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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12月 12�日至 13日，浙江建设技师
学院世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金牌获得者崔
兆举，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优胜奖得主顾威烈结
合自身成长经历，利用晚自修时间，在学院报告
厅联袂为 16、17级学弟学妹们作了主题为“汗水
浇铸未来，技能成就梦想” 的精彩分享与交流。

崔兆举是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2014 级建筑
工程管理专业的学生，在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
瓷砖贴面项目上， 他经过 4 天 22 小时奋力拼
搏， 战胜来自世界 26 个国家和地区的选手，勇
夺金牌， 这也是我国在这个项目上首个世界技
能大赛金牌。

顾威烈是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2013 级建筑
装饰专业的学生，在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抹灰
与隔墙系统项目上，他经过 4 天 22 小时拼搏角
逐，与来自世界 19 个国家和地区的顶尖选手同
台竞技，取得第六名的好成绩，获得了优胜奖，
这也是我国第一次参加该项目的比赛。

在分享交流会现场，两位优秀学长分别介绍
了各自比赛项目特点、训练和比赛过程中经历的
种种困难与考验以及自己入校以来学习的心路
历程，在场的每一位同学都听的非常的投入。

分享交流会最后进行了与优秀学长零距离
互动环节，现场气氛活跃，部分学弟学妹代表就
自己关心的技能学习等问题， 向学长进行讨教
学习。 学生处 邹治国

分享 学习 感悟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世赛选手
向学弟学妹们讲述不一样的世赛

勇闯世赛舞台 启动项目首航
———记中国首位世界技能大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奖牌获得者顾威烈

文质彬彬，戴着副眼镜，略显单薄的身板，
初见顾威烈， 很难把他和那个扛起厚厚的石膏
板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可是，就是这位秀气的
杭州小伙子， 代表中国第一次闯进了世界技能
大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的赛场， 并且获得了
该项目的世界第六的好成绩，获得了优胜奖。

在中国代表团 15 金 7 银 8 铜的光芒之下，
这枚优胜奖的奖牌似乎不那么引人注目， 但是
内行人都知道这枚优胜奖有多么的宝贵和来之
不易。 本届世赛上，中国代表团派出 52 名青年
技能选手， 参加了六大类 47 个项目的比赛，其
中，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是中国第一次参赛。没
有任何的经验可言，没有可以参考学习的对象；
而法国、德国、韩国和列支登士敦等技术强国无
论在参赛经验还是技术水平上， 领先我们不止
一个身位， 来自杭州的小伙子顾威烈就是在这
样一个强手如林的赛场上为中国夺回了这个项
目的第一枚奖牌，为国家赢得了荣誉，也为中国
该项目今后的参赛提供了宝贵的经验借鉴。

载誉归来，面对鲜花与掌声，顾威烈还是一
如既往的低调、内敛，一如既往地微笑着。 当记
者与他握手时， 发现与他稚嫩的脸庞极不相称
的是那双布满老茧的手。迎着记者惊讶的目光，
顾威烈有点不好意思地解释道， 因为每天都要
裁切、固定龙骨和石膏板，抹腻子粉、石膏粉，所
以手上全部都是老茧，也特别粗糙。

当有记者问顾威烈， 世界技能大赛给你印

象最深刻的是什么，他说：不同，与我们平时的
训练有太多的不同。 太多的不同在比赛时给选
手带来了更大的挑战，这个挑战有技术的、有心
理的，还有应变能力，初生牛犊的顾威烈，在翻
译、专家和教练徐震、赵祺的帮助下，一一的克
服。特别是最后的自由创意模块，也是顾威烈发
挥的最漂亮的一个模块。 他的自由创意作品具
有浓郁的中国风，熊猫、竹子和木窗三种中国元
素巧妙地结合在一起。 自由创意模块可以说是
一个重要的赛点，既考验选手的基本功，也考验
他们的创意、心态。 比赛中，顾威烈先用掺入颜
料的抹灰材料覆盖于基础墙面， 达到夜色的效
果； 再用石膏浮雕的技术将熊猫的毛发纹理表
现出来，栩栩如生。 从放样、抹灰打底到制作模
型、熊猫到固定窗框，顾威烈可谓一气呵成，干
净利落，比规定的时间整整提早了 40 分钟。 当
一副富于东方韵味的中国熊猫抹灰作品出现在
众人面前时，人群中响起了阵阵掌声。当别国的
选手还在急急忙忙地赶作品时， 顾威烈却已经
从容地在打扫场地。最后，他以总分 707分获得
了该项目的世界第六名，不愧是“抹灰大拿”。

