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工匠精神” 汇聚发展力量
——第二届“萧山工匠”风采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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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11年至今,高燕燕在萧山农商
银行基层一线工作已九年。这些年，她先后在综合柜员、柜
组负责人、助理会计、主办会计等不同岗位锻炼，切实为客户
解决各种业务问题。

整洁干净的仪容仪表，专业胜任的业务能力，亲和温暖
的服务态度，是她对自己的基本要求。在 2014年、2017年，
她两次获得萧山农商银行“服务标兵”称号，并多次在行里获
得“百佳员工”“工会先进个人”等荣誉。因屡次劝阻电信诈
骗，在2017年被杭州市公安局文保支队评为“杭州市优秀劝
阻能手”。

作为银行基层员工，扎实的业务技能是为客户高效快捷
办理业务的基础。初入行时，她坚持每天下班后在家练习数
小时技能，点滴积累，让她成长为行里的业务能手。近几年，
先后获得 2017年杭州农信系统支付结算竞赛第一名；2017
年萧山区银行柜员支付结算技术比武个人赛第一名，团体知
识竞赛第二名；2018年萧山区“金齿轮”杰出职工称号；2019
年萧山区银行柜员支付结算技术比武个人赛第一名。

王玲琪是杭州开元名都大酒店餐
饮部培训经理。今年 27岁的她，参加
工作才 6年，就已经获得“浙江省餐厅服务员技能竞赛第一
名”“浙江省技术能手”“杭州市技术能手”“区级职业技术带
头人”等诸多荣誉。

2014年，王玲琪大学毕业后便进入杭州开元名都大酒
店，从餐厅服务员、高级宴会服务师，再到餐厅主管、餐饮部
培训经理，她一步一个脚印地不断成长，在每一个岗位上都
干得有声有色。她说：“在很多人眼里，服务业是一项又苦又
累的工作，但只要我想干好就一定能做出成绩来。”性格坚韧
又肯吃苦的她正是凭借着满腔热情，成长为酒店的骨干型技
术人才。

王玲琪的技能特长是西餐服务，她曾多次参加省、市、区
级技能大赛。2017年，她凭借出色的专业技能，过五关斩六
将，在浙江省餐厅服务员技能竞赛中获得第一名。获奖的背
后，凝聚着她利用业余时间沉下心来刻苦钻研技能的心血和
汗水。进入管理岗位后，王玲琪将自身的专业技能毫无保留
地传授给了新员工，她说：“优秀的管理人员，就是要做到倾
囊相授，这样才有助于新员工的提升。”

色泽诱人的老鸭，上面铺上笋
干、枸杞，再配上朵朵白色的鱼花和碧绿的青菜……一道养生
老鸭汤端上桌，直接勾起了看客的食欲。这是 2019年杭州厨
神争霸赛上，张钰炜烹饪的作品，荣获“评审团特别推荐奖”。

老菜新做，考验的不仅是厨师的基本功力，更能体现出其
创新水平。算起来，张钰炜从事炉台工作将近20年了，从学徒
开始，到现在担任杭州开元名都大酒店的中厨房主管，他始终
不忘磨炼自己。学艺期间，他经常阅读烹饪书籍，然后买来原
材料，把师傅们传授的经验以及从书本上学到的知识一一演
练，反复琢磨，最后还要端着菜上门请老师傅“打分”提意见。
起早贪黑、摸爬滚打的学徒生活，炼就了他日臻完善的烹饪技
艺，同时也磨炼了他的毅力。

2005年进入杭州开元名都大酒店后，他拜中国名厨陈利
江为师。师傅对菜品要求极为严格，特别是开发新菜时，要求
大家一遍遍尝试、一次次修改，不达到最佳效果不罢休。也正
是这样的“较真”，催生出了一道道美味佳肴。芙蓉海鲜汤虾
球、蟹粉烩鱼筋、萝卜小牛肉……在去年萧山“行行出状元”电
视擂台赛“中式烹调师”技能比武中，他以稳定的发挥，拔得头
筹。另外，在集团年度技术比武中，也获得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是逐梦人

