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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风送爽，歌声朗朗。
丰收龙城，喜气洋洋。
10 月 23 日 18 点，江苏龙城精
锻有限公司 " 传承匠心 结对成长 "
师徒结对拜师仪暨第二届龙城好声
音歌唱比赛，在公司篮球场拉开帷
幕。公司董事长庄龙兴，执行总裁庄
明，常务副总徐俊，工会主席时晓东
等高层领导参加活动。

尊师重教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
师者，传道、
授业、解惑也。作为有着
26 年历史的精锻件专业制造企业，
匠心精神和匠人培育一直是龙城文
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为了让龙城匠心精神深入基层
一线，充分发挥技术骨干的传、帮、带
作用，让老匠人的手艺和精神代代传
承，
同时也为了让新人迅速融入龙城
大家庭，营造和谐发展的氛围，特举
办首届师徒结对拜师仪式。
活动现场，公司执行总裁庄明，
常务副总徐俊，工会主席时晓东为
11 位龙城工匠指导老师颁发聘书。
随后 11 位徒弟分两批上台，举
行拜师仪式。
一鞠躬，感谢师父的辛勤指导，
无私奉献；

二鞠躬，勤奋努力，认真跟着师
是拼尽全力，唱出了一首首动人的歌
父学习技能和匠人精神；
曲。
三鞠躬，携手共进，为龙城再创
《十一年》、
《呓语》、
《风吹麦浪》、
庄严的拜师仪式之后，
第二届龙
辉煌而努力。
《有没有人告诉你》、
《你的答案》、
《爸
城好声音歌唱比赛正式拉开帷幕！
徒弟为师傅献上一杯茶，
从此师
爸妈妈》、
《李白》 决赛的歌曲不仅好
本次歌唱比赛分为预选赛与决
傅徒弟共同创下新业绩。
听，还充分体现了选手的个人风采。
赛两阶段，共有 12 位选手晋级今晚
师傅为徒弟送上一本书籍《匠心
最终来自模具车间的杨洪军以 一首
的决赛。
智造》，寓意着徒弟师傅共同开启新
《你的答案》勇夺桂冠，精锻二车间王
除了优秀的选手之外，本次歌唱
篇章。
向阳获得二等奖，生产部李杰获得三
比赛也采用了新颖的比赛形式，既有
古人云，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在
等奖。
两两 PK 增强趣味性，又有大众评审
人生的道路上如果有一位好老师，
会
公司董事长庄龙兴，执行总裁庄
参与投票增加了互动性。
让自己少走很多弯路，少吃很多苦。
明，工会主席时晓东为三位选手颁
相信首批 11 对龙城师徒将在未
奖。
12 位选手分成 6 组，两两 PK，
来的学习和工作中，一定会互勉共
26 年来，
由评委老师举牌决出晋级者。
进，结下深厚的师徒情谊，甚至因为
龙城人在精锻领域始终躬身力行，
在第一轮的展示中，既有《世界
投缘而成为一生的良师益友。
不敢有一丝一毫的懈怠，
美好与你环环相扣》、
《麻雀》 这些脍
随后工会主席发表总结讲话，他
创下了享誉国内外的领先技术专利，
炙人口的歌曲，也有《心墙》、
《琴师》、
指出：今天的结对仪式，不是一个虚
成为行业标杆。
《像我这样的人》这些抒情歌曲，更有
空的形式，
它将承载的是一份责任与
今天的龙城人，
《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
《大海》、
《阿
一份自我体现。
是有理由为自己骄傲和自豪的。
爸阿妈》这些经典老歌。
他希望：
师傅们要尽心尽力，扛
因为我们拥有，
一首首歌曲，一次次 PK，将现场
起责任，切实做好 " 传、帮、带 "，制
辉煌的昨天，
氛围炒得火热。
定合理的培养计划，正确引导徒弟，
多彩的今天，
帮助他们快速成长；徒弟们要勤于学
灿烂的明天。
第一轮未能顺利晋级的 6 位选
习、
勇于发问、
善于思考，踏踏实实向
让我们相约 2021 年，
手，
经过 50 位大众评审的投票，最终
师傅学习业务技能、学习工作经验、
龙城好声音歌唱比赛，
唯一的女选手，精锻一车间时应燕顺
学习良好作风；师徒要相互配合、携
唱响龙城，
利进入下一轮比赛。
手向前，真正做到 " 师带徒，徒帮师、
再创辉煌！
师徒共促进共成长 "。
到了最后一轮比赛，7 位选手更
本报通讯员：
潘筱

