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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11月15日至2019
年8月27日，650天的努力没有
白费。训练180个作品，加上世
技赛5个作品，一共砌了185个
作品，感谢努力的自己。”夺得砌
筑项目金牌后，广州市建筑工程
职业学校学生陈子烽发了一条朋
友圈。至此，该校学子连续两届
夺得世技赛砌筑项目金牌。

陈子烽生于广东省汕头市潮
阳区金灶镇沟头村。因痛失父
爱、家庭贫困，他初中毕业后，就
到深圳打工，干过手机维修学徒
等工作。2016年，在他人资助
下，陈子烽考入广州市建筑工程
职业学校工程测量专业。他认真
学习、努力实训，夺得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中职组工程测量项目
一等奖。

2017年 10月，同校师兄梁
智滨斩获第44届世技赛砌筑项
目金牌后，学校掀起了一股热潮，
陈子烽也报名参加了学校第45
届世技赛砌筑项目选拔。首次实
训，基地挤满了报名的学生。教
练让大家先去搬砖，陈子烽赶忙
去搬，有些人却不愿意，第二次训
练只来了60多人。一轮轮淘汰
赛后，只有陈子烽等4人撑到了
学期末。

集训基地里，堆满了砖头、砂
浆和训练砌筑的墙体。由于基地

没有空调，夏天训练时，不到5分
钟，陈子烽全身就湿透了。“砌筑
是一门非常精细的活，要想办法
保持垂直和缝隙均匀。没有速成
的捷径，只能刻苦练习提升技
能。”在备战的600多天里，除去
搬砖、搅砂浆等的时间，陈子烽每
天花费六七个小时，在实训基地
埋头砌砖。

在教练梁智滨看来，砌筑
不仅是苦力活，更是脑力
活。尽管有些同学已
经练习砌筑三四年，
但陈子烽更善于边
练边思考，短短一
年半便赶超许多
人。他在省赛、国
赛中，一路过关斩
将。在国家集训队
11进 5、5进 1淘汰
赛中，他勇夺第一名，
获得世技赛参赛资格。

在世技赛比赛中，选手
要在规定时间内按图纸造型砌出
美观、平整的图案。“比赛当天，我
们才拿到图纸的具体尺寸，图案
都很新颖，和平时练的不一样。
要搬600多块砖，砌5面墙，时间
比较紧。”比赛第二天，陈子烽得
知奥地利选手一度领先时，压力
陡增。

陈子烽顶着压力调整计划，

在比赛第三天，他找到了感觉。
在砌第五个图案的两个小时里，
陈子烽以每48秒一块砖的平均
速度砌了150块砖，又快又好。
迎头赶上后，陈子烽有了更多时
间精心打磨作品。他边砌边量，

调精度、勾灰缝、清
洁墙面。这是一
场“差之毫厘，谬
以千里”的比
赛，不管是水平
还是垂直方
向 和 角 度
测量，都
不 允 许
超 过 1
毫 米 误
差 。 如
砌出来的
墙高与要

求相差 5 毫
米，就会被判

为零分，而5毫米
相当于3个硬币的厚度。

凭借精益求精的态度、稳扎
稳打的作风，陈子烽在4天共22
小时的比赛中，砌出5面高精度、
高颜值的艺术墙，以高出第二名
4分的好成绩，摘得砌筑项目金
牌。“砌筑蕴含着艺术之美、数学
之美，还有匠人之心。”手捧金牌，
陈子烽骄傲地说。

广州市建筑工程职业学校

陈子烽陈子烽：：砌墙 成世界冠军
通讯员 黎鉴远 本报记者 刘盾

“石丹，CHINA！”听到自
己获得金牌，杭州拱墅区职业
高级中学学生石丹激动地走上
了最高领奖台。这个江西
女孩万万没想到，凭借
当初选择的“美发”
手艺，她如今竟站上
了世界之巅。

石丹是在老家
江西省鄱阳县念的
初中，“少不更事”
的她没有把学习看得
很重。2013年，她的
中考成绩能念当地的普
通高中，但要三年之后考
上好大学，不太现实。“让孩子
随我去杭州吧，学一门拿得起的
手艺，将来或许能在大城市找到
一份不错的工作。”舅舅替她拿
了主意。