这位不到 20岁的年轻人，在很多同龄人还
在父母跟前撒娇的时候， 凭借那布满茧子的双
手和略显单薄的肩膀，登上了世赛的舞台，为祖
国捧回了奖杯。 破茧成蝶，展翅高飞，我们一起
来看看这位中国第一位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奖
牌获得者的成长之路。

抹灰训练是既辛苦、枯燥，还很脏，可是这
位不到 20岁、身材瘦弱的年轻人从来没有打过
退堂鼓。从 2014年进入校集训队后，每一天，从
早上 8点到下午 5 点都是在训练中度过， 有时
候晚上也训练， 除了吃饭的时间， 他几乎不休
息，可以说是满负荷的。 训练过程中，因为经常
要搬动和切割石膏板，刚开始不熟练的时候，他
的手经常会被割破， 这个时候他总是摸出随身
带的创可贴贴上，然后继续。

比割破手更让人难以忍受的可能就是训练

时产生的粉尘了，可谓无处不在、无孔不入。训练
的第一阶段是立墙体，每天训练结束衣服、头发
上都是粉，即使戴着口罩，也不能完全阻隔。第二
阶段是抹灰，抹灰是水作业，材料很容易就沾到
衣服和鞋子上。 但是在平时训练时，他从来都不
会抱怨，觉得就是应该这样的。于是，在学校的食
堂里， 我们经常会在一群衣着整洁的学生中间，
看见一位身上沾着白色涂料的男生，一个人坐在
角落里安静地吃饭，这就是顾威烈，我们的国手。

追求完美是他的另一个特质。训练时，他总
是会对自己提出更高的要求， 只要有一个地方
不够完美、有瑕疵，他就会一直做到满意为止。
有时候，一个作品完成，离开实训楼，发现外面
已是万籁俱寂。同学们都已进入了梦乡，而他被
锁在宿舍楼外。 国赛时，临走前的那个晚上，他
突然想起一些新的工艺工法想要再试试， 别的
选手都已经走了。他自愿留下了，把新的工艺再
试一试，争取在国赛时做到万无一失。

能成为国手，代表国家出征世赛，还和他沉
稳的性格、 良好的心理素质及较强抗压能力分
不开。技能竞赛都是有时间要求的，但是每一次
他都能有条不紊地去完成。 与世赛的其他项目
不同，抹灰项目没有提早公布题目，怎样评分谁
都没底， 只能参照历年， 分析历年的比赛和要
求。这对选手来说心理压力很大，是一场严格的
考验。在大家都感觉来不及，为他捏着一把汗的
时候，他总是能根据自己的计划，从容地完成比
赛项目， 本次世技赛的第一个阶段比赛也是时
间控制的刚刚好。 这也得益于他强悍的抗压能
力，稳定的心理素质。

“谦虚好学、刻苦努力、追求完美，心理素质
好”，教练徐震这样评价他的得意弟子。

当他载誉归来，接受学院院长钱正海亲自为他
颁发的“技术雄鹰奖”时，面对话筒，这位秀气的杭
州小伙子说的更多的是感恩：感谢有关部门对我们
的关怀与支持，感谢翻译、专家和教练，感谢母校的
领导和老师，感谢所有关心和帮助他的人。

