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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危不乱 突破自我

国歌奏响，五星红旗升起。第 45届世界技
能大赛的闭幕式上，当来自广州城建技工学校
的混凝土建筑项目选手陈君辉、李俊鸿站上冠
军领奖台时，他们的名字被世界所熟知，也为祖
国赢得了无限荣光。

在他们人生高光的这一刻，有一个人站在
教练团队里默默地为他们鼓掌、喝彩。选手们知
道，能够取得这枚金牌，他功不可没———这位
“幕后英雄”就是浙江建设技师学院教师、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中国教练组组
长骆圣明———他 2017年 9月到浙江建设技师
学院任教，仅用 2年时间，就参与并建成了浙江
建设技师学院混凝土建筑项目国家集训基地，
并带领着首次参加该项目比赛的中国队击败奥
地利、德国、俄罗斯、法国等世界强队夺金。

说服企业老总生产比赛训练材料

2012年 7月，骆圣明从浙江工业大学研究
生院建工系岩土专业毕业后，一腔热血地扎进
了建筑行业，从事了 5年的结构设计工作。平日
里，他会特别关注建筑业相关的新闻，对技能界
的奥林匹克———世界技能大赛有着朦胧的印
象。

机缘巧合下，2017年骆圣明应聘到了浙江
建设技师学院教师岗位。这年 10月，当浙江建
设技师学院瓷砖贴面项目金牌选手崔兆举、抹
灰与隔墙系统项目优胜奖选手顾威烈从阿布扎
比载誉而归时，整个校园都沉浸在喜庆的氛围
中，骆圣明的内心也被深深地震撼到了：“行行
出状元，把一项技术练到极致，也能站上世界之
巅，享受巨大的荣誉！”

他没料到，几天后，学校传来令他振奋的消
息———成立混凝土建筑项目集训队，他被确定
为该项目的教练人选，准备冲击下一届世界技

能大赛。
项目虽然落地了，但骆圣明和团队首先面

对的难题就是训练材料缺乏。由于是新项目，可
参考的资料都是英文版，专业性又强，很多词汇
根本无法理解。有着良好英语基础的骆圣明通
过与其他教练交流和翻译，最终发现该项目核
心训练材料的生产商，正是来自于世赛赛场上
的老牌强手———奥地利，且价格极其昂贵。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希望骆圣明能在国内找
到类似产品替代。然而骆圣明在国内多地辗转
都无功而返。材料问题不解决，训练就无从谈
起。

在中国模板与脚手架协会秘书长建议下，
骆圣明将目标锁定在铝模系统上。然而，大多厂
家以量少为由不愿意投入生产。

一次，骆圣明又来到一家企业，但厂家技术
人员强调按照世赛图纸生产模板，需要重新开
模，成本过高。就在僵持时刻，企业总经理路过
了办公室。骆圣明见状，快步将他拦在走道中，
一口气将项目内容等向他解释和游说了一遍。

出乎意料的是，这位总经理一口就答应了
下来，并且愿意全程赞助该项目的省赛，还专门
成立了专项小组，全力配合项目开模生产训练
材料。

他看着惊讶的骆圣明，掏出手机展示了他
的朋友圈，原来这位总经理的“圈内好友”发了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在第 44届世赛上的高光时
刻，让他对世赛有更深了解，愿意全力支持新项
目参赛。
“给学校集训基地打电话的时候，我手机都

拿不稳，忙了几个月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骆
圣明激动之情难以言表：“这也要归功于学校在
世赛上取得的成绩，以及国家对技能人才的宣
传、重视。”

从零起步研究训练方案

有了训练材料，如何开展新项目训练？这是
骆圣明一直在思考的问题。

得益于前期模板寻找的过程，使他了解了
目前我国建筑模板的发展现状，基本明晰了项
目的训练方向。

但万事开头难，因为没有相关的经验参考，
骆圣明只能通过翻译第 44届世赛的相关文件，
包括图纸、技术文件、评分标准、评分细则以及
现场比赛照片等内容，以及国内施工技术标准
和检测标准来制订训练方案。
翻译过程中，遇到不熟悉的词，骆圣明得通

过字典一个词一个词地查，还是无法确定的就
打电话向国内的其他教练求教。

经过努力，骆圣明和他的团队基本了解了
比赛规则、比赛流程以及评分标准等相关内容，
这才基本确定了训练方案。

训练前期，他们只能先用木模进行训练。
2018年 1月底至 2月初，最低气温降至－6℃
左右，骆圣明和选手每天坚持从学校至训练场
地驱车来回几十公里，克服寒冷天气给训练造
成的困难，还锻炼了选手不怕苦不怕累的良好
品质。

