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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发建：三十年不变，只为一杯啤酒

工匠名片

项发建，1973年2月出生，

酵母扩培主管，从1993年高中

毕业至今在千啤从事啤酒酿造，

从一名普通工人逐渐成长为啤

酒酿造工高级技师、高级啤酒酿

酒师、品酒师、省技能大师工作

室领衔人、浙江省首席技师、浙

江省“百千万”高技能领军人才

（拔尖技能人才）、杭州市劳模，

积累了大量的实践工作经验，掌

握了啤酒“灵魂”酵母的核心技

术。第五届“杭州工匠”。

工匠语录

“酵母的培育，也是一种

生命的酝酿。”这一路的开拓

进取，凭借的是自己质朴的信

念，“凡事，就应该认认真真做

好”，更是凭着一种对事业的

责任心。

【
记
者
感
言
】

行行出状元
杭州工匠特别报道

项发建和酵母打

了近30年的交道，从不

曾觉得乏味。一般酵

母菌种筛选选育需要

至少3个月时间，其中

酵母研制很大部分还

要依靠运气，但我们明

白，项发建能在啤酒酵

母的专业领域上站住

一席之地，并不是简单

地寄希望于所谓的“运

气”，而是凭借着持之

以恒的深耕。

我们冲着显微镜

下的微型啤酒酵母是

如何增创 3000 万元的

巨额经济效益而来，不

料，拜倒在这位平凡匠

人对酵母最原始的情

怀之上。这个认真、质

朴的慢热型男人，他把

青春都献给了酵母。

陈正江 周应中

自今年 8 月 1 日起，《杭州市深化职业教

育改革实施方案》正式施行，这是杭州市加快

推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培养更多高素质

技术技能人才，全力助推打造“数智杭州·宜

居天堂”的重要举措。 近日恰逢《杭州争当

浙江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城市范

例的行动计划（2021—2025 年）》发布，一幅

“大杭州、高质量、共富裕”的美好画卷展现在

人们面前。

增加优质职教资源供给
是破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

现实需要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

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

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根据第七次全国人

口普查数据，杭州常住人口已超过千万，自2019

年以来，杭州每年人口净流入超过50万，人口结

构发生新的变化，这对教育公共服务供给提出

更高要求。作为省会城市，杭州产教资源相对

集聚，经济总量在全省处于前列，主导产业特色

鲜明、优势突出，职业教育实力较强，在杭高职

院校18所，11所入选国家“双高计划”建设单位，

另有18所中职学校创建成为国家、省级改革发

展示范校。但当前杭州优质职业教育资源供给

仍然不足，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仍存在差距，亟

需深化职教改革，提供更多优质职业教育资源，

以满足人民群众对接受更加公平、更高质量、更

多选择的职业教育的期盼。

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是打造“数智杭州·宜居天堂”的

重要支撑

杭州的传统经典产业资源丰富，传统技艺

源远流长，工艺美术、丝绸、茶叶、中药作为杭州

的四大历史传统经典产业，拥有张小泉剪刀、王

星记制扇、都锦生织锦、胡庆余堂中药等一大批

历史经典品牌。如今杭州民营经济发达，在全

国工商联 2020 年 9 月发布的中国民营企业 500

强中，杭州上榜企业35家，数量列全国城市第四

位。杭州是全国首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城市，近

日杭州又入选国家产教融合型试点城市，同时

入选国家产教融合型企业的4家浙江企业中，有

2家总部在杭州，1家中国销售中心在杭州。杭

州市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在校生超过30万人。

当前，杭州紧紧抓住浙江省创建“国家数字经济

创新发展试验区”的战略机遇，以数字经济与新

制造业计划为抓手，打造“数智杭州·宜居天

堂”，通过职业教育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

才，为数字经济和新制造业计划提供充足的人

才和技能基础。

深化职教改革是
实现人才“价值增值”实现共同富裕的

内在要求

近年来，在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

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新国

潮”兴起，消费升级势头不减，这对职业教育深

化改革，培养技术技能人才提出更明确的要

求。职业教育兼具推动社会发展和人的发展双

重功能，极大地促进着人才“价值增值”。杨金

龙、李庆恒、蒋应成、李有念、陆立军、陈楚等一

大批高技能人才作为杭州职业教育人才的优秀

典型和模范代表，分别荣获2021年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和“中国青年五四奖章”等荣誉。“不唯

