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皖工徽匠炫技羊城 技工大省结出硕果

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于 2020 年
12 月 10 日至 13 日在广东省广州市成
功举办。 大赛主题为“新时代、新技能、
新梦想”，共设 86 个比赛项目，包括 63
个世赛选拔项目和 23个国赛精选项目。 全国各省（区、市）、新疆生产建设
兵团和有关行业的 36 个代表团的 2557 名选手参赛。 这是新中国成立以
来首次举办的竞赛规格最高、项目最多、规模最大、技能水平最高的综合
性国家职业技能大赛。

安徽省共派出 97名选手参加全部 86个项目的比赛， 斩获 2金 1银 1
铜和 44个优胜奖，19个项目入选国家集训队， 金牌数量居全国第 8位，团
体总分居全国第 11位，被授予“突出贡献奖”。 我省芜湖铁画锻制技艺获评
“最受欢迎的中华十大绝技”。 省政府向安徽代表团发表扬信。

近年来，全省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技能人才培养各
项决策部署，全力推进技工大省建设，培养了一大批懂技术、有技能的产
业工人。 截至 2020 年底，全省技能人才总量达 574.3 万人，其中高技能人
才 164 万人，分别较“十二五”末增长 40.9%、47.3%。

�� 汽车喷漆项目银牌选手程裕林 （（左一））；；园
艺项目金牌选手于飞龙、、郝少宇（（左二、、左三））；；
油漆与装饰项目金牌选手王雅斌（（右二））；；珠宝
加工（（国赛））项目铜牌选手吕平平（（右一））

�� 芜湖铁画锻制技艺传承人

储铁艺（（左一））

�� 烹饪 （（西餐 ））项目选手
尹显瑞

�� 工业 44..00 项目选手
王韬、、郭成成

�� 飞机维修项目选手

谢凯培

�� 时装技术项目选手张燕

比赛现场

金牌

王雅斌：“闯”出冠军路

在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中， 来自黄山学院的选手
王雅斌斩获了油漆与装饰项目金牌。 而这块沉甸甸的
金牌背后，浸润着无数个奋斗的日夜。

王雅斌是产品设计专业的学生 ，因擅墙绘而被教
练刘元元一眼看中 。 收到参赛邀请时 ，他正面临着求
职选择，但踌躇了一番后，少年还是决定“闯”一把。

接下来的一年多时间，王雅斌都在“魔鬼训练”中度
过。 面对误差不超过 2 毫米的赛事标准，他只能通过反
复训练提高技术精度。 “实际操作和学校里学的差别很
大。 ”王雅斌说。落差感和挫败感让他不得不学会自我调
适，在高强度的训练中寻找保持激情的心理平衡点。

王雅斌的目标始终是金牌。 压力让他深知自己必
须主动成长，由内而外突破“蛋壳”。 备赛中，他不仅关
注其他选手信息， 也对自己的实力进行了全面分析诊
断，及早“对症下药”。 针对时间规划上的短板，训练后
无论多晚， 王雅斌都会看几遍往届世赛冠军的比赛视
频，模拟将自己带入比赛现场，学习时间分配方法和技
术经验，在赛事中充分发挥实力。

机会不会辜负有准备的人， 王雅斌在大赛中如愿
拿到了金牌，但他却并没有时间休息。 目前，世赛选拔
淘汰赛的备赛拉锯战已经开启，王雅斌也将勇立潮头，
带着拼劲向一个又一个的人生目标进发。

于飞龙、郝少宇：赛浪淘出“金搭档”

在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中，黄山学院选手于飞龙、
郝少宇斩获园艺项目金牌， 这是该校选手第三次蝉联
园艺项目全国赛桂冠。

在教练伍全根老师眼中， 于飞龙和郝少宇都是内
敛少言的男孩， 说起如何与园林专业结缘， 他们的经
历不尽相同。 郝少宇从小就是个植物控， 喜欢摆弄花
草 ，与园艺 “两小无猜 ”，因为兴趣大学选择了园林专
业 ；而于飞龙对园艺则是 “一见钟情 ”，自听了上一届
世赛园艺项目选手严迪 、 温康学长的校园巡讲后 ，激
起了学习园林专业的热情 。 为了提升园艺实操能力 ，
两位志同道合的小伙子一拍即合， 组队报名了第一届
全国技能大赛园艺项目。

“本来以为堆堆石头 、铲铲土就可以了 ，但是事实
上要复杂得多。 ”于飞龙笑着说。 园艺比赛是双人团队
项目，不仅考察选手技艺 ，还要考察选手的设计水平 、
识图基本功以及审美能力。 在对比赛项目几乎零认知
的情况下，两位小伙子不仅要学规则 、练操作 ，还要逐
步提高默契度和审美能力。 在教练的帮助下， 他们从
零开始，相互扶持 、共同进步 ，在辛苦的训练中收获一
个又一个成长的“小惊喜”。