揖简讯铱山东越成制动系统
股份有限 公司到龙城精 锻
参观调研

10 月 13 日下午，山东越成制动系统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张中国一行人员到江苏龙城精锻
有限公司参观调研，
公司副总经理王玲等领导陪
同接待。
在会议室里，知识产权中心主任孙伟向一行
人员介绍了公司的基本情况、研发概况以及企业
文化、
社会公益等内容。山东越成制动对龙城精
锻的高瞻远瞩的市场战略、现代化运营思路、现
场高效管理等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精益部副经
理庄建龙向他们具体介绍了公司精益改善管理
的具体工作。同时，
双方就生产经营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讨论。
随后，
山东越成制动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一行
人员在龙城精锻相关人员陪同下，一同参观了车
间现场，
详细了解龙城当前的生产和现场管理情
况。
此次交流探讨，龙城精锻分享了生产经营过
程中的管理经验，充分体现了龙城 " 诚信高效、
专注创新、包容共赢 " 的核心价值观，双方后续
会加强交流、
相互学习、
共同发展，建立良好的合
作关系。

知识产权中心：
金丽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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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件模具平均寿命在 10000 件以上，可以有效降
低模具消耗，节省一半模具。

：
模具表面强化改善
技术革新，
精益求精
模具车间
常规加工方式入库的模具寿命较
低
模具表面满足硬度要求，而爪极型
腔内部硬度低于要求硬度 （比要求硬度低 10 度
左右）使用寿命每件 4500 件 -5000 件。
对模具采用表面强化处理，提升模
具表面的硬度及耐磨性，
以此提升磨具寿命。
改善后进行测试，模具经过表面
强化处理后，模具硬度比图纸要求硬度更高了，

本报通讯员院殷子阳

Longcheng 5S improvement
on-site commendation
10 月 20 号下午，由精益管理部主导的第 7
次车间 5S 改善分享与表彰会在 103 会议室举
行。
本次车间 9 月、
10 月共提出了 38 件 5S 改
善项，
其中经过挑选共选出优秀改善案例 11 项，
分别为：机加二车间常州三菱产品工装改善、
1518003800 产品加工改善、小巨人刀具改善、机
加一车间 315T 增加已加工产品暂放处改善、精
锻一车间 0411 标记孔改善、输送带快接插头改
善、模具车间油压机压模具工装改善、数控车刀
具改善、模具表面强化改善、转子车间电驱动轴
钻孔攻丝设备及量具改善、数控磨砂轮灰清理
改善。
本次共发放优秀奖 33 份，参与奖 81 份，改
善团队分别为:

优秀 5S 改善：贾玉杰、庒勤丰、
陈苏杭。
参与 5S 改善：王孝勇、卜庆伟、储晓光、王
成、
陈师胜、魏毅、
蒋程俭、李达、
李艳青、
杨春、
李
阳、赵华军、周飞、王保俊、郑井高、张冬生、孙强
成。
优秀 5S 改善：王金成、刘洪杨、庄佳南、
郑明
威、王树威、
喻传后、万勇、
刘雷、
顾俊。
参与 5S 改善：陈翔翔、施祥、周永根、万邦
星、
李海波、李馨林、
侯建伟、陈哲、
孙化、
杨虎、
于
冲、韩绪瑾。