学历唯能力”、“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一

技之长、能动天下”正在成为风尚，在提升职业

教育社会影响力和吸引力的同时，也鼓励着劳

动者通过诚实劳动、辛勤劳动、创新创业实现增

收致富，有力激发了社会大众共同奋斗、共同富

裕的强大动力。

争做共同富裕城市范例
职业教育自当扬帆奋楫

桑涛

习近平总书记说：“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

精神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

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的生动体现，是鼓舞全党全

国 各 族 人 民 风 雨 无 阻 、勇 敢 前 进 的 强 大 精 神 动

力。”进入新时代，工匠精神有了新的时代内涵，应

当在更广阔的领域、更广泛的劳动者中培养工匠、

塑造工匠、弘扬工匠精神，让学工匠、做工匠、培养

更多的工匠为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成

为全社会的新时尚、新风气。

新时代赋予了工匠新内涵

进入新时代，“工匠”这一概念的内涵，再也不

是农耕时代的手艺人，也不再是工业革命时期的

熟练工，新的时代，赋予了工匠新的时代内涵。这

是由于，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产业分工更加细化的

同时，原料、管理、技能、劳动、产品等劳动要素也

进一步融合，一个产品的产出，不再像农业时代和

工业革命初期那样专属于哪一位劳动者，而更多

属于团队、属于团结协作的结果，大到汽车、宇宙

飞船，小到手机、芯片、光刻机。同时，“产品”的内

涵也不再仅仅包括有形的物体，也包括了“无体

物”如电力、煤气，更包括了服务、医疗、教育、管理

等“虽无形体、但看得见”的行为，尤其是针对人的

活动，如教师、医生，他们并没有生产什么“产品”，

但是他们培养出了科学家、艺术家，他们治疗了绝

症、挽救了生命，甚至比生产出有形的产品更加宝

贵；再如侦查人员，他们通过艰苦努力查明案件真

相，抓获犯罪分子，为被害人申冤；法官、检察官，

他们运用高超的法律技能，通过审查甄别证据，判

明案件，还当事人以公道，维护社会公平正义……

由此可见，新时代的工匠精神，除了具有一般意义

上工匠精神的内涵，其所涵盖范围也越来越广，实

践要求越来越高，引领价值越来越大，我们应当以

更广泛的视野、更深刻的理解去界定当代意义上

的“工匠”概念与内涵。

在更加广泛的领域中培育和选树工匠

进入新发展阶段，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日益增

长，在工匠精神内涵方面，就是更侧重强调创新意识、提

高创新能力。在工匠精神的实践上，要求更加追求精益

求精和出类拔萃。正因为如此，在杭州工匠的评选认定

中，我市从制造业、传统工艺美术类延伸到数字经济，再

到现代服务业、教育卫生系统，社会治理领域，以及金融、

城市勘测、媒体主持、孤残儿童护理等行业领域，正是新

时代基于对习近平总书记“执着专注、精益求精、一丝不

苟、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充分领悟和高度契合。为了适

应新时代，我们就应当在更加广泛的领域内，按照高质

量、宽容量、正能量、精数量和有力量五个原则，开展“杭

州工匠”的培育、选树和认定工作。

以工匠精神为引领营造崇尚工匠的氛围

首先，要营造全社会对新时代工匠新内涵的认

识。要向全社会宣传新时代工匠的基本内涵，用新时

代工匠标准、工匠精神去教育广大群众，培养劳动者、

造就劳动者，使新工匠精神深入人心。

其次，要重视非“手艺人”类型工匠的选拔与培

养。要更加注重以工匠精神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

品质生活，积极引导各行各业劳动者勤勉奋斗、精益

求精、追求卓越。以司法工作为例，我们在办理每一

起案件中，都要以“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态度，以求

极致的态度将案件办好，实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让人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公平正义”；不

