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焊接技术，是不是大多数人都
觉得太过稀松平常？但把看似不
起眼的活做到“极致”，这正是工匠
精神的内涵所在。就此来说，在世
界技能大赛上，无论是获得焊接项
目冠军的宁显海，还是获得汽车技
术项目银牌的杨文浩、建筑金属构
造项目优胜奖的卞涛，都可以称得
上是工匠精神的践行者。

工匠，是指有工艺专长的匠
人，但工匠精神，并不一定是匠人
所特有的。比如，这次获奖的杨文
浩，就还是一名在校大学生。再比
如，1月8日，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揭晓，获奖的南京理工大学王泽山
院士和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病
毒病预防控制所侯云德院士，都无
疑是“工匠精神”的典范，但他们却
是大师。

不少人时常会有这样一个疑

问：到底是工匠重要，还是大师重
要？这其实是个伪问题。且不说，
业界本身也就有“大师级工匠”之
说。在狭义角度，如果把工匠视为
是对某种基础技艺的坚持，那么大
师则代表的是在尖端技术领域钻
研探究。但，任何顶尖科研，落实
到实践应用层面，都离不开“工匠”
们精益求精的打磨；而基础技术要
获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要发挥最
大的价值，也必然需要“大师”们在
前沿科研的不断突破，以抬升整个
行业的“天花板”。

或许可以这样说，对于一个国
家的制造业而言，工匠的数量，决
定了我们能走多稳，而大师的数
量，则决定了我们能走多远。打造
国之重器，大师和工匠都不可或
缺，而他们本身也都是“国之重
器”。

在平常的生活交往中，朋友间讲究“礼”尚往来。这个“礼”，不拘于形式，不计较贵贱，一句问候或
者一首小诗，都是彼此最深情的表达，最勾心的回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打造的“好友节”，倡导分担共享的好友精神，彰显携手共进的好友力量。
而对于各位好友们，我们更是要以“礼”相待。在这届“好友节”期间，我们精选上万件具有代表性

的商品，通过线上“欢迎来秒杀@好友一起购”活动，邀请社会各界好友参与其中。1月15日起，第一波
秒杀活动到来，我们将以最优惠的价格，等待好友们的一指“秒杀”。

四川重奖世界技能大赛获奖选手

世界技能大
赛获奖选手，再获
重奖。

1 月 9 日，记
者从四川省人社
厅获悉，经省政府
批准，省人社厅和
省财政厅按照标
准向宁显海等3位
第44届世界技能
大赛我省获奖选
手发放奖金，其
中，金牌 50万元，
银牌 30 万元，优
胜奖10万元。此
外，还将按获奖选
手 所 得 奖 金 的
50%对其教练进
行奖励。

这是四川重
奖本届世界技能
大赛有功人员的
又一项具体举措。

当地时间2017年10月14日至19
日，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在阿联酋阿
布扎比举行。我国代表团参加了47个
项目比赛，取得15枚金牌、7枚银牌、8
枚铜牌和12个优胜奖的优异成绩，金
牌数、奖牌数和团体总分均位列第一，
实现历史性重大突破，创造了我国参
加世界技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

因为是当今世界地位最高、规模
最大、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世
界技能大赛也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
匹克”。在本届比赛中，3位四川选手
代表祖国出征，全部获奖，夺得1金1
银1优胜的佳绩。其中，来自中国十九
冶集团有限公司的职工宁显海夺得焊
接项目金牌，实现该项目的“两连冠”；
来自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杨
文浩夺得汽车技术项目银牌；同样来
自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的职工卞
涛获得建筑金属构造项目优胜奖。

值得注意的是，汽车技术项目银
牌、建筑金属构造项目第四名均是我
国自参赛以来在本项目上的最好成
绩。至此，四川选手已连续3届在世界
技能大赛上摘金夺银，共获得3枚金
牌、2枚银牌、3个优胜奖。

川籍选手蝉联焊接世界冠军

宁显海：
获奖百万的“焊武帝”

宁显海火了！新任“焊武帝”——
这是网友给这个刚刚22岁的男孩起的
外号。在北京时间2017年10月20日
凌晨结束的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上，
宁显海站上了焊接项目世界冠军的领
奖台，他将国旗高高举起，眯着眼睛笑
得从容又开怀。

这是继中国十九冶集团有限公司
的一线职工曾正超在第43届世界技能
大赛焊接项目上夺得金牌后，四川选手
在同一项目上再次夺金。至此，川籍选
手成功实现“两连冠”。

百万奖励
22岁的世界技能冠军很坦诚

获奖之后，宁显海被手机里的恭喜
电话和短信“炸”醒，祝贺之余，不少工
友直言羡慕。

似乎，这个金牌在手的小伙子确实
值得同龄人的歆羡。早在第43届世界
技能大赛选手归国时，人社部门的相关
负责人就直言，“我们要像对待奥运冠
军一样对待他们，作为技能英雄，对于
这些人怎样奖励也不过分。”到了宁显
海这一届，对于获奖的金牌选手，人社
部奖励30万元，四川省政府以不低于
国家奖励标准重奖50万，宁显海所在
集团奖励30万，还有市委以及各级部
门，也会按照相应比例对于宁显海及其
技术团队进行奖励，最后他个人拿到手
的奖励会超过100万元人民币。

