
设计产品、雕琢产品。”

2007 年 11 月，广西柳
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引入
第一台焊接机器人。如何
驾驭焊接机器人，让它在实
际生产中最大程度发挥作
用？这成了当时职工们关
注和热议的一个话题，也是
一个有挑战性的课题。刚
入职的梁修影主动请缨，要
求加入焊接机器人技术攻
关团队。

“那段时间，每天工作
12小时以上，满脑子想的都
是怎么攻关，甚至连晚上做
梦都会梦到白天遇到的难
题。”梁修影说，每一个难题
的攻关都要经过几十、几百
次的试验，极大的压力和工
作强度把他身边的不少“战
友”都给击退了，3 个月后，
只剩他一个人仍在坚持。
经过连续 3 个多月的攻坚
克难，梁修影终获成功——
可以自如指挥焊接机器人

“上岗”了。
2010 年 11 月，柳工常

州机械有限公司成立。作
为广西柳工的技术骨干，梁
修影被总部派来常州。在
常州，梁修影又一头扎进了
工厂筹建的大小事务中，工
艺布局、设备安装调试、程
序编制、试验分析等各项工

作，让他忙得不亦乐乎。他
与团队成员一步一个脚印，
按时完成了工厂建设并顺
利投产。

提质增效是企业科技
创新的永恒主题。梁修影
把技术创新的目光投向了
生产工艺，完成了多项科研
项 目 。 2016 年 ，新 产 品
908E/205C/922E 等 机 型
的四大部件要在柳工常州
试制生产，梁修影抓住这一
契机，利用焊接机器人示范
完成了 8 种部件 16 套新程
序，最终实现批量生产的同
时，还利用闲置机器人进行
技术改造，首次突破采用机
器 人 焊 接 915/922/925 等
机型工作装置腹板任务，为
公司创造效益近百万元。
其中，《160 后桥箱机器人
焊接工艺改进》项目，使焊
接合格率由原来的 48.67%
提高至88%。

2018 年，梁修影率队
参加全国机器人焊接技能
职业竞赛。高强度、高难度
的集训考验着大家的耐心
与韧劲，他和队员们每天花
在机器人程序设计与工艺
研究上的时间在 10 个小时
以上。有一次，他们遇到立
焊缝转平焊缝时无法转角
的工艺难题，为啃下这块

“硬骨头”，梁修影和团队成
员每天练习到凌晨，整整持
续了 1 个月，终于攻克了难
题，团队整体焊接水平得到
了质的跃升，并在全国大赛
中一举夺得团体总冠军。

至今，梁修影已率领团
队连续 3 年在全国大赛中
夺得好成绩，为企业培养了
一大批机器人焊接后备人
才。2021年 7 月，梁修影荣
获全国技术能手等称号，今
年荣获第三届常州市“龙城
工匠”称号。

记柳工常州机械项目总工程师梁修影

给焊接机器人注入“灵魂”

■吴燕翎 徐蕾 包琳霞

本报讯 江苏省首批特级技师
评聘试点工作日前率先在我市新
北区启动。记者昨天获悉，经业绩
评审、现场答辩、专家综合评审等
程序，常州宝菱重工机械有限公司
技能专家张永洁成功获评我市首
位省特级技师。

近年来，张永洁充分利用国家
级技能大师工作室和中国长三角
地区劳模工匠创新工作室平台，消

化吸收推广先进加工理念和加工
技术，大力开展 QC 小组活动，攻
克一个又一个效率提升瓶颈，切实
帮助技能人才拓展思路、培养创新
思维和“智”造能力。

同时，他全力推进企业产改工
作，依托工作室和各大技职院校开
展学历提升、新型学徒制、技能大
师工作室校园工作站等活动，取得
了显著成效。2019 年以来，工作
室共计培训 900 多人次，授课课时
达 1000 多小时；累计培养高级技
师15名、技师20名、工程师10名，

有 18 名学员通过学历提升班进入
大专或本科学习。

由张永洁主持开发的《大型轧
机高效自动化加工技术开发》项目
成功实施，实现效率提升 38%，并
获江苏省科学技术奖。此外，他还
主持开展了多项 QC 活动，成功解
决行业难题。其所编制的多项教
材在行业内具有指导意义。

截至目前，张永洁已发表论文
4 篇，授权发明专利 5 项、实用新型
专利8项，拥有软件著作权1项，每
年为公司创新创效达300多万元。

张永洁获评我市首位省特级技师

葛心亮（左）指导记者为客人洗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