10 月 22 日，由日本精益专家込山先生推动
的第 8 次高层访问会圆满结束，公司执行总裁庄
明、
副总徐俊、
汤晓峰莅临了本次活动。
活动开始，由机加一车间讲解员贾玉杰带领
大家前往车间参观改善，
主要内容为：
改善前冷锻
机的能耗、油耗及故障停机浪费都非常高；改善
后新增两台 315 油压机，从而降低能耗、节约油
品、
降低停机故障成本。
改善前普通立钻发生的
包扎事故每年在 15 起左右，安全系数较低；相同
加工产量的情况下需要的设备及操作工比较多，
产能较低。改善后将普通立钻换为双主轴钻床，
包扎事故 1 起，
是普通立钻包扎事故发生次数的
6.7%。产能是普通立钻的 1.2 倍产能，
5 台双主
轴就能代替 6 台立钻，
减少一人。全年预计每班
减少 7.5 人，共计减少 15 人 （单独钻孔 9 人，6
号线 2 人，
1/2 号线 4 人）。
原产品
1501116600/6700 客户不要求车外圆，爪尖也为
直角，产品没有爪尖毛刺产生，后来客户要求车
外圆，
爪尖为直角的情况下精车外圆后会产生大
量毛刺；改善后毛坯爪尖处增加圆角，精车外圆
后基本没有爪尖毛刺的产生，减少去毛刺劳动强
度，
由去毛刺改为看毛刺。
机加一车间的改善参观结束，讲解员刘洪接
过指挥棒带领大家参观模具车间的改善：
改善前气缸
模具牧野设备铣加工时间 137.2min/ 件，老程
序：第一条用的 D12R0.8 刀，转速 3500，进给
2000，第一条程序用时 48.2min，第二到第五条
老程序使用的刀具使用总时间是 89min；改善后
第 一 条 程 序 替 换 成 了 D20R3.5 的 刀 ， 用 时
20.8min，时间比老程序节省了 27.4min，第二到
第五条程序，也对刀具及进给、转速，进行了优

化，
4 条程序用时 58min,也节省了 31min。总时
间上节省了 51.8min/ 件，每加工一个模具可节
省 80 元左右。
数控车加工模具使用现公
司加工爪极刀片，
每个刀片加工 5-6 个模具原刀
片每片价格 22.34 元，每个刀片可以加工 5-6 个
模具，
每个模具成本 22.34 元 /6 件 =3.72 元；
改
善后更改成硬度更高的刀片，每个刀片可以加工
30 个模具，每片价格 21 元，每个刀片可以加工
30 个模具，每个模具成本：
21 元 /30 件 =0.7 元，
每加工一件模具刀片上节省成本：3.02 元（不包
括减少每次换刀时间）。
改善前模具采用常规加
工方式入库使用，
每件模具平均寿命 4500 件；
改
善后对模具采用表面强化处理，
提升模具表面的
硬度及耐磨性，以此提升磨具寿命，改善前模具
使用寿命每件 4500 件 -5000 件，改善后进行测
试，经过表面强化处理的每件模具平均寿命在
10000 件以上，有效可以降低模具消耗，节省一
半模具。
访问参观结束，执行总裁庄明上台发言：本
次高层访问会，看到许多设备、工艺更新的改善，
随着制造企业的不断发展，自动化推进已成必然
趋势，车间也在慢慢的对设备一类进行换代，在
设备进行更新后，质量与产能都有很大的提升，
相对的各种工艺便有了很多进步的空间，在这里
一方面希望车间在选择新设备时能多对比，做出
最好的选择，
一方面硬件提升后，工艺、流程等各
方面也要随之升级，
做出提升。最后，希望大家能
在今后做出更好的改善。

于 A 状态的，而 B' 状态的均值没有明显高于 B
状态。两组数据的前后两种状的均值都分别是
50 和 51，
为什么统计分析会得到不同的结果呢？
于是，我们不得不来看看两组数据究竟有什
么不同，就让我们用我们最常用的折线图来看看
能不能找到一些信息吧。

那么本文开头所讲的抗拉强度问题，
加工后
的均值比加工前的提高了 3 MPa 是否可以认为
加工后的抗拉强度（均值 457MPa）比加工前（均
值 454MPa）提升了呢？统过假设检验法进行检验
后得到结论是：不能说有提升。
以上数据的故事告诉我们，
我们常常用的均
值直接对比法得到的结果很有可能是不可靠的。
就像每个人有不同的高矮胖瘦一样，
每组数据也
有不同的体貌特征。要对数据进行分析，想从数
据中获取有用的信息的前提是要先搞清楚每组
数据的特征。
那么，
数据究竞有哪些特征呢？我们又用什
么来表达这些特征呢？下一次，
让我们聊一聊，
如
何为数据画肖像。

