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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浙江工人日报 在新中国即将迎来70华诞

之际，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总工会主席史济锡

走访慰问了在杭的劳动模范，捎去“娘家人”的节日

问候和深深敬意。

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席郑荣胜，省

总工会副主席张卫华，市总工会党组书记、常务副主

席王越剑等参加走访慰问活动。

9月20日上午，史济锡一行首先来到杭州采荷

实验学校，慰问全国劳模、杭州采荷实验教育集团理

事长何志英。何志英扎根教育事业46年，担任校长

35年，她零起点创办的采荷实验学校、钱江新城实

验学校成长为杭州标志性名校，推进了区域教育优

质均衡发展。

史济锡希望何志英珍惜劳模荣誉，保持昂扬斗

志，在新时代新征程中更好地发挥劳模的引领示范

作用。

在杭州市上城区小营街道一所普通民宅里，史济

锡和全国劳模、83岁高龄的沈昌炽老人促膝交谈。作

为新中国第一批中小型空气分离和液化设备研发人

员，沈老在他的青年时代担负起了近十个产品和课题

的技术研发，为我国火箭卫星发射作出了贡献。就在

前几天，沈老收到了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颁

发的纪念新中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

史济锡动情地说，“我们要把老一辈劳模对国

家、对民族、对事业的热爱和执着传承下来，弘扬红

船精神、浙江精神、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

永葆爱国心，坚定责任感。”

随后，史济锡一行来到浙江省公羊救援促进

会，慰问省劳模、公羊会联席会议主席何军。何军

从2003年投入慈善公益事业，创办了民间公益组

织公羊会。十多年来，何军坚持用自己经营企业的

盈余，投入公益救援和助老服务，完成了一系列急

难险重的救援任务，公羊会成为浙江社会发展事业

领域的一张金名片。

史济锡对何军和公羊会投身公益事业的善举

表示敬意。他希望何军和公羊会在今后的实践中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体现忠诚、体现敬业、体现

担当中更好地服务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本报讯（记者 王钰哲 徐炯 罗昙 凌姝

文）为了展示杭州各行各业工匠的卓越技艺和

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在全国首个“926 工匠

日”即将来临之际，9月23日至24日。杭州工

匠作品展示会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3楼展厅举

行。展示会总面积3000平方米左右，共47个展

位，展出近百件展品，展示分为杭州力量——

高端制造业，杭州品质——现代服务业，杭州

传承——传统手工业，杭州智慧——数字经济

等四个展区。每一个展区通过各自的特色亮

点，集中展现杭州技术发展和科技创新的重要

成果，同时也展示了历史文化名城杭州传承千

年的悠悠匠心。

彰 显 制 造 业 实 力 的 展 区——“ 杭 州 力

量”。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国之重

器。先进高端制造业是提升一座城市核心竞

争力的“加速器”，是城市发展的基础。此次

“杭州力量”展区展示的是令人震撼的杭州制

造业代表作品。

杭州杭氧股份有限公司在现场展出六万等

级空分设备模型、铝制板翅式换热器、高压立式

多级离心泵、叶轮等空分设备配套部机。自

1956年设计制造出中国第一套制氧机以来，杭

氧始终在自主创新上下功夫，始终坚定走装备

制造业的道路，现已自主掌握了国产空分装置

及乙烯冷箱的设计、制造技术。浙江春风动力

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国宾护卫摩托车曾在G20

峰会上为各国元首保驾护航，此次现场展出的

CF650G国宾车极限速度达每小时170公里，在

国内首次引入ABS防抱死系统，并能实现10公

里内车对车语音视频传输。此外，杭叉、杭汽

轮、东南网架、西子电梯、诺尔康等企业的技术

都在现场精彩呈现。

现代服务业发展的窗口——“杭州品质”。

近年来，我市现代服务业发展迅速，不但吸纳了

大量的从业人员，也涌现出了一大批很有代表

性的工匠。在杭州品质展区知味观展位，中国

烹饪大师、全国技术能手严小华现场为大家制

作“印象杭州”花式点心拼盘。曲院风荷中的荷

花酥，以龙井茶为原料的龙井茶酥，花港观鱼中

的象形金鱼饺子……一个个精致美观的茶点集

聚了西湖山水灵秀之气，在场的观众无一不被

这高颜值所惊叹。据了解，为更好地参加本次

展览，严小华团队从大清早就开始准备食材，制

作样品，发酵面团……

在同一展区，来自余杭塘栖村的法根师傅

正在展示自己的拿手绝活——蒙眼切云片糕。

五斤多重的大刀，手起刀落，平均20秒切完一条

云片糕，厚薄均匀，技艺了得。在李法根看来，

工匠精神是干一行爱一行。“我们在坚守传统手

工的怀旧口味同时，针对消费者新的需求，不断

研发符合时代变迁的新产品。”