的时代，更是实干家的时代。当今社会，

工匠精神已成为建设全面体现新发展理

念城市的最强音。这是一个人成就事业

的精神动力，是立身处世的优秀品质，是

个人日臻完美的抛光刀。

为大力培育和弘扬工匠精神，着力

建设一支知识型、技能型、创新型劳动者

大军，根据区总工会等六部门《关于开展

“萧山工匠”认定工作的通知》精神，经过

认定领导小组初审和专家评审，评选出

了15名第二届“萧山工匠”。

萧山工匠是广大职工的学习榜样。

他们讲究立足现实，不好高骛远；讲究静

心工作，不朝三暮四；讲究一丝不苟，不

炫耀张扬；讲究永不满足，不粗枝大叶。

实践证明，只有拥有工匠精神的人，才能

有作品、出精品、铸人品，才能陶冶自己，

成就他人，造福社会，受人尊敬。在此，

我们采访、报道第二届“萧山工匠”，旨在

让更多的萧山人感受匠心韵味，学习匠

人榜样。

淡定从容、微笑待客，每天一
遍又一遍地向不同的来宾介绍场
馆情况……毕业于西安体育学院
播音与主持艺术专业的王瑞莹，现在是G20杭州峰会体验
馆的一名讲解员。

自2017年入职杭州国际博览中心以来，她始终坚持不
断学习与积累，坚持锻炼自我表达能力，只为能给来宾们作
出更专业的讲解并释疑解惑，先后获得了杭博“优秀讲解
员”以及“最美杭博人”的荣誉。同时，她还会运用自己的专
业知识开设小老师课堂，带领部门的同事练习普通话基本
功，提高团队讲解能力。

生活中的她，性格活泼开朗，喜欢尝试新鲜事物。参加
过朗诵、演讲、舞蹈等多项比赛，也主持过公司大大小小各
种类型的会议和活动。在参与“垃圾分类”的相关工作中，
她还获得了“萧山区分类有心人”的荣誉证书。对于王瑞莹
而言，讲解工作是辛苦的，无论严寒酷暑，都要坚守岗位、微
笑接待，但也是幸福的——在学习中不断成长，有很多收
获。

“我只是一枚勤勉的小螺丝钉。”北
干初中的“85”后老师陈利如是评价自
己。每天迎着温柔的阳光前往学校，走上讲台教书育人，是
她最想留住的幸运。

为教学资料统统穿上“外套”，她早已习惯整齐的书写版
面以及保存平整的封面；从学会听课到独立备课，下课铃响
孩子们对“时间太快”的感慨，是她颇为开心的瞬间；身为班
主任、备课组长、教研组长，各种琐碎的事只有自己认真完
成，才能带来满足感。

悉心教学，她步履坚定；创优创强，她勇往直前。为了参
加优质课比赛，她凌晨三点起床，对着镜子练习说课，曾获区
优质课一等奖；在教坛新秀评选中，她刷题、找资料、整合信
息，获评市教坛新秀；面对各种业务比赛，她欣然接受挑战，
以专业实力荣获区解题能力一等奖、区教师技能比赛一等
奖、区班主任基本功比赛一等奖、省农村义务教育论文一等
奖……不断尝试未曾涉及的区域，是她最想给予自己的礼
物。在陈利眼中，每个孩子都是一方珍宝，始终用善意的语
言去帮助孩子，是她最想保持的对学生的态度。

王瑞莹：
热情专业
讲好峰会故事

陈利：
当一枚勤勉
的小螺丝钉

高燕燕：
细心耐心
练就“金融小能手”

张钰炜：
“匠心”是烹饪
的最好“调料”

王玲琪：
爱岗敬业的
“服务达人”