本报通讯员：
殷子阳

优秀 5S 改善：叶峰、刘洪、季立青、胡超、陆
上飞、陆建平、
李彦波、
汪东荣、
杨涛。
参与 5S 改善：季立清、刘洪、陆建平、胡超、
汪东荣、杨涛、陆上飞、罗海洋、吴晓峰、王金国、
李彦波、
王建春、
徐梦。
优秀 5S 改善：许世民、周敏、潘点芝、朱树 另海军、
军、上官晓金、
李元。
参与 5S 改善：
陆超、
朱正军、
上官晓金、
朱树
优秀 5S 改善：王碧波、陈帅、徐磊、姚志合、
梁斌。
军、何东祥、
江舜雨、
庄晓峰、
李元。
活动最后，精益管理部经理庄建龙上台发
参与 5S 改善：
刘洋洋、
辛秋成、
许智伟、
崔志 言：随着订单的不断增加，车间内的生产任务也
翔、蒋明、毕林通、袁锋、荣明、吴振宇、赵杰、孙 越来越重，然而越是在生产繁忙的时候，才越能
红军、王钶、刘伟、杨小宝、董华金、张徐、朱可 看出车间内存在的各种问题，并以此做出改善。
可、
何湘江、王炜鑫、
祁何铭、顾飞、蒋大伟、邓盛 希望大家能够用心观察，做出优秀的改善。
伟、
周迟。
本报通讯员：
殷子阳

Make data more valuable
数据就像个矿藏，我们开发的少就获得的
少，
我们开发的多就获得的多。
上一次我们说到过对某产品加工前和加工
后的抗拉强度进行对比以确定加工对抗拉强度
是否有影响，加工前抗拉强度为均值为 454MPa，
加工后的抗拉强度为 457MPa。小组成员对抗拉
强度有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改变产生了不同意见。
这种情况下，究竟如何去下结论呢？
在统计质量工具中有一个名叫 " 假设检验
" 的工具是专门用来解决这一问题的。本文目的
并非为了介绍假设检验（后续可能会介绍），但为
了说清以下数据的故事，
不得不在此做一个简单

当我们用假设检验对两对数据的均值进行

补充：
" 假设检验 " 是一种通过统计方法帮助我
们判定两组或多组数据的均值、
比率等是否有显
著差别的工具，就以上抗拉强度的均值，通过 "
假设检验 " 我们可以得到统计意义上是否发生
改变的结论。
那么，为什么不直接拿得出的均值作对比
呢？为什么要用统计方法来做判定呢？下面有两
对有意思的数据，
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故事吧！
第一对数据：状态 A 的均值为 50，状态 A'
均值为 51，
具体数据如下：
第二对数据，
状态 B 的均值也为 50，
状态 B'
的均值也为 51，
具体数据如下：

检验时发现检验结果显示 A' 状态的均值明显高

体系部：
徐佳玉
从折线图中，我们已经能够清楚地看到，
A
和 A' 状态下的数据波动远远大于 B 和 B' 状态
下的波动。恰恰也正是因为数据存在不同程度的
波动，导致了统计结论的差异性。通俗一点的理
解是，第一对数据（A 与 A'）波动大，均值偏移达
到 1 的结果可能是由波动引起的，并不是产生数
据的过程发生了变化，所以认为这一对数据是一
样的。但对于第二对数据（B 和 B'），其波动很小，
这样的波动不太可能导致均值偏移达到 1，而实
际的均值偏移确实达到了 1，这说明产生数据的
这个过程有可能发生了改变，也就意味着这一对
数据是不一样的。

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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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体管理人员：
大家好！
2020 年伊始，一场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
情，
完全打乱了人们的生活，也影响了企业的正
常生产经营。在几个月上下一心，全员抗疫的努
力下，
公司逐步恢复正常经营，
有序推进复工复
产。下半年起，
客户订单量已逐渐恢复并且节节
攀升。
到十月份，客户订单已达 600 多万件，车间
生产任务十分繁重，交付形势异常严峻。在大家
欢度国庆、
中秋双节假期时，车间一线员工仍坚
守在岗位上全力以赴，加班加点的忙生产、赶进
度，
生产节奏极其紧张。但持续的高负荷劳作使
得一线员工很难始终保持最佳的工作状态。为
了保障员工的身心健康，
同时夺取订单产量，顺
利完成交付，党工妇团组织作为企业与员工之
间的桥梁和纽带，
在此向大家发出 " 夺产量，保
交付 " 的倡议：