金名片汇聚的展区——“杭州传承”。杭

州浸透着江南韵味，凝结着世代匠心。张小泉

剪刀、王星记扇子……在杭州这座历史名城，

有很多大家熟知的老字号和一大批将传统工

艺发扬光大的手艺人，他们已经成为了这座城

市的金名片。此次展示会上，共有近30位工艺

美术类大师的作品及技艺进行展示，其中还设

置了互动教学，增强了观展者的参与感。

吴松江，浙江省工艺美术大师，也是第三

届“杭州工匠”的候选人之一，擅长动物、花鸟

等自然人文题材的石雕创作。这次展示会上，

他带来了作品石雕《西子趣事》。这件作品把

秋季西湖中枯荷的形态雕刻得极具灵性：枯

荷、鱼虾、翠鸟，寓动于静，极具张力。在他的

刀下，石头有了生命，有了趣味。吴松江说，为

了给荷叶系列、莲藕系列找灵感，他常常到西

湖边，一蹲就是半天，专挑烂荷叶拍照留存以

作参考，全然不顾他人诧异的眼光。

最“年轻”的展区——“杭州智慧”。在中国

电信5G体验馆内，一台手持3D扫描建模仪引

起了大家的关注。这台仪器看上去跟迷你挂烫

机很像，按下“开始”按钮后，就可以对任何实物

进行扫描，并通过5G网络将扫描数据实时上传

到电脑，同步形成实物模型。展区工作人员介

绍说：“在汽车生产过程中，可以借助这台仪器

扫描新产品，把产品的三维模型发送到别的工

厂，方便不同工厂学习、讨论，不用再大老远跑

一趟，大大提高了制造业发展的效率。”

日常生活中，无人机出现的频率越来越

高，小到视频拍摄，大到国家安防，很多领域都

能派上用场。这次，浙江大华技术股份有限公

司带来了一款四旋翼机型无人机，它可以穿梭

在各种恶劣复杂场景中。当树被吹弯、行人顶

风举步维艰时，无人机不会被掀翻，还能平稳

正常飞行。据了解，该产品主要用于警用安

防、森林防火、电力巡检、铁路巡线、环境监测

等领域。另外，展区还展示了数字经济、城市

大脑成果，包括智慧医疗、智慧停车、智慧管理

等方面。

据了解，本次展览的部分展品于9月24日

作为公益拍品，在杭州工匠作品公益拍卖会上

拍卖。拍卖所得的收益，将全部捐给杭州市“春

风行动”，并将成立“春风行动”劳模工匠专项爱

心基金，用于帮扶、救助困难群众。

匠心筑梦 实干兴邦
全国首个“926工匠日”暨长三角工匠论坛在杭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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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量”“品质”“传承”“智慧”

杭州工匠作品展示会彰显杭派匠心

本报讯（记者 张晓燕 朱颖婕）9月23日

上午，在全国首个“926工匠日”来临前夕，作为

全国首个“926工匠日”系列活动重磅环节的

“匠心筑梦 实干兴邦”全国首个“926工匠日”

暨长三角工匠论坛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举行。

今年5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主持中

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长江三角洲区域

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要求上海、江苏、浙

江、安徽，要增强一体化意识，加强各领域

合作，扎实推进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国家

级专家学者、大国工匠及长三角地区（上

海、南京、苏州、无锡、常州、扬州、宁波、金

华、舟山、嘉兴、湖州、台州、绍兴、合肥、芜

湖）15个城市相关制造业、数字经济、传统

手工业、服务业领域的工匠代表齐聚杭州，

正是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

长三角一体化发展的重要指示精神，共同

分享、探讨、弘扬“工匠精神”，用实干托起

未来，用“工匠精神”筑就“中国梦”。

23日上午，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三楼

举行了“匠心筑梦 实干兴邦”主论坛。

大国工匠、全国总工会副主席、中国航

天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第一研究院首席技能

专家高凤林，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省

总工会主席史济锡，杭州市人大常委会主

任于跃敏，杭州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张

仲灿，杭州市委常委、萧山区委书记佟桂

莉，杭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市总工会主

席郑荣胜，杭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柯吉欣，

杭州市政协副主席汪小玫，以及中国劳动

关系学院、15个城市相关领导，杭州市工匠

认定领导小组成员单位相关领导，杭州工

匠代表，杭州市总工会干部代表参加了主

论坛。

张仲灿代表市委市政府对论坛举行表

示热烈祝贺。他说，杭州是全国首个设立

“工匠日”的城市，近年来，杭州认真贯彻落

实中央和省委决策部署，全面深化“杭州工

匠”行动计划，打响“名城工匠”品牌，有效推

动工匠精神融入城市记忆。本次论坛以“匠

心筑梦 实干兴邦”为主题，为长三角城市群

工匠们展示才干、开展交流提供了良好平

台，必将进一步推动长三角各城市在产业、

资源、人才等方面的资源共享、合作共赢。

张仲灿指出，建设知识型、技能型、创

新型劳动大军，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神，

是我国实现高质量发展、建设制造强国的

迫切要求，也是落实长三角区域一体化国

家战略的现实需要。希望以本次论坛为纽

带，进一步凝聚全社会尊重劳动、尊重知

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思想共识，加强

长三角城际合作交流，共同塑造脚踏实地、

追求完美、创新引领、精益求精的文化认

同，让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成为

时代强音，为推进长三角一体化战略，实现

高质量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上海市总工会党组成员、副主席周奇

作为长三角15城市代表作了主旨发言；中

国劳动关系学院党委常委、工会学院院长、

大国工匠与劳动模范研究所所长杨冬梅教

授作了题为《新时代中国工匠精神的内涵

及特征》的主旨发言；荣获2018年“大国工

匠年度人物”的三位大国工匠代表李万君、

夏立、高凤林分别上台进行主旨发言。

“大国工匠”分享“工匠精神”