21岁的李哲宇是一个典型的阳
光男孩，喜欢打篮球、跑步。进入杭州萧山环境集团还不
到一年，但勤学好问、学以致用的他，已快速成长为供水
公司江东水厂的青年骨干。

李哲宇毕业于萧山技师学院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与
维护专业，去年他听说区总工会即将举办萧山区工业机
器人技术应用技术比武，立马就报名参加。在为期8天的
赛前集训中，李哲宇认真学习，勤加练习，虚心请教，不断
提升自己答题的速度和准确度。

赛场上拼的不光是知识储备和实操能力，还有沉着
冷静的心态。比赛过程中，李哲宇运用自己在培训中学
到的实操技巧，结合学校里积累的专业知识，从22位参赛
选手中脱颖而出，获得全区第一名的佳绩。随后，李哲宇
还作为市级代表，参加在上海举办的助推G60科创走廊
高质量发展职工劳动技能竞赛—工业机器人系统操作编
程赛。

“作为一名‘新环境人’，我还要努力提升自己、展示
自己，把自己所学运用到工作中。”李哲宇说。

薛志强是浙江盛达铁塔有限公司
的一名叉车工，从 2005年至今一直从
事此工作，参加区级及公司内部组织
的叉车技术比武，多次获得一等奖。

每天在公司负责厂区原材料、半成品、成品的物流周转
与堆放，负责厂区所有叉车的工作安排与日常维护保养和
监督工作，工作看似简单，却也十分繁琐，时常能看见厂区
微信群有人问他，“4根 L125x10的角钢在哪里？”他总是能
清楚的回答，显然大家已经把他当成了“百事通”。

从一名普通工人成长为物流班班长，回想十多年的工
作时光，薛志强认为自己没有学历优势，只能靠自己不断的
努力努力再努力，勤勤恳恳地工作，才能给自己和家人带来
更好的生活。时间证明，他做到了，他所在的物流班是衔接
黑铁加工和白料包装的重要纽带，成为公司运转不可缺少
的一部分。

作为萧山工匠薛志强说：“一份耕耘一份收获，只有对
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心存热爱，才能更长时间的坚持与付出，
所以要干一行、爱一行，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精神和不断向
前的工作激情，只要努力和付出，我想毎个人都能成为工
匠。”

“尽最大努力做好每一项工
作，并做到最好。”浙江众安物业服务有限公司吴优在工作
中这样严格要求队员，也同样这样严格要求自己。28岁的
吴优是一名部队退役军人，进入保安行业4年来，从基层保
安到中层管理者，他热爱本职工作，虚心好学，兢兢业业，一
次次赢得同事和与业主的认可。

去年 10月，吴优开始负责物业安全督导，担任新入职
保安的培训工作。他凭着一股工作干劲和工作热情，从基
础知识、档案整理，到消防技能、服务标准，只要是和保安有
关的知识，他都不遗余力地教导新员工。吴优说：“要建设
一支高素质的安保队伍，就需要不断规范管理和加强学
习。”

军人出身的吴优，具备优越的职业素质，曾代表单位多
次参加市区两级的技能竞赛并获奖。在去年举办的萧山区
保安员技能比武电视擂台赛上，他用扎实的理论知识、干净
利落的实操表演，赢得了现场观众和裁判的肯定，展示了专
业人员的职业素质，最终以 95.1的高分斩获技能比武第一
名，被授予萧山区“第十六届技术能手”称号。

“检查灯光、底盘、发动机，更换机油，拧紧
螺丝，这是最基本的客车检查流程，我每天都要重复 10到 20
次。”今年43岁的代红锋说。他是杭州萧山长途汽车运输有限
公司汽车维修工，从事客车维修26年，凭着精湛的专业技能和
丰富的维修经验，在客车维修行业领域名声在外。

2006年，代红锋进入萧山长运，14年来，他一直扎根一线，
从事基层维修工作，是公司的服务标兵与技术骨干，爱岗敬业、
刻苦肯学是同事们对他一致的评价。逢年过节是客运维修行
业最繁忙的时候，代红锋总是主动放弃与家人的团聚，坚守在
客运、公交车辆维修保障的第一线。他说：“修理这个职业虽然
很辛苦，需要24小时待命，但是一想到能够保障更多的旅客出
行，我的心里觉得很自豪。”