倡议所有的部门管理人员能够想公司所
想，急公司所急，发挥团结向上的工作作风，在
高效完成本职工作的同时，积极主动支援车间
生产线，
参与一线劳动，为公司的生产贡献自己
的一份力量，
共同打赢这场生产攻坚战。
人心齐，
泰山移。我们相信，
只要所有员工上下
一心，齐心协力，发扬团结协作的龙城精神，就
一定能够交出保质保量的优秀答卷，顺利完成
客户的交付任务！

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党支部
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工会
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妇女联合会
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团委

Wujin association of young businessmen visited
Longcheng for learning Party building
10 月 23 日下午，武进区工商联党组书记
赵忠明、区委老干局主任科员莫建新及企业党
建负责人一行领导走进龙城精锻进行党建工作
参观交流，
公司党支部书记庄龙兴、总裁庄明全
程陪同参与交流。
首先，参会的一行领导参观了江苏龙城精
锻有限公司的党群服务中心。
会上，党支部书记庄龙兴简要汇报了公司
党建工作的三点方向，一是创新工作法引领党
建核心。公司党支部创立 "113 工作法 "：以 "
有困难找党员 " 为服务核心，为员工打造 " 用
心搭平台 倾心促发展 放心赢和谐 " 三心工
程，
指导党建工作的重要方向。二是加强党员思
想建设、
作风建设，充分发挥先锋模范作用。三
是搭建各类平台，
助推文化品牌。公司生产管理
活动与党群工作互相协作，树立龙城 " 快乐工
作，
轻松生活 " 的文化品牌。在此基础上，参会
领导们还听取了公司发展情况及党建工作的具
体做法，大家对龙城精锻的党建工作给予充分
的认可。
随后，区委老干局莫主任分享了如何做好

前几年，本公司依据近些年来所发生的工
伤事故及当时的形势，
制定了三条保命条例，第
一条：安全头盔不可少；第二条：防护用品佩戴
好；
第三条：
安全设施保护牢。
自实施之后，各类安全事故显著减少，尤其
是损工及以上事故。
在取得显著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应该清醒
的认识到，事故显著减少，但不代表不发生事
故。随着企业规模的扩大，
企业也需向精细化的
方向发展，
安全管理作为企业重要一环，也需向
精细化、
专业化方向发展，
因此只靠三条保命条
例想让公司的安全业绩再上一层楼，显然是不
现实的。在这种现实背景之下，由高层领导牵
头、人力资源安全科主编、各部门积极参与之
下，
我们出台了《安全奖惩条例》，下面我们就该
条例（部分）予以公示，
以供大家学习参考。
一、惩戒细则

非公党建工作做了交流，并与参会的企业党建
负责人进行了互动，
现场给予了指导。
最后，武进区工商联党组书记赵忠明发表
了讲话。首先对龙城精锻的党建引领企业发展
的实际做法表示了高度的赞扬。随后结合自己
的工作经验、感悟与参会的领导们分享做好非
公企业党建工作的核心思想，鼓励非公企业要
多找标杆企业学习找差距，更强调企业家们一
定要重视党建，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围绕企
业经营发展开展党建活动，不断提升企业的凝
聚力与向心力。

行政部院陈宇清

1.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一般违章，对违章
者给予警告处分：
1.1 违反作业指导书操作、安全操作规程
造成自身或他人受伤损工 1 天以上（含）未造成
伤者伤残等级者；
1.2 发生安全事故未及时上报 （大于 4 小
时，小于 24 小时）；
1.3 未正确穿戴配备的劳动防护用品者；
1.4 进行有液体或颗粒飞溅作业时不戴防
护眼镜者；
1.5 按规定必须持操作证上机操作的设
备，未经批准或无证操作者；
1.6 非特种作业人员擅自从事特种作业；
1.7 使用不符合安全要求的起吊设备，设
施和工具；
1.8 使用活动斜梯登高作业，无人把扶梯
子和监护；