奖牌只是给比赛划上了句号。重返母校，顾
威烈已有了新的目标， 作为中国第一位参加世
技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并获奖的选手， 他将
会把在训练和赛场上积累的经验带给师弟们，
传授给世赛团队的新成员，助力“学院做全国建
筑类世赛项目的引领者”的光荣使命。

院办 陈秀华

雄鹰展翅 展望未来
———学院诗歌朗诵比赛圆满落幕

11月 2日下午， 我院隆重召开第 44 届技能大赛获奖
选手表彰大会，院长钱正海、党委书记沈超、副院长干杏
芬、副院长徐永良、工会主席谢雪芬出席了此次大会。 学院
全体师生参加了大会。

大会首先由沈超宣读了关于表彰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
赛获奖选手和项目指导教练团队的文件。 为进一步弘扬工
匠精神，激励全院师生钻研新技术、掌握新技能、争创新业
绩，经学院研究决定，对获奖选手崔兆举、顾威烈同学，授
予“技能雄鹰奖”。“技能雄鹰奖”是学院授予在世界技能大
赛上获得奖牌的选手的，希望有更多的学子能够在世赛的
舞台上像雄鹰一样展翅高飞。

接着两位获奖选手崔兆举同学和顾威烈上台发表了
获奖感言。 崔兆举同学首先对学院领导、教练团队和同学
们表达了诚挚的谢意，他回顾了自己三年多来如何一步步
从“瓷砖贴面”项目的门外汉到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巅峰
的艰辛路程，一路走来有苦有泪，有挫折更有收获。 所以他
最想对学弟学妹们说的就是：每个人都会有一条属于自己
通往成功的路， 只要你坚持和付出了就一定会取得成功。
顾威烈同学在发言中鼓励学弟学妹们：不要觉得世界技能
大赛遥不可及、与你无关，其实世赛就在我们身边，就在我
们的技能学习中，世赛团队在我们的教师团队中，世赛选

手在我们的同学朋友中。 希望有更多的同学能参与到世赛
中来，今天，我们以学院为荣；明天，学院以我们为荣。

最后钱正海发表了致辞，他充分肯定了我院两位选手
在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的优异表现，他们不畏强敌、沉
着应战、顽强拼搏，克服种种不利因素困难，在历经 31 月
的艰苦训练后最终取得一金一优胜的佳绩。 他们充分展现
了我院学生的精湛技艺和卓越精神风貌，提前实现了我院

“十三五” 发展规划中在世界技能大赛上争取奖牌零的突
破的奋斗目标，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浙江增添了光彩。 技
能改变人生，技能成就人生。 钱院长对大家提出了殷切期
望：希望同学们都能学好技能，期待更多同学能获得“技能
雄鹰奖”，能代表中国站上世界技能大赛的巅峰。

（学生处 石蕾）

技能改改变变人人生生 技能成成就就人人生生
———我院召开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表彰大会

11 月 10 日下午， 学院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团
队表彰大会在学院报告厅隆重召开。 学院院长钱正
海、党委书记沈超、副院长干杏芬、工会主席谢雪芬和
全体教职员工，总计 240 余人参加本次大会，大会由
副院长干杏芬主持。

会上，沈超宣读了学院《关于表彰第 44 届世界技
能大赛项目指导教练团队的通知》文件。在第 44届世
界技能大赛中，学院选手崔兆举、顾威烈分别夺得瓷
砖贴面项目金牌、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优胜奖，这一
优异成绩的取得， 离不开世界技能大赛团队攻坚克
难、孜孜不倦的辛勤付出，在高手云集的激烈竞争中
用激情、用智慧一路披荆斩棘、突出重围，创造了一个
奇迹。 钱正海、沈超、谢雪芬为世赛团队颁奖。

赵宇、高艳涛、徐震三位老师作为世赛团队代表发
言，他们用朴素的语言和真挚的情感，汇报了参赛的心
得和体会，分享了成绩取得过程中的艰辛与不易，充分

展示了“艰苦奋斗、敬业自强、创优争先”的学院精神。
钱正海在致辞中对学院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参