来到杭州，石丹选择了拱墅
区职业高级中学就读。在选专业
时，爱“臭美”的她选择了美发
与形象设计专业。石丹的初心很
单纯：既可以把自己捯饬得漂漂
亮亮，还能做感兴趣的事赚钱养
家糊口，没有比这更合适的专业
了。

学习专业课，石丹很认真。
遇到技术上的难题，她会主动请
教老师或是和同学一起研究。渐
渐地，她的专业课成绩排到了班
级前列，引起了中国美发大师吉
正龙的注意。她顺利进入了学校
美发专业集训队，该集训队是学

校为了冲击全国以
及洲际美发比赛好
成绩而专门设立

的 训 练 队
伍。每天
上完课，
石丹和
小 伙
伴 们
都 会
在 实
训教室

接 受 吉
正龙的指

导。“训练条
件很艰苦，小姑

娘能坚持下来，技术日渐长进，是
个好苗子。”吉正龙说。

2015年，初出茅庐的石丹
拿到了第39届亚洲发型化妆大
赛单项亚军，这是她选择美发专
业之后，取得的第一个好成绩。
这也坚定了她跟随吉正龙走竞赛
之路的决心。

次年，石丹本有机会代表国
家队参加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
但在最后的队内选拔中被淘汰出
局。结果一出，大家都感到意外，
而她也因此遭受打击，一度想退
出竞争，潜心入高校深造。

关键时刻，吉
正龙站了出来，他
不留情面地指出了
石丹在技术上和心
态上存在的问题，

告诉她要想取得成功，必定先
得守得住匠心，经得起考验。不
服输是这个姑娘骨子里的特质，
于是那个韧劲十足的石丹又回到
了训练基地。每天练2000米体
能，进行10个小时以上的模块
训练，还雷打不动地搜寻最新的
美发时尚资讯。

天道酬勤，这一次石丹终于
成功登上了世界技能大赛的舞
台。本次大赛有7个模块，包括
染色、烫发、卷发、拉直、盘
头、修剪、胡须造型等。考官会
在赛前15分钟发放赛题，考验
选手的应变能力，选手不但要完
成指令，还要加入自己的创意。

“和往年偏向夸张的艺术造
型相比，今年的比赛项目贴近生
活。”石丹说，有个环节是现场
给男女模特儿做发型，除了考验
手艺外，还要主动和对方交流，
就像在理发店里关心顾客一样。

最终，石丹以808分的优异
成绩勇夺美发项目的金牌。身披
五星红旗，站在领奖台上，石丹许
下心愿：回拱墅职高后继续当好
一名美发专业教师，像师傅吉正
龙一样培养更多优秀的技术能
手，帮助他们再次站上世界之巅。

杭州拱墅区职业高级中学

石丹石丹：：世技赛上英姿勃
本报记者 蒋亦丰 通讯员 章文姬

“美容不仅仅是做脸，它有八
九个模块，如脱毛、脸部按摩、手
足护理、化妆，包括彩绘指甲、种
植睫毛等，跨度比较大。”刚拿回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项目银
牌的李真芹，说起美容比赛滔滔不
绝，“实际操作中还要根据顾客需
求，认真分析顾客的皮肤状态，比
如适不适合去角质，是适合倒入还
是提升等，再选择定制适合的美容
产品和操作流程。”

今年 22 岁的李真芹个子高
挑，皮肤白皙，眼睛大而有神，神
采奕奕。她是重庆科技学院人文艺
术学院视觉传达（人物形象设计）
专业的学生，是地地道道的重庆妹
子。

说起大赛，“没有想到自己很
淡定从容，”李真芹说，面对模
特，她在心里会快速思考如何为其
量身定制面妆。在按摩指法、力
度、水温等方面，她都会跟模特儿
悉心交流，“俨然忘记自己是一个
选手，而把自己当成一名美容师。”

作为一个大四学生，这份从容
来自于哪里？

除了本身的优秀外，“集训期
间在北京企业的实习让我提升很
大。”李真芹告诉记者。那时，她
每天都要从燕郊到三里屯跑一个来
回，在拥挤的地铁上，困到可以站

着睡觉。“从学生变成了
社会人，让我学会在
社会立足，变得更成
熟，在后期的训
练中心智更加
成熟，不会
轻易被挫折
打败。”