Government leaders visited Longcheng for investigation
and guidance
10 月 21 日下午，江苏省委办公厅党刊处 智能制造助力企业高效研发与卓越发展，走创
处长李天宁及常州市委研究室副主任孙兵等 新引领之路。
一行领导就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创新发展
情况进行调研指导，公司常务副总徐俊陪同接
待。
调研组一行实地走访查看了我公司智能
示范车间，知识产权中心主任孙伟向李处长一
行领导详细介绍了公司的基本情况、销售市
场、主营产品汽车发电机精锻爪极、高压共轨
等产品的工艺流程以及公司自行研发设计的
工装模具等。李处长等领导对龙城精锻创新高
效管理方面给予了充分肯定。
龙城精锻坚持以“科技创新、精益求精、国
际战略、行业标杆”为战略理念，目前拥有研发
平台 6 个，授权专利 80 余件，授权发明 27 件。
本报通讯员院庄敏

Safety regulations of factory rules you must observe
(part)
1.9 物料未按规定位置摆放或超高、歪斜
堆放，任意摆放物料堵塞通道的；
1.10 工作期间串岗，妨碍他人工作；
1.11 多人操作设备时精神不集中或聊天、
打闹，做与工作无关的事者；
1.12 叉车司机超高叉运物料或物料车；
1.13 未发生火险且未通过安全员同意，擅
自移动或使用消防器材，
破坏安全设施者；
1.14 操作设备前未对设备做检查并按要
求填写检查记录者；
1.15 防火区域内违反禁令，吸烟或擅自动
用明火者；
1.16 驾驶叉车速度 超过 10 公里 / 小时
（厂区内）；
1.17 其他一般违章行为。
2.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严重违章，对违章
者给予记过或以上处分：
2.1 违反作业指导书操作、安全操作规程
造成自身或他人受伤损时 1 天以上（含）并造成
伤者伤残等级者；
2.2 发生事故未及时上报（大于 24 小时），
属于瞒报；
2.3 进行动火、登高、受限空间、吊装、临时
用电等危险作业未办理审批手续；
2.4 操作旋转设备时，
衣服袖口未扣紧、衣
摆敞开、
长发未盘起或在设备旁脱换衣服；
2.5 设备出现故障未及时报修有可能导致
工伤事故的发生，
继续擅自操作；
2.6 操作没有防护装置的设备者；
2.7 忽视安全警告并存有抵触行为；
2.8 发生事故后破坏现场证据；
2.9 在事故调查中隐瞒事实，不配合；
2.10 发生安全事故后未及时组织救援者。
2.11 利用公司设备私自制造刀具及携带管
制武器、易燃爆炸物入厂者或将危险易燃物品
及管制武器存放在更衣室等场所内；

2.12 登高作业（两米以上）不系安全带，不戴
安全帽，
无人监护者；
2.13 操作设备期间将身体部位伸入模口等
危险区域者；
2.14 操作设备时随意修改设备参数设置者；
2.15 未经授权或批准私自拆卸或终止安全
防护装置者；
2.16 维修、保养或检查设备期间未切断设备
能源或未做警示标识者；
2.17 饮酒后或服用麻醉类药品后操作设备
或进行与生产相关的活动；
2.18 未按指定要求处理危险废弃物，将危险
废弃物随意处置者，如倒入下水道、阴沟、厕所
等，如引起社会后果，未能找到当事者，由当班
管理者承担；
2.19 拒绝、阻碍各种形式的安全检查；
2.20 对举报安全隐患的人员进行打击报复；
2.21 在工厂内打架斗殴者；
2.22 违反公司保命条例者，见下面附件；
2.23 违反公司服从原则，
致他人或本人受伤
的 （服从原则即设备操作方面应服从现场操作
者的建议、设备维修保养改造方面应服从设备
部员工的建议、
安全方面的应服从现场安全员、
车间主任、
安全科人员的建议，
不得强令员工冒
险作业）。
相信大家在重新学习安全奖惩条例的制度
后，
一定会在以后日后的工作中显现作用。