赛工作进行了充分表扬和肯定， 并针对今后世赛工作
提出了三点意见。一是团队建设要加强。团队是发展的
根基，只有一个团结奋进、务实高效的团队才能取得优
良业绩、丰硕成果。 二是项目开发要提速。 稳步推进世
赛项目训练研发中心建设， 加快建成 5个世赛项目，2
个及以上项目保持国家集训基地。 三是标准研制要增
强。全面加强世赛项目相关技术标准的研究，努力成为
世赛项目相关技术标准的参与者，甚至是制订者。

此次表彰大会的召开为学院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
赛参赛拉下了帷幕，也昭示着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备
战已悄然而至。 祝愿世赛团队再创辉煌、捷报频传、喜
事连连，为学院再添新荣誉，期盼世赛团队对工作专注
务实、精益求精、顽强拼搏的精神在学院的各项工作当
中弘扬践行、生生不息、发扬光大。 （院办 朱浩俊）

学院隆重召开第 44届
世界技能大赛团队表彰大会

11 月 3 日上午， 学院
召开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
动员会，会议由学院世赛研
发中心主任、院长钱正海主
持，院长助理赵宇、各专业
系部主任和世赛研发中心
全体人员参加了本次会议。

钱正海首先回顾并总
结了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
工作。 他说学院在第 44 届
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一金
一优胜奖的优异成绩，提前
实现了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中在世
界技能大赛上争取奖牌零的突破的奋
斗目标。 成绩的取得与我们一直以来
坚持和发扬“艰苦奋斗、敬业自强、创
优争先”的学院精神分不开，这是我们
学院发展的灵魂， 它对我们世赛项目
的推进起到了强有力的支持。

钱正海对世赛工作作了四个方面
的总结：

一、成绩卓著，令人振奋。
学院第一次出征世技赛就取得了

一金一优胜奖的优异成绩， 无论从行
业还是全省来讲都是非常突出的。 这
个成绩来之不易、令人振奋，得到了人
社部、住建部、人社厅和省机电集团的
高度评价； 同时也引起了全省乃至全
国的关注。

二、锻炼队伍，积累经验。
我们的世赛团队非常年轻， 教练

基本上都是 90 后，但是我们用事实证
明了我们的锲而不舍、奋勇争先。 通过
大赛、尤其是世赛的锻炼，我们有很大
的收获，积累了一定的经验。

三、方向准确，技术不断进步。
建筑类项目是大项， 我们把握做

了方向，选择合适的突破口，才有今天
的成果，尤其是瓷砖贴面项目。 专家团
队按照学校的要求，做好技术工作，做
好选手的技术训练。 通过参赛，我们从
技术强国那里学到了很多， 特别是科
学的训练方式方法， 这在本届世赛上
也得到了很好地检验， 同时我们也看
到了差距，还有完善的地方，还有很大
的发展空间。

四、 自信不断增强， 目标更加明
确。

信心源自于不断的成功， 这次世
赛的成功增强了我们的信心。 第 44届
世技赛带给我们的不仅是金牌和优胜
奖的荣耀，带给我们更多的是思考，是
有信心从现在开始启航第 45 届世界
技能大赛。

钱正海同时还代表学院畅谈了对
第 45 届世技赛的想法。 他说，我们要
通过宣传让更多的人关注、了解世赛，
推动世赛在全国范围内的推广。 我们
的理念是为国家培养更多的大国工
匠，代表国家的必须是最优秀的选手，
没有地域、身份的区别。

一、不断完善组织构架和职责。
不断完善世赛研究训练中心的组

织构架和职责，成立专门部门，独立运
行， 建成一个可持续发展的世赛训练
中心，职责分明。 世赛研发中心要做的
不仅是世赛， 也包括技术推广和世赛
标准在教学中的应用。