越努力，越幸运

骆圣明用浙江建设技师学院世赛国家集训
基地的有利条件，像海绵一样吸收着世赛的新
知识、新技术、新标准。为更好地备战第 45届世
界技能大赛，集训基地邀请了第 45届世界技能
大赛混凝土建筑项目首席专家、现任奥地利该
项目专家 Thomas Prigl 于 2018年 12 月 27 日
~2019年 1月 2日到浙江建设技师学院进行技
术交流。

在此期间，骆圣明抓住一切机会与专家沟
通交流，更加明确了世赛规则、评分标准和评分
细则，以及测评工具和测评方法。同时，他也意
识到了一些不足，在后续的训练中有针对性地
调整选手训练计划和内容，并且进行专项训练，
以缩小与该项目领先国家的差距。

2019年 6月，应奥地利项目专家 Thomas
Prigl邀请，骆圣明赴奥地利进行了为期 15天的
技术交流。他一天也没敢耽误，通过参加奥地利
的学习交流，他使项目教练团队和选手对现有
的集训方式和操作技能的规范性和安全性的了
解进一步明确，骆圣明和他的团队对世赛评分
标准和测评方法有了进一步的认识，基本掌握
了测评原理及测评方法。
“我们与发达国家在技能水平方面还存在

着不小的差距，我们一定要奋起直追，越努力，
越幸运。”这是骆圣明在训练时经常对集训选手
说的一句话。
在帮助广东两位选手陈君辉、李俊鸿圆梦

喀山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后，骆圣明知道，自
己的世赛路才刚开始，下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
的舞台在等着他，他也将继续用行动践行着自
己最初的梦想，帮助更多的技能人才圆梦。

（来源：浙江工人日报 杜成敏 包子力）

创造纪录 圆梦喀山
8月 28日，俄罗斯喀山第 45届世界技能

大赛主会场里，所有人都凝神屏气、焦急地等
待着成绩的公布。

看着一个个中国队友不断地冲上领奖台，
高宇宙的心更加忐忑不安了，他多次回头望着
坐在后面几排的教练徐震，眼神中充满了紧
张。高宇宙说，在那个时候，除了回望教练和振
臂呐喊，似乎已经没有其他更合适的言语，可
以表达激动和忐忑的心情了。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当抹灰与隔墙系统项
目出现在大屏幕上时，高宇宙整颗心都像被拎
了起来，直到五星红旗首先出现时，悬着的心
才落地。

随着主持人的一声“china”，高宇宙就像一
匹脱缰的野马，向着领奖台飞奔过去。身披国
旗，在领奖台边上，高宇宙跃跃欲试。“银牌！”
高宇宙在领奖台上跳了起来“站在领奖台的
我，被全场飘扬的五星红旗和高声的呐喊震
撼，我们学院，团队，给祖国赢得了荣誉。”5年
的努力，不知道多少个日日夜夜的训练，都在
那一刻得到了证明，并一举创造了中国在该项
目上的最好成绩。

面对困难 坚信自己
这届世界技能大赛对于高宇宙而言，并非

一帆风顺，心情也像过山车一样。“我记得当公
布第一模块赛题“隔墙系统”赛题时，我暗自高
兴，因为赛题虽然复杂，但是并不难，我有信心
做出满分墙体。”但是第二天当他看到场地设
施时，问题出现了，场地里没有提供合适的操
作桌，意味着高宇宙只能跪着或蹲着裁切石膏

板，这不仅是对体力的一场严峻考验，
时间上也会比正常情况至少慢 1个小
时。

“这是个很大的意外，没有合适的操作台，
平时训练的习惯、手法都会不一样。”高宇宙
说，“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变得非常紧张，手
都有点抖了，我感觉自己整张脸都是紧绷着
的，一直在想怎么解决。”
在和教练组商量后，大家决定直接放在地

上操作，但这样一来，就会有很多多余动作，对
体力严重消耗的同时，也发挥不了速度优势。
一切只能靠高宇宙自己应变。

坏情况很快就出现了，比赛的第一天下
午，高宇宙的腿都开始抽筯。由于他一直是处
于蹲着的状态，起板的时候，要抬着板材用力
站起来，反复这个过程，就相当于不停地在做
负重深蹲，体力消耗更是平时的 2至 3倍。
“抽筋的时候，我就蹲在那里，大概两三

分钟都动不了，这个时候不能跟任何人接触，
休息时间也用掉了，只能自己一个人在咬牙
撑着，有那么一瞬间，我感觉绝望了。”高宇宙
说，“因为有了第一次抽筋之后，可能后面会
反复抽筋，或者腿因此受伤的话，后面的比赛
就没法完成，好在后面挺过来了。我不得不放
慢了速度。所以第一天完成得没有预期的
快。”

