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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徐炯

通讯员 蒋礼刚 张超 徐

霞丽 颜利亚 俞丽佳）自

9 月 16 日市政府新闻办、

市总工会联合召开杭州市

庆祝全国首个“926 工匠

日”新闻发布会以来，全市

14 个区县工会结合各自

实际，通过开展技能竞赛、

劳模宣讲、文艺汇演等多

种形式的活动，凝心聚力，

迎接全国首个“926 工匠

日”的到来。

下城区总工会举行下

城区劳模工匠宣讲团成立

仪式，各级在职劳模和工

匠、职工代表等 200 余人

共聚一堂，参与活动。宣

讲会上，陈发、朱建慧、黄

飞华和朱雅仙4位劳模工

匠分别登台分享了他们履

职敬业、追梦筑梦、奋斗圆

梦的故事，讲述了各自对

责任的理解、对奉献的诠

释，生动再现了他们爱岗

敬业、精益求精、无私奉献

的劳模工匠精神。

拱墅区总工会联合区

人社局、市机动车服务管

理局拱墅管理处共同主办

“名区建设赛技能·匠心共

筑中国梦”汽车钣喷技能

竞赛决赛。大赛共有 12

家企业组队参加，共计72

名参赛选手参加了理论考

试，48名选手成功晋级实

操决赛。据悉，本次大赛

钣金工、油漆工分别设一

等奖、二等奖、三等奖。同

时，钣金工和油漆工一等

奖、二等奖选手将由区总

工会授予“拱墅区技术能

手”称号，三等奖选手将授

予“拱墅区创新能手”称

号。钣金工理论和实操双

合格人员将由区社局核发

《汽车修理钣金工》四级证

书，前3名发三级证书。

钱塘新区举行第一届

“钱塘工匠”表彰大会。钱

塘新区党工委委员、党群

工作部部长陈金泉，首届

“钱塘工匠”认定工作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分管领导，

总工会领导班子成员出席

大会，新区总工会委员、经

审委员、历届工匠代表、历

届工匠提名奖代表、企业

工会主席代表、企业职工

代表 250 余人参加了活

动。本次“钱塘工匠”认定

工作从今年 7 月初启动，

通过资格初审、专家评审、部门联审、总工

会审核、领导小组审议、社会公示等六个环

节，最终从新区58家企业推荐的108名职

工中认定“钱塘工匠”和“钱塘工匠”提名奖

各10名。

富阳区总工会举行“歌唱祖国·匠心筑

梦”企业职工文艺展演。展演分“匠心筑

梦·职工展风采”和“歌唱祖国·建功新时

代”两个篇章进行，演出内容丰富、精彩纷

呈，多视角、多侧面、多形式地表达了职工

对伟大祖国的美好祝福和对工匠精神的追

求。活动节目既有气势磅礴的企业之歌、

展现企业职工真情实感的诗朗诵、轻松欢

快的小组唱、生动感人的情景剧、轻快激昂

的器乐演奏，又有充满异域风情的民族舞

表演以及铿锵有力的大合唱，凸显富阳当

代职工弘扬工匠精神，展新风采、创新业

绩，建功新时代。

桐庐县总工会通过工匠事迹展板展

览、召开座谈会等载体，广泛宣传工匠事

迹、传播工匠文化；各级工会、企业积极开

展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宣传活动，营造全

县职工学习工匠、尊重工匠、争做工匠的浓

厚氛围；通过科协向社会大众全面介绍

“926工匠日”设立的背景、目的和意义；成

立桐庐工匠学院，打造桐庐培育工匠型人

才的开放性平台，传承和弘扬工匠精神。

……

匠心筑梦，实干兴邦。在全国首个

“926 工匠日”之际，全市各区县工会通过

系列活动，弘扬正能量，奋进新时代，充分

激发广大干部职工弘扬和传承精益求精、

开拓创新的工匠精神，为全市“干好一一

六、当好排头兵”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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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凌殊文

