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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 2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在中南海亲切会见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优异成绩
的中国选手。 他说，推动中国制造和服务迈上中高端、
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 新一代青年技能人才肩负不可
替代的使命。 我院崔兆举、顾威烈两位选手参加会见。

李克强说， 要全面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和部署，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激发“双创”澎湃
活力，弘扬工匠精神，这是推动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
强大动能。 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进程中，技能人才可以大有作为，也必
将大有作为。

受李克强邀请，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代表
团全体团员来到国务院小礼堂。 李克强与选手们握
手祝贺，勉励他们“要努力做大国工匠，把在世界技
能大赛上取得的历史性突破融入到日常工作中，带
动各行业职业技能水平实现历史性突破。 ”

本届大赛今年 10 月在阿联酋阿布扎比举行，68
个国家和地区的千余名选手参赛。我国 52名选手平
均年龄不到 21岁。 在运输与物流、结构与建筑技术、

制造与工程技术等 6 大类 47 项比赛中， 获得了 15
金 7 银 8 铜和 12 个优胜奖，金牌、奖牌和团体总分
均居首位。

其中，我院选手崔兆举力挫群雄，一举夺魁，取
得瓷砖贴面项目金牌， 这是中国军团在这一项目中
的世赛首金。 顾威烈在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取得第
六名的好成绩，获得了优胜奖，这是我国第一次参加
这个项目的比赛。

“质量之魂，存于匠心。 中国青年有匠心，能始终
不渝追求卓越，中国品牌走向世界就有大希望。 ”李
克强说，“我们要让工匠精神渗入每件产品、 每道工
序，‘差不多就行’的心态要不得，以工匠精神支撑企
业家精神，支撑制造强国建设。 ”

据悉， 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 2019 年在俄
罗斯喀山举办，我院已于日前召开第 45 届世赛动员
大会，钱院长寄语世赛团队：希望有更多的中国选手
能站在“技能界的奥林匹克”的舞台上，展现中国青
年的精湛技能和良好的职业素养，争做技术雄鹰。

内容来源：技能中国

李克强总理会见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选手
我院崔兆举、顾威烈两位选手参加会见

为全面总结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工
作，表扬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和为参
赛工作做出贡献的单位及个人，2017 年 11 月
21 日上午，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在北京召开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总结大会暨第 3届中国

青年技能营开营仪式。人社部党组书记、部长尹
蔚民出席会议发表讲话， 为第 3届中国青年技
能营授旗并宣布第 3届中国青年技能营开营。

院长钱正海携崔兆举、顾威烈两位选手赴
京参加本次总结大会。

附：我院受表彰选手与专家、教练名单：
一、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金牌获得者（16名）
（十一）瓷砖贴面项目崔兆举
四、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优胜奖获得者（12名）
（六）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顾威烈
六、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训基地（93个）
（十三） 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浙江建设技

师学院
（十六）瓷砖贴面项目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七、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技术指导专

家（156名）
（十六）瓷砖贴面项目高艳涛

九、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教练（185 名）
（十三）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 徐震
（十六）瓷砖贴面项目 王华飞
十二、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入围集训选手

（350 名）
（七）砌筑项目（9人）
洪然 葛泽恒 叶节霖
（十三）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9人）
高宇宙
（十六） 瓷砖贴面项目（10人）
王崇杨 詹长顺 李杭铖
注：该名单摘录自《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关

于表扬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和为参
赛工作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及个人的决定》（人
社部发〔2017〕86 号）文件的附件：第 44 届世界
技能大赛获奖选手和为参赛工作做出突出贡献
的单位及个人名单

钱正海院长携崔兆举、顾威烈两位选手赴京
参加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参赛总结大会