美 容
是一个精
细 工 程 。
李真芹说：

“种植睫毛要
精确到每一个
方向的平直度，
精确到空距0.5—1毫
米；按摩先要了解人体肌肉骨
骼走向，再设定按摩手法，这才是
做真正的按摩，才能达到缓解治疗
放松的效果。”

美容还是体力活。体能训练那
段时间，李真芹每天早上6点半起
床，7点准时到健身房进行训练。
跑步、腿部力量、手指力度、柔软
度、臂力练习……会练到大汗淋
漓，手脚发抖。

“体能训练太重要了，”面对记
者的不解，李真芹解释，根据赛
制，上午4个小时大模块面部身体
护理，需要全程都站着操作，下午
还有2个小时精细化彩绘美甲、睫

毛护理，“体能不行，力度不到
位，会脚麻手抖，动作会变
形。”

赛场上意想不到的情况
太多，学校团队有针对
性 地 对 她 进 行 “ 挖
坑”训练。每天晚
上，整理训练计划
成 了 李 真 芹 的 习
惯。查漏补缺，不
断修正，这也成就了
她赛场上的淡定自
如，为取得优异成绩

做好了铺垫和准备。
仪容仪表、专业水

准、服务水平，在世界大赛
上，李真芹都展现出一名中国美
容师的风范。虽然没有拿到金
牌，但她依然收获满满。“比赛之
后，我的模特儿拥抱我，还偷拍
我，其他国家的美容师还纷纷跟
我合影，给我竖大拇指，这些是
对我最大的肯定，也是给我心目
中的金牌。”

比赛只是人生的点缀，未来的
路还很长。李真芹说，她还要去学
习其他国家先进的技术技能，转化
为自己的本领，将来再传授给自己
的学弟学妹，为行业技术技能发扬
光大贡献一份力量，更好地为社会
服务。

重庆科技学院

李真芹李真芹：： 扮人生点亮精彩扮人生点亮精彩
本报记者 胡航宇

“金牌！”当地时间 8 月 27
日，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俄罗
斯喀山闭幕，来自江西环境工程
职业学院的曾璐锋首次代表中国
出战，便获得水处理技术项目的
金牌，实现了江西省在世界技能
大赛金牌零的突破。

“成功的路上有许多坎坷。既
然选择做一名工匠，就要朝着顶
级目标，不懈努力。”曾璐锋高兴
地说，“坚持了，终会有回报。”

曾璐锋1997年出生于江西省
丰城市的一个小乡村。“小时候，
家乡环境特别好，小河水质优
良、鱼虾成群，我与小伙伴们经
常在河水中嬉戏。”曾璐锋说，不
知何时，湛蓝的天空和洁净的河
水变成了“奢侈品”，富含儿时美
好记忆的小河不再清澈，“我想通
过自己的努力，使环境变得好起
来。”

2015年曾璐锋参加高考，在
填报志愿时，家人建议他选择与
医学相关的学校和专业，因为更
容易找工作而且待遇不错。心怀
环保梦想的曾璐锋努力说服家
人，最终选择了江西环境工程职
院环境工程技术专业。“我希望通
过专业学习，为保护生态环境、
建设美丽家乡贡献自己的力量。”
曾璐锋说。

按照学校“以赛促学、以赛
促教”的教学理念和相关要求，
曾璐锋从大一开始就积极参加学
校的各种技能培训和技能竞赛。

“我不是在实训室，就是在去实
训室的路上。”曾璐锋说，自己
的课余时间大部分都耗在了实训
室，这也为后来能够晋级水处理
技术项目的全国选拔赛打下了基
础。

2018年6月，在世界技能大
赛水处理技术项目全国选拔赛
上，曾璐锋以全国第二名的成绩
入选国家集训队。而就在当月，

曾璐锋面临着大学毕业，是
继续备战世界技能大

赛，还是与其他同学一样找
一份稳定工作谋生，成了
他的“两难选择”。“备
战世赛，意味着辛苦，
而且不一定有好成绩；
去企业工作，则意味
着放弃冲击世界顶级
工匠的机会。”曾璐锋
说，经过再三衡量，在
家人和学校的支持下，
他最终选择了继续备战世
赛。

今年4月，世界技能大赛水
处理技术项目全国选拔赛落下帷
幕，曾璐锋获得第一名，作为我
国该项目的唯一选手参加第45届
世界技能大赛。4月至8月，曾璐
锋一直在刻苦训练。