二、进一步拓展建筑类世赛项目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要做全国建

筑类世赛项目的引领者”， 什么是引
领，不光是技术领先，还有更多的项目
要做好。 希望学院以广东机械技师学
院为标杆，拓展更多的世赛项目。 拓展
项目要注意几点：

1、保持传统项目的优势。
2、加快推进新项目的落地研发工

作。
3、团队工作要尽快进入新常态。钱

院长对世赛团队提出了以下要求：（1）
希望原来参与世赛的教练团队与选手
做好示范引领作用。（2）充分发挥目前
环境优势以及成果优势，进一步增强团
队凝聚力。（3）认真总结经验，取长补
短。（4）尽快从了解世赛、适应世赛和研
究世赛到全方位的研究世赛迈进。（5）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前行。

院长助理赵宇，世赛研发中心副主
任，她全程参与了国赛与世赛的选拔与
训练， 陪同选手远赴阿布扎比参赛，见
证了学院艰辛的世赛历程。 她说：通过
世赛，我们看到了与技术强国之间的差
距，有很多经验可以总结，在训练方式
上，有更大的提升空间，团队即将踏上
新的征程，希望大家继续努力。

两位年轻的主教练高艳涛和徐震
在动员会上表示要深入总结世赛经
验，选拔最优秀的选手投入新的训练，
争取在下一届的选拔中出线， 为校争
光，为国争光。 同时也感谢学校各相关
系部、 后勤人员对世赛的支持和无私
帮助。

钱正海最后寄语世赛团队： 第 45
届世赛工作已经起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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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做技能雄鹰。

（院办 陈秀华）

起航，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学院召开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动员会

11 月 20 日上午，省人力社保厅在杭州轻工技院
举行“技能铸就梦想”首场主题宣讲活动。 据悉，省人
力社保厅组织了浙江省技工院校 6 名优秀德育教师
和 6名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组成的宣讲团，分赴省
内 20所技工院校开展“技能铸就梦想” 主题宣讲活
动，推动党的十九大精神深入学习宣传贯彻。 我院世
赛选手崔兆举、顾威烈参加本次宣讲。

根据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处的统一安排， 我院金牌
选手崔兆举赴金华技师学院、 浙江交通技师学院和永
康高级技工学校宣讲，优胜奖获得
者顾威烈赴浙江商业技师学院、宁
波技师学院和慈溪技师学院（筹）
宣讲。

两位选手为本次宣讲作了精
心的准备， 他们主要围绕自身技
能的成长、 世赛参赛的亲身感悟
以及获奖后的感受与大家作了分
享。 他们的宣讲生动、朴实、接地
气，引发在场师生的强烈共鸣，所
到之处掀起了一场追星热。

习总书记说：青年兴则中国兴、青年强则中国强，
青年一代有理想、有本领、有担当，国家就有前途，民
族就有希望。在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国青年技
能人才展现了精湛技能和良好素养，令世人惊叹。 本
次宣讲让广大技工院校学生更加深入地了解世界技
能大赛，进一步激发大家“学技能、练技能、走技能成
才之路”的热情，引导青年学生牢固树立“劳动光荣、
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的理想信念，为实现“两个一百
年”奋斗目标贡献技能力量！ （院办 陈秀华）

我院世赛选手崔兆举、顾威烈参加
浙江省技工院校“技能铸就梦想”主题宣讲活动

崔兆举在发表
获奖感言

党委书记沈超
宣读表彰文件

顾威烈在发表获奖感言

学院领导班子成员与获奖选手合影院院长长钱钱正正海海致致辞辞

图图为为顾顾威威烈烈同同学学
在在浙浙江江商商业业技技师师学学院院

作作主主题题发发言言图图为为崔崔兆兆举举同同学学和和与与会会嘉嘉宾宾合合影影

高高艳艳涛涛教教练练发发言言徐徐震震教教练练发发言言

钱钱正正海海院院长长致致辞辞 赵赵宇宇主主任任发发言言

世世赛赛团团队队合合影影

顾顾威威烈烈在在基基地地

顾顾威威烈烈在在比比赛赛现现场场

顾顾威威烈烈和和他他的的世世赛赛作作品品

在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上， 我院世
赛团队不负众望， 取得一金一优胜奖的
优异成绩，为祖国赢得了荣誉，为学院增
添了光彩。 为进一步弘扬工匠精神，激励
全校师生钻研新技术、掌握新技能、争创
新业绩，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良好
社会氛围，助力学院“十三五”发展规划
的顺利实现，12 月 8 日， 学院举办了以