安全科：
沈玉章

悦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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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的竞争力，源自于专注高效的研发创
新。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在发展过程中，始终
将创新放在第一位，
不断加大研发投入，开发各
类新产品、增添新设备，为进一步拓展市场而做
好充足的准备。
2016 年 10 月，在这个与祖国同庆的节日
里，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迎来了研发楼乔迁
仪式。
这次乔迁不仅仅是办公地点的迁移，更标
二十六年风雨，是名不见经传的小作坊
志着龙城将在创新科研技术上的又一次发力。
到标杆企业的坚持与执着；
二十六年风雨，是从 58 人到 1600 余人 从摩托车齿坯精锻件到汽车精锻件零部件是一
(精锻二车间新设备)
次创新，从 0 件专利到 81 项授权专利 （截止
规模企业的发展与壮大；
在公司质量管理方面，
龙城始终走在不断
二十六年风雨，是偏居一隅到国际舞台 2020 年）是一次进步，从 58 人的小工厂到爪极
改善的路上。市长质量奖是市政府在质量管理
市场占有率占全球
38%更是一次飞跃。
的雄心大志与高瞻远瞩。
方面设立的最高荣誉奖项，每年评审一次。在
江苏龙城精锻有限公司，从 1994 年到
龙城精锻继 2016 年荣获常州市市长质量提名
2020 年，26 年的发展中，从生产摩托车齿坯
奖后，
公司上下全面深化卓越绩效管理模式，不
起步，
逐步发展成为以主营汽车发电机爪极、
断持续改进提升，把卓越绩效标准作为衡量管
皮带轮、转子、轨道交通精锻件、小型异型精
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切实提升公司综合管理水
锻件和有色金属锻件等锻造零件的生产商，
平。实施卓越绩效准则 5 年来，
深刻认识要促
肩负锻造卓越产品，引领行业发展的使命，致
进企业长期可持续健康发展，
此工作只有起点，
力于成为全球信赖的精锻件零部件标杆企
没有终点。而龙城更将以此次市长质量奖为新
业，在诚信高效、专注创新、包容共赢的核心
的起点，
全面提升内部管理、
注重质量改善，
以
价值观指引下，创造了属于龙城精锻自己的
" 科技创新、精益求精、
国际战略、
行业标杆 "
发展神话。
为战略，
锻造卓越产品，
引领行业发展。
回望过去，二十六年的风风雨雨在每一
(2016 年研发大楼搬迁仪式)
位老龙城人的脸上、手上留下印记，岁月的皱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订单需求，
龙城不断完
纹、结痂的伤疤、刻入心中的感动；重温那段
善厂房、
设备等设施，
于 2016 年开始建造精锻
激情燃烧与拼搏奋斗的岁月，看以前的龙城
二车间，
并投入大量新型锻造设备。如 2500T
人如何面对激烈的市场竞争，如何解决棘手
俄罗斯生产线、4000T 生产线等等，
同时不断开
的技术难题。
发新产品，如喷油器体、共轨管、不锈钢油轨等
展望未来，新一代龙城人接过发展的接
等。随着这些产品的不断研发、小批量量产，
逐
力棒，
汲取过去的经验，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披
步弥补了爪极市场的萎缩。龙城也在不断加快
荆斩棘，
奋勇前进；龙城的未来属于我们这一
产品布局，向产品多元化发展。
代龙城人去创造与开拓！
(2015 年区长质量奖，2017 年市长质量奖)

所谓的零基础爱好者，指的是没有系统学
习过、基本没有学习过编制程序所需要的机器
与操作系统原理方面的知识，但是至少有高中
程度的数学修养和逻辑推理能力。对于没有基
础的初学者来说，学习编程最重要的是保持初
心。当初怎么想起来学编程的呢？是想把自己理
想里的网站、移动 App 或者工具应用做出来，
还是要求解专业方向上的问题，或者完成一个
游戏、制作一个交互动画效果，还是别的什么。
学习时，
编程语言的诸多规定要记，开发平台的
许多细节要熟悉，
上手时 debug 的各种没头绪，
如果陷到里边又没有搞出什么成果，太容易上
演从入门到放弃。时时记得自己是为什么来学
习编程的，学会一点，就用一用，明明白白感受
到每天进步一点点，坚持下来的概率就大很多
了。
把一门编程语言的细节都学透了，会是一
个漫长的征程，你并不需要成为人肉编译器或