高凤林被誉为“火箭发动机焊接第一

人”，参与过一系列航天重大工程，焊接过

的火箭发动机占我国火箭发动机总数的

近四成。他攻克了长征五号的技术难题，

为北斗导航、嫦娥探月、载人航天等国家

重点工程的顺利实施以及长征五号新一

代运载火箭研制作出了突出贡献。

在题为《践行工匠精神 放飞航天梦

想》的主旨发言中，他说，中国要实现从制

造大国迈入制造强国的宏伟目标，科技上

要追赶，文化上同样要跟上。弘扬“工匠精

神”，使认真、敬业、执着、创新成为更多人

的职业追求，促进企业精益求精、提高质

量，带动中国从制造大国走向制造强国。

李万君是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份有

限公司电焊工、高级技师，是我国高铁焊

接专家。他先后参与了我国几十种城铁

车、动车组转向架的首件试制焊接工作，

总结并制定了30多种转向架焊接规范及

操作方法，技术攻关 150 多项，其中 27 项

获得国家专利。

在题为《我和我的祖国共成长》的主旨

发言中，李万君分享了自己32年前从职高

毕业来到客车厂配焊车间，如何克服恶劣

的工作环境和条件，坚守焊工岗位，直到成

为技术专家的经历。他用实践向世人证

明，当工人是有出息的，当一个有技术、能

发明、会创造的工人，更会获得尊重。

夏立是中国电子科技集团公司第五十

四研究所装配钳工、高级技师、高级技能带

头人、小型精密通信天线装配负责人。他装

配的天线服务于北斗工程、远望测量船、探

月工程、中国“天眼”等国家级大型项目。

在题为《我的经历和我认为的工匠精

神》的主旨发言中，夏立分享了从小到拳头

大的机载天线到亚洲第一的65米“天马”射

电望远镜，到世界第一的500米“天眼”，他

装配的产品没有出现过质量事故的事迹。

他说，“工匠精神”不是说做了多大的事，而

是坚持把一件事做到更好。

三位“大国工匠”的发言和他们的成

长经历令人振奋。他们用自己的热爱、勤

奋、立足本岗、刻苦钻研、攻坚克难诠释了

什么是“工匠精神”。

71名工匠共话
“匠心筑梦 实干兴邦”

23日下午，在杭州国际博览中心四楼

举行了分论坛。各行各业的71名工匠分为

高端制造业、数字经济、现代服务业、传统手

工业四大领域分别进行交流分享，共话“匠

心筑梦 实干兴邦”。

数字经济、高端制造业两大分论坛，

围绕互联网时代工匠精神如何打造品牌

升级、推动我国由制造业大国向制造业强

国跃升，解读工匠精神的全新定义。现代

服务业、传统手工业两大分论坛，聚焦行

业改革与创新，传统工艺如何焕发新的工

匠之路、老艺人的工艺传承之道等议题，

展开思想的碰撞。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重要基础。制造

业与数字经济一起，共同构成了实现高质量

发展的“双引擎”。当前，国家正在实施制造

强国战略，大力推进智能制造。杭州市已全

面实施“新制造业计划”，让传统制造业改造

提升，加快制造业数字化转型。全新的制造

业，必然是数字赋能的制造业，也必然成为

分论坛上工匠们热议的话题。

数字经济分论坛上，来自中国移动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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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级工程师陈国军

说：“快节奏是互联网时代的基本特征，但对

高品质的追求同样是团队的内在发展需求，

而工匠精神的延续是团队具备极致思维的

最佳体现。工匠精神最令人着迷的一点就

是精益求精的精神，正如我们为了让客户享

受到更好的移动通信服务，需要用一次次的

试验，一次次的分析，一次次的推倒重来，不

断铸造专业技能，推动技术进步。”

杭萧钢构股份有限公司人力资源部焊

接培训中心电焊培训老师刘克敏，是浙江

省刘克敏焊接技能工作室领衔人，更是从

一名普通的女焊工逐步成长为拥有省级技

能大师工作室女职工。高端制造业分论坛

上，她说,当前，我国正处在从工业大国向

工业强国迈进的关键时期，培育和弘扬严

谨认真、精益求精、追求完美的工匠精神，

对于建设制造强国具有重要意义。而只有

对新时代“工匠精神”的基本内涵形成共

识，才能树匠心、育匠人，为推进中国制造

的“品质革命”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据悉，此次工匠论坛由中华全国总工

会指导，杭州市委、市人民政府主办，中国

劳动关系学院、浙江省总工会支持，杭州

市总工会、杭州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

公室、杭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杭州市

经济和信息化局、杭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局、杭州市萧山区委、区人民政府、杭

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承办，萧山区总工

会、杭州电视台综合频道协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