“雄鹰展翅，展望未来”为主题的大型诗
歌朗诵比赛，用优美的旋律、激越的音符
和澎湃的情感抒发每一个学院人的喜悦
和自豪。

“晴空一鹤排云上， 便引诗情到碧
霄”，下午一点整，随着主持人宣布比赛
开始，号角吹响，战鼓擂动，群雄逐鹿。
率先闪亮登场的是金牌教练团队 ，徐
震、高艳涛、赵琪、王华飞四位老师的一
首《追梦》声情并茂、气势恢宏，把听众
们带回了充满着青春与梦想的世赛征
程。

基础部王弯弯老师为大家深情奉献原
创诗歌《心血育桃李，辛勤扶栋梁》，完美诠

释了学院人蜡炬成灰的执着与奉献精神，
令在场的每一位聆听者为之动容。 经管系
青年教师回眸学院历史的画卷和昔日岁月
的峥嵘与风采，为大家倾情朗诵《华丽转身
四十年》。

用诗歌表达情感，燃烧激情，放飞
梦想，焕发出青春的朝气，跳跃着青
春的旋律 ，迸发着青春的力量 ，建工
系青年教师一首《青春向前》让每个
人深深品味青春的无限美好，贡献青
春的力量 ，为学院的宏伟蓝图添砖加
瓦。

英雄的事迹与征程焕发出伟大的号召
力与凝聚力，由王振帅、林俊俊、李照、
王峰四位老师联袂奉献的 《世技赛的
洗礼》 是根据金牌教练高艳涛的世赛
经历而创作的一首叙事诗， 激发每一
个人的热情， 用行动共铸学院璀璨的
辉煌。

望世技赛场，群雄逐鹿，浙建技师，石
破天惊，朗诵舞台，高手如云，艺术系青年
教师的《青春赞歌》以其独特的配乐和精湛
的朗诵征服观众， 而基础部余永腾老师自
创的情感澎湃的《沁园春 建安》闪耀着熠
熠的光辉， 表达了对学院无以言表的浓情
厚意。 招生就业办王军老师的《建安校园
颂》 更是以其雄浑的磁性之音将朗诵演绎
到极致， 淋漓尽致的展现了一个学院人的
拳拳赤子之心。

精彩的朗诵此起彼伏高潮跌宕，长风破
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压轴节目《高举
金牌旗帜，谱写宏伟篇章》由基础部全体教
师为大家精彩呈现， 伴随着配乐的高昂旋
律，整齐如一、气势宏伟的朗诵将整个比赛
推向最高潮，震撼着所有的聆听着，掌声雷
动、经久不息……

经过激烈的角逐， 王弯弯老师和王军
老师斩获一等奖，刘伟荣老师、蒋正梅老师
和徐震、高艳涛、赵琪、王华飞老师荣获二
等奖，吕永江老师、余永腾老师和王振帅、
林俊俊、李照、王峰老师荣获三等奖，基础
部和艺术系荣获最佳组织奖。

本次诗歌朗诵比赛由学院工会主办，
基础教学部承办，全体教职工参加。绝大部
分作品是老师们的原创诗歌， 老师们用饱
含深情的诗歌抒发对学院崇高的敬意和对
学院美好明天至诚的祝福， 彰显了老师们
积极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用实际行动践
行了学院提出的“六个追求”、“六个文化”。

基础教学部 吕永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