世界技能大赛首登金牌榜榜首
中国技工，最牛！（工匠绝活·特别策划）

（节选）《 人民日报 》（ 2017 年 11 月 23 日 09 版）

编者按：
2017年 10月， 在第 44 届世界技能

大赛瓷砖贴面项目的比赛中， 我院选手
崔兆举凭借自己精湛的技能、 稳定的心
理素质，一举战胜了来自世界 26 个国家
和地区的选手，勇夺金牌，引来了媒体的
广泛关注， 先后有多家主流媒体对崔兆
举同学进行了深度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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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 心

“让世界因我们而为中国点赞”
……
在近日落下帷幕的第四十四届世界技能大

赛上， 平均年龄不到 21 岁的中国代表团斩获
15 枚金牌、7 枚银牌、8 枚铜牌和 12 个优胜奖，
荣登金牌榜榜首。 梦想开花，载誉归来，少年心
性掩饰不住心中喜悦：“颁奖晚会上， 当主持人
一遍又一遍地念着‘China’的时候，我觉得特别
开心。以后不论走到哪里，我都可以骄傲地告诉
别人，我是一名技术工人。我就是想通过自己的
努力，让社会改变对我们的看法，让世界因我们
而为中国点赞：‘中国制造：牛！’”瓷砖贴面项目
金牌获得者崔兆举兴高采烈地告诉记者。

然而在奖牌、掌声、鲜花和闪光灯的背后，
这群少年也承担着别样的“苦”。但年轻人，从来
就不乏苦中作乐的本领：

“瓷砖切口已经伤不到我了。 ”崔兆举举着

已经被磨出一层厚厚茧子的双手俏皮地说。
瓷砖贴面项目， 崔兆举的作品做到了以一

根金属杆贴在瓷砖平面上中间不透光， 同时一
张 A4纸不能插进去。

成 长

新奇的兴趣、成功的喜悦、榜样的力量、自我的
要求……初心， 以一种由内而生的力量鼓舞着每
一个年轻的技工，在磨砺技能的道路上从不止步。

杭州最热的时候， 气温 38 摄氏度以上，室
外地面温度更是接近 50摄氏度。为了掌握胶泥
在不同温度下的性能， 崔兆举经常在这样的室
外环境下练习，一天 6个小时下来，衣服都能拧
出水来。 一个作品需要 600 块左右瓷砖，识图、
切割、镶嵌和抹缝，周而复始。 崔兆举就是在这
样无数个训练周期中， 伴随着身后越垒越高的
废瓷砖走向世赛的舞台。

枯燥而艰苦的重复训练是每一名工匠成长
的基础，然而练就绝活，不是“熟能生巧”一词可
以简单概括。

多琢磨、找方法、求创新，以精益求精的工
作态度，使每一次训练都有进步和收获。

不同的行业，相似的经历，每一名“金牌工
匠”的成长都离不开对初心的坚守，然而只有这
样的精神动力还远远不够。

崔兆举来自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这是一所有
近 40年办学历史的建设类技师学院， 有建筑高技
能人才培养的“黄埔军校”的美誉。正是在这所学校
里，崔兆举有幸遇到了他的启蒙教练———我国世界
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第一位获奖者高艳涛，在他

的精心指导下，开始了自己的世赛征程。
……
有专家表示， 技术工人的社会地位是一个

风向标，折射出一个时代的价值取向。在这群金
牌工匠的人生选择和职业发展上， 都折射出技
工教育的蓬勃发展、 经济发展对高素质技术人
才的渴望、“工匠”社会地位的日益提高。当每一
滴汗水都折射太阳的光芒， 每一份付出都照亮
梦想的天空，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
者大军”才会真正形成。

传 承

“让更多年轻人成为优秀工匠，展现中国力量”
鲜花与掌声之后，崔兆举的生活重新回归平

静， 他又坐回了工程管理高技班的教室里学习。
他说：“今后，我要把在比赛中获得的经验传授给
我的学弟学妹们，帮助更多的年轻人成为优秀的
工匠，展现中国力量，发出中国最强音。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