在公司，代红锋不仅是勤恳踏实的修理人，也是技艺精湛
的“领头羊”，多次在市、区级技术比武中获奖。他先后获得
2009年市级技术能手、区金齿轮奖杰出职工，2019年还夺得了
区“交投杯”客车维修技能比武电视擂台赛冠军，并被授予“第
十六届技术能手”的荣誉称号。

根据主办方提供的基础数据，制作
一个数据平台，包括欢迎页制作、数据可视化分析，然后交由
专业评委打分并现场进行答辩，面对专家评委的提问阐述各
自的想法及作品的价值……这是去年我区举行首次大数据
开发技术比武时的内容。作为区财政局代表队的队长，华雪
芳和另外两名团队成员一起，经过不懈努力，最终获得此次
技术比武的冠军，团队成员被授予萧山区“第十六届技术能
手”称号。

在萧山大力发展数字经济的当下，培养和选拔大数据应
用领域的优秀技能人才，是促进萧山数字经济发展的重要基
石。从2002年进入区财政局以来，华雪芳一直在计算机信息
领域潜心钻研，是同事们公认的技术能手。她利用自己在计
算机领域的专业特长，通过大数据分析税收数据信息，形成
有针对性的分析报告，服务企业和政府部门更好地开展工
作，为政府决策提供了重要依据。

华雪芳说：“发挥税收大数据分析优势是我的工作职责，
今后我会努力争做新时代的‘数字工匠’。”

代红锋：
26年扎根一线
练就精湛技能

华雪芳：
做新时代的
“数字工匠”

李哲宇：
学以致用成就
“最年轻”工匠

吴优：
尽最大努力
做到最好

薛志强：
干一行爱一行

周源滨是杭齿前进齿轮箱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临江公司技术与质量主
管，2004年入职杭齿，爱岗敬业，钻研技术，曾多次参加各类
技能大赛，获得杭州市技术创新能手、杭齿工匠等荣誉。

一次，周源滨接到任务，设计风电齿轮箱一级托架，但设
计要求位置度 0.06。按之前加工方法，一般都会大于 0.06，
一直无法突破。不服输的周源滨在厂区内不断研究，改进技
术，实现位置度控制在0.03以内，大大提高了零件精度，减少
了整机振动。

10多年来，周源滨通过不断的努力学习，刻苦钻研，总结
经验，在操作技能和新产品攻关上已经拥有较高造诣，特别
是先进技术五轴联动，车铣复合加工，数字化编程，车间数字
化推广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技术。

工作中，最让周源滨开心的事情就是从0到1的过程，是
把大家公认的难加工的零件加工出来。周源滨说：“自己的
成功离不开始终保持学习的习惯，我是跟上行业技术变化，
一路学习，将新技术与丰富的经验相结合，才有现在的成
绩。”

缝纫机前，一件衣服平整摆放，面料
柔软富有弹性，针脚细致走线流畅，相比
衣服它更像是一件工艺品。

缝纫衣服看似简单，实则非常考验
技术，陆世彬 98年年初到杭州打工，就选择了服装这一
行业，从零基础开始做起，为了尽快熟悉工作流程，他
总是加班加点熟悉设备，学习缝纫工艺，渐渐就能够单
独承担缝纫工作。靠着这份执着，陆世彬逐渐成为车
间里的“多面手”。2003年进入达利（中国）有限公司以
来，一直注重专业知识的学习与专业技能的提升，爱岗
敬业，工作认真，曾多次参加区级及公司内部组织开展
的技术比武与技能竞赛，在实践中提高职业素质，成为
技术研发部精品5组的一名优秀技师。

作为厂里的老师傅，在日常工作中，陆世彬用心帮
助指导其他部门同事一同进步。在和大家学习和交流
的过程中，他的技术也在不断提高。陆世彬说：“要想
把一份工作做的比别人好，就要付出几倍甚至十几倍
的汗水，同时要有坚定的信念、坚强的毅力、不怕吃苦
的精神。”