赛浪淘金 ，在经过市选拔赛 、市淘汰赛 、省选拔赛
和省淘汰赛、 全国赛五轮比赛后， 于飞龙和郝少宇最
终登顶全国赛 ，成为园艺项目中的 “黄金搭档 ”。 而他
们还将继续潜入浪潮， 全力投身国家队集训， 以奋斗
拼搏姿态笃定前行，追梦奔跑。

银牌

程裕林：此时不搏待何时

调色 、喷涂 、抛光……实训车间内 ，阜阳技师学院
汽车喷漆专业的学生程裕林正在进行喷漆作业。 基于
对汽车涂装的喜爱， 从进入技师学院起， 程裕林每天
都宅在实训车间内 ，以喷枪为笔 ，以车身为板 ，精耕汽
车喷漆的每一道工序。

师傅带得好，徒弟走的远。 依托阜阳技师学院“学
校像工厂 、教室像车间 、老师像师傅 、学生像徒弟 ”教
学模式 ，通过 “校企双师 ”的共同指导 ，程裕林走进了
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的大门。

赛前 ，程裕林经历了高强度的封闭模拟训练 。 他
时常一连几个小时扎进喷漆作业中 ，反复调整喷枪的
气压 、出气量 ，不断练习走枪速度 ，将所学技艺融入到
肌肉记忆中 ，直至达到喷漆作品厚度均匀 ，无划痕 、无
色差的完美境地才肯罢休 。 通过不断自我加压 、积攒
能量 ，在大赛现场 ，程裕林用扎实的基本功 、出色的发
挥和稳定的心理素质夺得了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汽
车喷漆项目的银牌 ， 并入选国家队备战第 46 届世界
技能大赛。

“人生能有几回搏 ，此时不搏待何时 ？ ”程裕林表
示 ，他将放平心态 ，重新出发 ，挖掘自己更多潜能 ，努
力练就过硬技术，争取在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搏”
出佳绩。

铜牌

吕平平：本科生的“技能梦”

“坐办公室 ”俨然成为了多数毕业生的求职趋向 ，
吕平平却是个例外。 2009 年从中国地质大学珠宝学院
本科毕业的他，拥有一个“技能梦”。

“珠宝加工是一门很有意思的工作 。 ”在合肥市
包河区广艺首饰店里忙活的吕平平说 。 从图纸到实
物的奇妙转换中 ， 吕平平不仅掌握了新的技能和知
识 ，也从中体会到了成就感 。正是这点滴成就感的汇
聚 ，让他对自己的专业由感兴趣变成了热爱 ，立志要
做一名珠宝加工行业的 “大匠 ”。毕业时 ，他选择了走
上企业一线技术岗位 ，从最基础的执模 、镶嵌 、打磨
等技术干起 ，磨炼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 。

2020 年，吕平平“筑梦”11 载迎来了新机遇。 在教
练陈瑞虎的鼓励下， 吕平平抱着忐忑的心情报名参加
了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安徽省选拔赛， 并顺利拿到了
代表安徽省参加全国大赛的 “入场券 ”。 为了专心备
赛 ，他放下手头的工作 ，研习赛事规则及标准 ，在操作
的精细度上苦下功夫，每天训练长达 14 个小时。 扎实
的基础加上刻苦的训练让吕平平在大赛中大放异彩 ，
斩获珠宝加工 （国赛 ）项目铜牌 ，也让他更加坚定了自
己的职业选择。

“筑梦”之路不会停歇。在吕平平看来，职业是长久
的陪伴。目前，他已从一线技术工人成长为店里的技术
指导专家， 而他还将继续用坚持和热爱书写技能人生
的新篇章。

最受欢迎的中华十大绝技

储铁艺：铁艺丹青薪火传

储铁艺与芜湖铁画的缘分 ， 从出生那一刻起就
注定了 。

储铁艺出生于匠人世家，自幼耳濡目染。外公储炎
庆是人民大会堂 “迎客松 ”画作的主创者 ，姨母储金霞
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芜湖铁画的传承人。 外公
给他冠储姓，起名铁艺，是希望他能成为芜湖铁画锻制
技艺的传承人。 三十余年来，储铁艺以锤为笔，以铁为
墨，在一画一锤间，锻造了属于自己的铁艺人生。

铁画制作胜在精巧生动。 为了做出一只“活”的铁
蚂蚁 ，他时常到草坪上捉蚂蚁 ，用透明容器盛着 ，用营
养液养着 ，就是为了便于观察 、临摹 ，发觉动物的神韵
关键所在 。 不仅如此 ，储铁艺还自制工具 ，反复探索 、
练习， 锻制出的蚂蚁、 螃蟹、 花鸟等铁艺作品栩栩如
生，观赏之人无不啧啧称奇。

在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 “中华绝技 ”评选中 ，芜湖
铁画项目凭借独有的技艺、 精美的展示获得了评委和
大众的认可，在全国 171 个展演项目中脱颖而出，被评
为“最受欢迎的中华十大绝技”。

薪火相传，技路漫漫。 储铁艺铭记家风家训，在铁
画技艺钻研和传授上深耕不缀，用心传承、创新安徽传
统文化技艺，于铁墨间书写“徽匠之心”。

安徽选手参加第一届全国技能大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