9月26日，全国首个“926工匠日”，杭州公布

了30名第三届“杭州工匠”名单。

颁奖会后，三位各具特色的“杭州工匠”接受

了本报特约记者的专题采访。

助力杭州早日成为“数字经济第一城”

陈国军是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浙江有限公司杭

州分公司网络部无线网优中心综合室主管，高级

工程师。

从事无线通信十余年，他负责的“一种面向

5G网络的云架构组网架构”项目，解决了超高密

度站点带来的干扰等多项难题，实现了杭州4G+

全国首商用，确定了杭州 4G+全国第一城的地

位；“杭州VOLTE首商用网络”项目，使杭州率先

全国进入高清语音通话时代。

2016年，他参与制定了G20主要会场的无线

网络覆盖规划和优化方案，提起这段经历，他说：

“我印象最深的是，当时主会场国际博览中心的

4G网络覆盖方案的设计和落地。为了保证中外

各国政要、媒体记者、工作人员的无线网络使用需

求，我们走过了国博室内85万平方米的每一个地

方，进行了反复的测试，确保室内外基站建好后，

每个房间、每个角落都有信号，最多的一天步行测

试了8万步。”

9月26日，他看到自己的名字出现在第三届

“杭州工匠”名单上，感触很深。

“我认为工匠精神就是精益求精、精雕细琢，

要爱岗敬业，也要坚持创新。我们会继续精雕细

琢5G网络建设，努力打造高品质的5G无线网络，

助力杭州早日成为‘数字经济第一城’！”

各行各业都需要工匠精神

张筱凤是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消化内科主

任，主任医师。

从事临床医学三十余年，她带领团队每年完

成 ERCP 近 3000 例，完成国际上首例超声内镜

下胰腺肿瘤射频消融术，在国内率先开展 Spy-

glass、胆道内射频消融术等手术，开展内镜相关国

自然、省自然等科研项目近 20 项，发表 SCI 论文

近20篇，拥有多项专利。

张筱凤说：“我从事临床医学三十余年，考虑

最多的是病人，如何为他们选择合适的治疗方式，

如何给予他们安慰与信心。”

她以胆管结石为例：“治疗方法有很多，可以

保守治疗，可以做内镜下治疗，有的需要手术，有

的吃中药就可以。像有的老年病人，即使胆管里

有很多结石也不一定适合手术，我首先得考虑他

们耐不耐受。对医生而言，会看病是最基本的，但

还要学会引导病人，给予他们安慰与信心。”

年轻的时候，张筱凤从没把工匠和医生联系

在一起过，但随着时光的沉淀，她懂了，其实各行

各业都需要工匠精神，医生凡事追求细致和完美

就是工匠精神的写照。

活动现场，张筱凤的团队成员为她送上了一

份悄悄准备的礼物——一幅特殊的“家”。

这个“家”字是由团队70人的签名组成的，一

名成员说：“我们主任平时要顾自己的家，还要关

照我们这个家，她的辛苦大家有目共睹。我们是

一个大家庭，要风雨同舟，携手同行！”

再现南宋官窑辉煌景象

叶国珍是浙江萧山宋代名瓷研究所所长，教

授级高工。

从事南宋官窑瓷制作五十年，他的作品先后

获中国宋代五大名窑大师作品展金奖和中国工艺

美术大师作品展金奖等多项国家级大奖，其南宋

官窑薄胎厚釉瓷研究填补了国际空白。

每次和泥、制坯胎的时候，叶国珍的脑海里都

会闪现八百年前杭州官窑辉煌壮丽的景象，那粉青

釉色、冰裂纹片、紫口铁足、古朴器型无不让他沉醉。

在实际烧制中，叶国珍还加入了很多新时代

元素。

他说：“我在保留杭州官窑传统特色的基础上，

把官窑艺术与茶文化生活结合起来，烧造成功南宋

官窑倒流壶作品，在一带一路茶与瓷文化交流中深

受好评，精美程度远远超过了最初的南宋官窑。”