凌慧光是杭州超尔切削工具
有限公司的一名销售型技师，主
要帮助客户解决机器在生产中出现的问题，今年 24岁的
他虽然年轻，但也已进入机械行业8年，被评为今年的“萧
山工匠”。

在同事看来，凌慧光是公司最年轻的员工，但解决问
题的能力一点也不比别人差，对众多品牌的机器性能都了
如指掌，让他成为客户信赖的对象。凌慧光的同事说：“许
多年轻人刚进厂时，一点实践经验都没有，但凌慧光不是，
他参加省市区组织的数控技能竞赛都获过奖，技术功底扎
实。”

对于一名年轻人来说，从事机械行业，天天重复练习、
去客户工厂维修是一件很累很枯燥的事情，蹲在别人家车
间吃泡面更是家常便饭。凌慧光说，相比其他工作，这行
工作更苦更累，在学习阶段也曾想放弃过，但在老师的鼓
励下坚持下来，并且明白了如何苦中作乐，每当看到机器
经过我的修复，加工寿命提高，帮助客户解决了生产问题，
我就由衷感到高兴。

每天准时出现在雷迪森铂丽酒店的后厨，
带领团队不断开发菜肴新品种是徐国辉每天最开心的事情。

徐国辉2000年开始从事厨师这个行业，从事中式烹饪，善
学习、肯钻研，具有扎实的烹饪基本功，每年都以不同的形式参
加各类餐饮技术比武，曾多次在技术比武中获奖。从一名小小
的厨师，到成为酒店的后厨管理者，徐国辉告诉记者，他的秘诀
就是“坚持到底，不怕吃亏”。

徐国辉在厨艺行业三十年如一日的辛苦钻研和耕耘，也为
他带来了各种头衔和荣誉，参与G20峰会的接待工作、获得浙
江省烹饪大师的荣誉称号、负责中餐菜肴规格和制作标准的制
定……

但在徐国辉眼中，各种大师、金奖、第一名，其实都不是最
重要的，用心烹饪或是烹调出美味的菜肴才是最要紧的事情。
尽管他已是后厨管理者，但时至今日他依然奋战在第一线。徐
国辉说：“我享受做美味的那个过程，我愿意一直重复同样的事
情以求精进，并一生投入其中。”

“在烹饪的道路上，我会继续保持初心，把工作做细做精，
做到独一无二，不辜负萧山工匠的荣誉。”徐国辉说。

钱燕飞是市北菜场的一名食品
检测工，从事食品检测 9年来，工作
认真仔细，服务热情周到，专业技术水平较高，曾多次参
加技术竞赛，成绩优良，也是我区市场监管局的优秀检测
员。

每天，钱燕飞准时来到市北菜场，开始一天的工作，
20个农产品检测，10个食品添加剂检测，4个水产检测。
每天34项检测让钱燕飞成为锻炼出认真仔细的本事。

食品检测工是一门需要员工能文善武的职业，文需
要了解物理、化学、生物的一些基本理论，以及各类食品
卫生安全标准，武则要能上场实际操作。对于42岁学历
不高的钱燕飞来说，理论知识只能花费比别人多几倍的
时间，实践操作经验是钱燕飞最值得骄傲的，凭借认真仔
细的态度和丰富的操作经验，从萧山众多食品检测工中
脱颖而出。

钱燕飞说：“作为食品把关人，我会继续每天对菜场
的产品进行检验，在我看来，从事食品检测工作，需要责
任心、细心和耐心，持之以恒人人都可以成为萧山工匠。”

钱燕飞：
让市民菜篮子
更安全

周源滨：
用双手打磨
最难的零部件

凌慧光：
8年巧手诠释
“工匠精神”

陆世彬：
针尖上的匠人

徐国辉：
20年用心烹饪
让客人享受舌尖盛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