解释器才能运用它，学会流程控制语句和基本
的程序结构算是入门了，之后就可以开始给自
己的项目添砖加瓦了。这样比较能保持长久的
热情。从入门到放弃，缺少目的性也是一个很关
键的因素。
那么语言本身怎么入门呢？对初学者，
推荐
https://www.codeschool.com 的教程，这些
教程贯彻了小步前进、动手练习的原则，同时又
省去了配置环境麻烦。别小看最后一点，
软件开
发的环境配置实在是一个比较烦人的事儿，非
常容易掉坑里。所以，零基础的爱好者尽量选择
解释型语言学起，
用好的集成开发环境( IDE )
工作，比如学习 Windows 应用开发用 Visual
Studio，学习 PHP 考虑 Zend Studio 或 者
PHPStorm， 学 web 开 发 的 WebStorm/Sublime/Visual Studio Code 等。
语言选择是由学习的目的决定的，比如做
Android 应 用 开 发 就 得 学 Java ，iOS 则 是

Objective-C 或 者 Swift， 做 网 页 当 然 是
JavaScript，
大数据考虑 Python 或者 R，做游
戏 C/C++，
所以并不一定由得自己。对于零基础
的爱好者，
随大流才是明智的，
听说 Rust 好或
者 haskell 牛就去学，
基本上是找虐。程序语
言的流行情况随便在哪个社区论坛逛逛都很容
易知道，搞不清楚可以参考 TIOBE 。
小步前进就是每步不要学太多东西，练习
编写尽可能简单的程序；除了个别天赋异禀的，
上来就写个实用大程序那是给自己挖坑，出了
问题都不知道从哪下手解决，
老老实实从 hello world 开始逐渐写长一点的程序才是正道。
编程是个手艺活，
手熟是一切的基础，所以
抱着一本书或者一套视频啃完是非常不可取
的，
学一点就要写写练手的程序。视频教程特别
具有欺骗性，
看老师行云流水地演示，对着暂停
的屏幕自己抄一遍顺利出了正确结果，就以为
自己也会了；
关上视频看还记得多少？自己出个

为进一步拓宽产品类型，于 2017 年成立龙
城电装（常州）有限公司，
位于东厂区研发楼四
楼，是集研发、
制造及销售于一体的高新技术企
业。通过自主技术研发、控制系统程序开发，
生
产汽车热管理系统中的电子风扇、
鼓风机以及
电动空调压缩机等以无刷电机为载体的相关产
品，较短的开发周期，
合理的价格，
对国内外客
户提供或定制开发高性价比、
高质量的汽车零
部件。
龙城以优良的产品品质打开了国际市场，
获得客户的高度认可。2016 年荣获泽藤优秀
供应商、佩特来优秀供应商、
日本电装优秀供应
商、上海法雷奥优秀供应商。2017 年度荣获电
装成本协力奖、天津电装优秀合作商、
第十四届
全国百家优秀汽车零部件供应商等。

（公司总经理在电装领奖）

我们拥有二十多年的精锻行业技术经验，
向全球十多家跨国零部件制造商提供 200 多种
高端中小型精密锻件。每一项成绩的取得离不
开每一位员工的努力与拼搏，而我们全体上下
凝心聚力谋发展，拼搏创新谱新篇。
行政部

题目写一下试试？立即就发现记忆里缺很多细
节。所以哪新学的语言元素写练习程序是学会
编程的唯一途径。对于心急的初学者，
学到能够
自己不查书写出在字符串数组里找到输入的字
符串，基本就有足够的表达能力去书写所需要
的逻辑了。直接上网查你想要实现的代码抄过
来用可能也不错。最后就是要多交朋友，
身边有
高手可以请教是最好的，到网上论坛里混个脸
熟也是不错的，国内的 csdn、
v2ex、segmentfault 都不错，
国外的 stackoverflow 找问题
很不错但是对初学者提问非常不友好。
总结一下，
学编程是为了解决问题，把你的
问题分解细化，让它一步一步驱动你的学习过
程，学起来就没那么难啦。

信息部：朱海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