“重奖技能英雄一点也不过分！我
们就是要在这个时代让人们崇尚技能
英雄！”人社部职业能力建设司司长张
立新态度鲜明。

事实上，这并非对世界技能大赛冠
军的首次重奖。宁显海的好哥们曾正
超，是世界技能大赛金牌的中国第一人，
在第43届世界技能大赛中获得该项目
金牌后，曾正超获得的各级奖励累计也
超过百万。彼时，面对这笔奖金，曾正超
腼腆也实在地表示，想给父母买套房子。

“我还没想好怎么用。”时至今日，对
于同样的问题，宁显海的回答同样坦诚，

“眼下还是好好配合师傅培训下一届。”

千日汗水
双臂疤痕是青春的“军功章”

回国后，经过了鲜花、掌声，受表
彰、被接见……宁显海似乎完成了一次
华丽转身，但那个沉默努力的少年，其
实也并未改变。

在世界技能大赛之前，宁显海就相
继取得了美国焊接项目邀请赛、中国国
际技能大赛、澳大利亚全球技能挑战赛
等国际赛事焊接项目冠军，还是第十二
届全国工程建设系统职业技能竞赛焊
工项目银牌获得者。

荣誉背后，这个少年的朋友圈里，
几乎全是训练的内容。

2012年，彼时刚刚进入攀枝花技师
学院一年的宁显海，便参加了第42届
世界技能大赛的全国选拔赛，那年，他
才17岁。

宁显海很拼，因为焊接的火候全掌
握在手上，这不仅要求手臂有力，还要
求关节灵活。为了练稳，他会特意将一
块砖或一块铁吊在手腕下。“这没什么
呀，大家都这样。”

到了实操练习，时常左手拿面罩，
右手持焊枪，轻轻一划，点燃焊条。除
了耀眼的花火，溶化的铁水滴在T恤
上，瞬间烧出一个破洞。刺痛袭来，手
臂上很快烫出水泡。

作为焊工，宁显海的双臂上散落着
蚕豆大小的伤疤，“这样的伤，我们都
有。”除了手臂，脸上、身上，都有铁水留
下的烫疤，有的地方伤疤成片。这些，
都是在训练中，焊花飞溅，烫穿衣袖留
下的，有些地方甚至被反复烫伤，“这也
是我们的军功章呀。”谈及此，他继续着
自己的淡定。

人物素描

像 对 待 奥 运 冠 军 一 样 对 待 技 能 英 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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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三届
四川选手摘金夺银

重奖选手
不低于国家奖励标准

事实上，职业技能竞赛是弘扬传
播工匠精神、发现培养优秀技能人才
的重要途径，四川省委省政府历来高
度重视并大力支持，对上两届世界技
能大赛我省获奖选手及其教练均比照
国家奖励标准给予了奖励。

2017年7月，四川省委办公厅、省
政府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强技能人才
队伍建设大力培养高素质产业大军的
意见》，明确对世界技能大赛我省获奖
选手按不低于国家奖励标准给予一次
性奖励，并按一定比例对其教练或技
术指导专家给予一次性奖励。

事实上，重视并培养技能人才，是
过去五年全川人才人事工作的一大着
力点。数据显示，截至2016年底，全
省专业技术人才总量达304.48万人，
相比2012年，增幅达到30.7%。

未来，四川还将加快培养重点产
业、重点行业、重点领域的“四川工匠”，
到2020年高技能人才增至25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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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礼”相待
15日起登录封面新闻 上万件好礼等你秒杀P02

礼品丰厚
秒价诚意满满电磁炉半价出售

如何参与
每天中午1：23 秒杀千万别手软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国家主席习近
平9日在人民大会堂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
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秉承友好传统，推动
紧密持久的中法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行稳致远。

习近平指出，马克龙总统是2018年第一
位访华的外国元首，也是中共十九大后到访
中国的第一位欧洲国家元首。中法关系具有
独特历史和丰富内涵。近年来，中法关系持
续高水平发展，更加成熟稳定和富有活力。

两国关系正处在新起点上。中方愿同法方增
进交往，深化互信和合作，为中法全面战略伙
伴关系发展注入新动力。

两国元首还共同出席了台山核电站欧洲
先进压水堆全球首堆工程命名揭牌仪式，见证
了两国成立中法企业家委员会谅解备忘录以
及国家公园体制建设、核能、空间技术、人才交
流、环保、金融、卫生、航空、农业、养老、文化、
教育、商业等领域双边合作文件的签署。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举行会谈

2017年10月20日，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式上，宁显海孩子气地咬住金牌一角。本报资料图片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杜江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