8月22日，第45届世界技能
大赛如期在俄罗斯喀山拉开帷
幕。来自世界技能组织69个成员
国和地区的1355名选手参加了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水处理技术
项目是本届大赛新增项目，东道
主俄罗斯、传统强队德国等11支
代表队派员参加。

在为期4天的比赛中，曾璐
锋要完成VR仿真、机械操作、
自动化控制、化学实验室工作、
文档五大模块。在第一天的比赛
中，曾璐锋操作的比赛设备出现
故障，影响了他在机械操作模块

的进度。面对突发状况，曾璐锋
及时调整心态。后三天的比赛，
曾璐锋沉着应对，凭借扎实的实
践操作和精湛的技艺水平，最终
勇夺水处理技术项目金牌。他也
成为江西省首位来自高职院校的
世界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

面对“世界冠军”这一至高
荣誉，已是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
院实训教师的曾璐锋平静地说：

“我会继续在职业教育行业
奋斗，争取为国家的发展
培养更多的优秀工匠。”

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

曾璐锋曾璐锋：：逆 行舟勇夺桂冠
通讯员 沈林 肖朕 谢小明 本报记者 徐光明

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来自
黄山职业技术学院的安徽
选手郑权斩获建筑石
雕项目金牌，这是安
徽省在世界技能大
赛上夺得的首枚金
牌，也是中国在该
项目上获得的第一
枚金牌。

今年21岁的郑
权，两年前从安徽宿
州来到黄山职业技术
学院，成为该校旅游系
雕刻艺术设计专业的一名学
生。从2017年11月至今，郑权通
过层层选拔，一路过关斩将，先后
斩获黄山市选拔赛、安徽省选拔赛
第一名，最终赢得征战喀山的入场
券。

从皖北农村走出来的郑权，之
前没有任何学习雕刻的经历。从初
学时感觉枯燥，到学一行、爱一
行、精一行，再至如今在世界大赛
上脱颖而出，在老师方韶眼里，这

是“意料之外”，也是
“意料之中”，因为“郑

权是个愿意下苦功
夫的孩子”。

“ 回 想 参
赛的准备阶
段，那段时
间几乎每天
都要去实训
室操练，真
的很苦。”郑
权坦言，“对

于参赛选手而
言，比赛不仅仅是

专业技能的较量，更
看重的是心理素质的比拼，例

如如何在关键时刻保持镇静，如
何在紧张的气氛中保持敏捷的思
维，这些都让我对石雕有了更深
刻的认识。”

建筑石雕，作为第45届世界
技能大赛中国新增参赛项目，填
补了国内竞技领域的空白。该项
目在操作过程中对精准度的要求
极高，最大误差不能超过 2 毫

米。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
在这里体现得淋漓尽致，这恰与一
丝不苟、精益求精的精工精神不谋
而合。

方韶表示，这次获得冠军，比
赛过程可谓一波三折。由于没有参
赛经验，在刚开始比赛时不熟悉
规则，落下很多分，但郑权没有
气馁，迅速调整好状态，奋起直
追，最终凭实力反败为胜，一举
夺冠。

“只有艰难，取胜才更有意
义。”郑权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说，

“手麻了、腿酸了、眼花了，但为
国争光的信念一直支撑着我，我是
代表国家来参赛的，我必须拼搏到
底。”郑权表示，雕刻是一门边缘
学科。它涉及的知识面很广，只有
不断学习，提升自身潜力与实力，
才能走出一片更宽广的天地。

“这次大赛夺冠仅仅只是开
始，未来我将根据自己的所学所
悟，配合导师和学校打造优势项
目，争取在下届比赛中继续取得好
成绩。”郑权说。

黄山职业技术学院

郑权郑权：：精 细琢铸就成功
本报记者 方梦宇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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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日前在俄罗斯喀山落下帷幕。在本次大赛中，中国代表团表现十分
出色，共获得了16枚金牌、14枚银牌、5枚铜牌和17个优胜奖，再次荣登金牌榜、奖牌榜、
团体总分第一。凭借连届赛事的卓越表现，中国青年工匠已经成为世界大赛上的靓丽风景
线。本报特选取5位获奖选手，将他们的事迹呈现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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