可能烧制了一千次，连一个成功的都没有，但

他依然坚持不懈，孜孜不倦，再现了南宋官窑的

“薄胎厚釉”。

本报讯（记者 王钰哲）作为庆祝全国首个

“926工匠日”系列活动之一，杭州工匠作品公益

拍卖会于9月24日，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三楼南

序厅启动。

本次公益拍卖的拍品为23位工匠提供的工

艺品，拍品数量39件。展拍旨在通过蕴含“匠心”

品质的各件展品，展现精益求精、传承创新的工匠

精神，传递工匠爱心，厚植工匠文化。这些作品均

为知名工匠亲手制作，工艺精美、独具匠心，具有

极高的艺术品质和收藏纪念价值，饱含了工匠们

无私奉献，回报社会的拳拳爱心。

如王文英大师工作室的作品——凸面玻璃双

面绣《松鹤延年》《白鹦鹉》《桃花燕子》，是用普通

家用缝纫机和真丝色线一次绣出正反两面相同图

案，装裱入特殊的专用原木工艺座架，可两面观

赏。浙江工匠朱炳仁的作品《五牛积福》，将故宫

博物院绘画藏品——唐代韩滉的《五牛图》进行立

体化呈现，历时五个月的时间，朱炳仁以全铜材质

塑造了逼真的、活灵活现的五牛摆件，再现了原画

中五头牛的风采。

在拍品中还不乏国礼。由杭州工匠朱军岷所

创作的《唐马——决胜千里》曾在2019年4月，作

为第二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马来西亚

总理马哈蒂尔来访中国的特殊礼物。该作品以

红、黄、蓝、白作为主色调，采用的表面釉上彩制作

是“朱府铜艺”独创的特殊技艺，工艺十分复杂，对

呈色技法的要求非常高。由杭州工匠嵇锡贵创作

的G20杭州峰会国宴瓷《国色天香》对杯，采用传

统青花瓷设计元素，以绽放的牡丹表现“唯有牡丹

真国色”之寓意，整体格调高雅庄重，具备典型的

中国陶瓷艺术元素。另外，还有金国荣、王笃清、

房翔等20余位工匠的艺术作品参与拍卖和义卖。

本次拍卖、义卖所得的收益，将全部捐给杭州

市“春风行动”，并成立“春风行动”劳模工匠专项

爱心基金，用于帮扶、救助困难群众。市人大常委

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郑荣胜，副市长王宏，市

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王越剑，市民政局党

组成员、副主席王新宇，市总工会领导沈慧、张坚

申、朱幼青、闻国平、应满红、杨洪富、朱佳龙、翁正

营、龚勤芳、张明，工匠代表，参拍企业和嘉宾参加

了捐赠仪式。

仪式上，杭州工匠赵建忠作为工匠代表，向

“春风行动”捐款12.8万元，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

务副主席王越剑作为“春风行动”代表接受捐赠。

郑荣胜和王宏向工匠代表叶建英、金国荣颁发“春

风行动”捐款荣誉证书，并共同宣布“春风行动”劳

模工匠基金正式成立。

杭州高质量发展的脊梁
——第三届“杭州工匠”专访

喜迎全国首个“926工匠日”

杭州最牛匠心之作首度爱心公益拍卖

新闻链接

“春风行动”是杭州帮扶救助困难群众的一面金字招牌，今年已经是我市连续第二十年开展“春风

行动”。在每年“春风行动”捐款中，来自各行各业的广大职工和劳模工匠都是捐款献爱心的主力军。

一批劳模工匠还凭借高超的技艺服务社会、践行公益；杭州市职工（劳模工匠）技术服务队也以高度的

责任感与热情，投身技术服务和公益服务。如杭州工匠罗红英坚持“三元理发”公益服务，出资建设希

望小学，资助失学儿童；杭州工匠高号长期为社区老人提供免费上门修脚服务。二十年来，正是一批批

杭州工匠用服务社会的实际行动为“工匠精神”书写了最感人的注脚，用无私奉献的仁厚匠心，为杭州

这座最美善城添砖加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