好在平时魔鬼般的训练在关键时刻起到
了作用，第一天比赛结束后，高宇宙发现，仅有
他和俄罗斯、法国三个国家选手完成了第一阶
段的工序。“看到其他人墙都没立起来，我一下
子心里也有底了，接下去的模块也就做得顺利
起来了。”
最终，高宇宙提前 20分钟完成整个项目

的比赛，当全场响起欢呼声时，高宇宙看着教
练团队，心里涌上来一阵暖意。“特别开心，训
练了 5 年，就是为了这一场比赛，已经把 5年
学到的东西都发挥出来了，也算对自己有个交
待吧。”徐震过来拥抱他的时候，他终于忍不
住，激动的泪水夺眶而出。

5年的扎实训练 成就“宇宙速度”
技能训练是辛苦的，每天和石膏板，轻钢

龙骨，石膏粉打交道，枯燥乏味的训练生活也
曾让高宇宙备受煎熬，那时的他并没有想过能
参加全国大赛，更没有奢望过身披国旗出征世
界技能大赛。但是“技能成才”的初心已经渐渐
在我心中形成，他一直坚信：在人生中只有曲
线前进的快乐，没有直线上升的成功。技能训
练也是这样，因为心中有了梦想，所以他一直
坚持着。
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是一项“技术活”，也

是一项“体力活”，在一众身材高大的欧洲选手
面前，赛场上高宇宙显得有些“瘦小”。“在身体
上，欧洲选手就比我们有着天然的优势，我们
需要借助梯子的动作，他们只要垫下脚就能完
成，这大大节约了整个比赛的体力和工序”徐
震介绍道。

对手很强大，但高宇宙也有自己的优
势———快。在世赛相关的各类选拔赛和国际邀
请赛中，高宇宙的比赛完成速度都是最快的，
而且保证了精度，被称为“宇宙速度”。
“这个项目的比赛，速度非常重要，因为工

序特别多，龙骨、石膏板加工、放样、安装，加起
来有近 1000道工序，又都交杂在一起，不够熟

练的选手，必然会卡住，所以赛场上出现没有
及时完成作品的情况，是很常见的。”徐震说。
“宇宙速度”的练成，和高宇宙 5年打下的

扎实基本功分不开的，成千上万次训练，已经
形成了“肌肉记忆”，东西到手上，他就已经知
道下一步做什么动作。在这个过程中，教练团
队还会给他出各种不同类型的题目，不断地磨
炼他的应变能力。
“大量的训练让我的身体形成了一种条件

反射，流畅的操作让我在每个工序上都快了那
么一点，累积下来后，速度就上去了。”高宇宙
说。
即便如此，依旧还有困难摆在眼前。由于

语言上的障碍，中国队等非英语体系国家对于
世赛规则未必能准确解读。此外，欧洲国家由
于成熟的赛事体系，对相关评判标准早已了然
于胸。
“很多评分标准都是模糊的概念，我们只

能往最高标准靠。”高宇宙说，“比如墙面抹灰
有 4个等级，欧洲国家知道有些地方做到 2级
就够了，而我们为了万无一失，只能都往最高
标准 4级去做。”
相应地，在前期训练的过程中，教练团队

也始终坚持一个原则：以世赛标准进行训练，
而如果哪个国家的行业标准比世赛标准还高，
就参照该标准进行训练。
“所以对于高宇宙来讲，在很多的工艺上，

我们要比别人做得更多更多，我们这个银牌，
分量不比金牌低。”徐震说。
奋斗让他品尝到成功的喜悦和幸福，同时

也让他明白，任何成功，必须付出努力和汗水，
更离不开团队的支持。“世赛银牌的取得，是我
世赛征程中的终点，更是我人生中的一个新起
点，今后我将继续努力学习，以前辈为榜样，继
续努力钻研技能，传承前辈的工匠精神，勇于
探索和创新，为学院的发展尽一份力，在奋斗
中继续实现报效祖国的梦想。”
（办公室 包子力 部分内容来源浙江工人日报）

当赛题公布时，面临客观因素的突变，高宇宙一度非常紧张，但是回想起过去 5年的
日日夜夜，成千上万次的训练和身后教练、老师们的期许，他暗下决心，一定要让五星红旗

在喀山升起。那一刻，工作区的五星红旗和身后的教练团队仿佛成为了高宇宙力量的源

泉，他逐渐进入状态，努力克服困难，最终，提前 20分钟完成了整个项目的比赛，当全场欢
呼声响起，他激动地与教练徐震相拥在了一起，热泪盈眶。

喀山首“秀”扬国威
———记混凝土建筑项目世界冠军的“幕后英雄”骆圣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