但如此，我们还应当创新工作方法，提升办案质效，使

正义不但要实现，而且要以人们看得见的形式实现；

要突破传统理论，将办案技艺传授给年轻人，将事业

传承下去，培养更多的司法工匠、业务专家，为国家的

长治久安奠定坚实的基础。

再次，更加注重以工匠精神引领社会新风、塑造

时代精神。要讲好“工匠故事”，树立工匠楷模，把工

匠精神升华到理论、文化的高度，引领社会风尚，激励

每个劳动者靠钻研掌握本领、以奋斗成就梦想。

在更广泛的劳动者中
培育工匠选树工匠

记者 郑晖

站在千岛湖啤酒有限公司高处，越过高高低

低的发酵罐，项发建指着远处的厂房里冒出来的

白色雾气说：“那是蒸汽。闻到了吗，这是蒸麦子

的味道。”

项发建，身着一套有些发白的浅蓝色员工制

服，像极了流水线工人们标配。神情专注、不善

言辞，很难想象他就是“酵母君”——曾斩获2020

年布鲁塞尔国际挑战赛银奖等国际大奖的一线

技术骨干。

都说“水是啤酒的血液，酵母是啤酒的灵

魂。”这个认真、质朴的慢热型男人，他把

青春都献给了酵母。

项发建是淳安汾口人，从小成

长的地方正是他与“千岛湖啤酒”

最重要的一次结缘。1985 年千

岛湖啤酒的第一个生产基地就设

立在汾口，年少的他就知晓它。

1993 年，他高中毕业进入工

厂。1995年，从事酵母的培养、筛

选工作，他开始了一场与“酵母”

长达近30年的亲密接触。“其

实当时我连啤酒、酵母是

什么都知之甚少，

我也不知道会

干这一行一

辈子。”他

的想法很简单，在对工人这个职业仰视的90年代

初，能掌握一门技术就是捧住了一个铁饭碗。

“酵母的培育，也有诞生和成长，也是一种生命

的酝酿。”项发建认为，酵母培育相当于是从实验室

培育菌种到投入规模生产中间架起的一座桥梁。

实验室里出来的菌种要经过筛选、保种、试管、驯化

等等，从实验室到生产线，往往要经过十多道工

序。而扩培的意义是让酵母在开始工作前，能达到

足够的数量与健康的活动力。“让它们有足够的数

量，这样它们就能占主导团结在一起去‘战斗’。”项

发建一边解释一边查看贴在车间墙上的“酿造部发

酵罐状态看板”，上面80多个大小不

一的发酵罐各自不同的生产

状态。

酵母扩培的过程，是

循序渐进的。正如项

发建一如一日刻苦钻

研和对酵母研制的乐

此不疲。

项 发

建一门心

思扑在工

作 上 ，经

常是第

一个到厂，最后一个离厂，碰到问题及时请教老

师傅们,打破砂锅问到底。几年下来，便掌握了

啤酒酿造技术。

2003年，是项发建在千啤工作的第10年。他顺

利进入了湖北轻工职业技术学院深造，开始系统化

学习酵母的理论知识。从“啤酒王国”慕尼黑远赴而

来的资深酿酒人，在啤酒专业中接受校园式正统教

育的年轻人……那段日子，孤独与充实交织。

回来之后，在千岛湖新的厂区，项发建在酵母

培养领域既发表了论文，又为千啤带来了不俗的

经济效益。他用2年的时间与酵母擦出火花，又

在近10年之后开始深耕他与酵母的故事，不慌不

忙地完成到“酵母君”的蝶变。

这个初见时让人觉得内敛的男人，在车间里

仔细地给记者说拉格酵母、精酿原浆、培育“双乙

酰”等专业用词，眉飞色舞地聊起酵母、酵母实验、

酵母学术是，他侃侃而谈。关于酵母，他想要说

的、可以说的有很多很多……“去年2020年布鲁

塞尔国际挑战赛银奖，我们用了三四个月，精心培

育了三种酵母，最后选定了一种送上去。采用三

代或者四代的酵母，性能最好，发挥最稳定。”他没

有聊荣誉，聊的是经验。

“千岛湖啤酒，是浙江省出口量最大的啤酒，也

是最大的本土啤酒品牌。”目前千岛湖啤酒出口到美

国、加拿大、欧洲、东南亚等全世界多个国家和地

区，“让他们喝到中国的啤酒。”

项发建一回眸，在啤酒博物馆的墙上，

大大地写着几个字——啤酒拯救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