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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职工达人

通讯员周伟报道 伊建敏，杭州伊家鲜餐饮集团有
限公司创始人、技术领衔指导。在从业近40年的时间
里，他从一名普通的学徒到“国家特一级中式烹调师”“行
业技术专家”，怀着一颗赤诚之心、对事业的一腔热血，坚
守平凡的岗位，以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工匠精神。

只要功夫深，铁杵磨成针

“当时差点去当了修理工！”伊建敏说道。1980
年，17岁的伊建敏面临了人生第一个重要的抉择：是
去中药二厂当机修工，还是在老牌国营餐饮店的厨房
当一名炒菜师傅？最终受父辈的影响，抱着试试看的
心态，他去了餐饮店厨房打下手。“在一次婚宴上，新娘
的4个姐妹来厨房帮忙，连着夸我的手艺好，这种满足
感让我感到非常幸福。”伊建敏回忆道，在那个年代，厨
师的社会身份并不被看好，而在受到这样的夸奖时，伊
建敏就暗下决心，要做一名优秀的厨师，去打破世俗的
眼光。也许就是基于年轻时这最简单不过的想法，他
义无反顾地走上了厨师之路，拉开了他投身餐饮行业
的人生序幕。

在厨师行业有这么一句话。“切掉四两肉，才能练出
好刀功”，入行近40年，伊建敏始终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
获。从当学徒开始，为了练好刀功，他的手经常切得到处
都是伤口，炒菜的时候油溅出来烫得自己满手泡。但在
他看来，这些都是成为厨师必须要吃的苦。他经常说：

“师傅领进门，修行靠个人，人只有不断地去学习、钻研，
才能不断向前迈进。”

薪火相传做好“传帮带”

2007年，伊建敏被杭州杭菜研究会聘请担任副会
长，成为杭帮菜领域的领导者和灵魂人物。不论是在公
司内部还是行业领域，都已成为杭州市餐饮业首屈一指
的职业技能带头人。在他的职业生涯中，所获得的荣誉
数不胜数：“中式烹调高级技师”“中国名厨”“中国烹饪大
师”“浙江烹饪大师”“杭州市首席技师”称号等。在他的
带领下，“伊家鲜”也在杭州本土餐饮品牌中确立了领先
的行业地位。

除了荣誉，伊建敏还凭借自身过硬的技术，带领着
一支技术能力过硬、精益求精的团队。作为技能带头人
和技艺传授者，对于培养和训练职工，伊建敏有自己一
套独特的方法。他会激励职工不断地去创新、去改良烹
调技艺、技巧，针对职工的不足之处，他都会提出改进建
议，有些好的改良意见还会在培训中分享和推广。2015
年，“伊建敏中式烹调技能大师工作室”成立。现在，通
过“技能大师工作室”这个平台，伊建敏将大量时间和精
力放在了技艺传承上。“一个人能做的事情终归有限，团
队力量就大多了。”他认为，工匠精神不只是一味地独善
其身，更要讲究“传、帮、带”，要帮助后辈精心钻研、传承
技艺，发掘他们的潜能，这也是他现在依然奋斗在一线
的原因。

沉着坚持，追求完美

入行至今，伊建敏一直秉承“原汁原味、不乱添加、遵
循自然”的美食之道。在师父和同门师兄弟的眼中，伊建
敏是个有点“轴”、爱琢磨，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也是
一个追求极致的“完美主义者”。他可以天南海北地去搜
集食材，也会因为一道传统冷菜摆盘缺少“意境”，专门去
报个美术班学习工笔画。他常说，做菜如同做人一样，要
讲究诚信，仔细琢磨，求真务实，容不得半点虚假。

“传承工匠精神的这条道路上任重道远，只有起点没
有终点。”伊建敏表示。当谈及工匠精神时，他笑着说：

“我自己悟出来的工匠精神，就是‘守、破、立’三个字。”在
伊建敏看来，“守”就是一种传承，把师傅教的东西学透。
而“破”代表着突破和创新，在老一辈的基础上，要有新的
成就。“立”是在前面两者的基础上，提升自己的综合能
力，立下属于自己的风格。

记者羊荣江 通讯员于心怡、
陈恒通报道 “父亲一直有个心
愿，希望自己走了之后，还能继续
为学校作贡献。”日前，刘克美终于
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将其抚恤金
35万元全部捐献给学校，主要用
于改善学校教育教学设施、资助困
难学生、奖励优秀师生等。

刘克美的父亲刘渊是中共党
员、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简称
浙江交院）名誉校长、浙江省黄埔
军校同学会会长。2019年4月7
日，刘渊因病抢救无效在杭州逝
世，享年99岁。根据他生前遗愿
和家属要求，丧事一切从简，不设
灵堂，不举行遗体告别仪式，骨灰
撒入江河。

“刘渊校长将他的毕生心血献

给了浙江交院！他用实际行动诠
释了高尚无私的大爱。”在捐献现
场，浙江交院党委书记孙校伟动情
地说。

从战场到校园，家国情怀是他
永恒的心灵底色

对于浙江交院人而言，刘渊是
如父亲般的老校长；而对于刘渊而
言，浙江交院是他对航海事业挚爱
一生的见证。

1920年，刘渊出生于天津，他
的父亲是清末官费留日学生，重视
子女的教育。14岁，刘渊考取福
建马尾海军军官学校；24岁入读
英国皇家海军学院；29岁，刘渊率
领“重庆号”巡洋舰在上海吴淞口
起义，加入解放军。

“向海而兴、背海而衰，不能制
海、必为海制。”历史给了中华民族
刻骨铭心的教训。

经历了战争的刘渊，亲眼看到
“八一三”淞沪战役海防门户洞开，
日本军舰的横冲直撞，他深知，在
战争中，取得制空权、制海权，成为
战争决胜的关键因素之一。

因此，1958年，38岁的刘渊转
业到杭州，果断放弃了更加优越的
工作机会，选择与同事们一起从零
开始，创建浙江交通学校（现浙江
交院），为培育我国海军后备人才
积蓄力量。筹建期间，他动员妻子
一起创业，条件的艰苦超乎想象。

从英国皇家海军学院归国的
刘渊，一手将国外军事院校的武器
先进技术、航海技术、船舶驾驶的
教学等引入国内，为海军人才的培
育奠定了坚实基础。

对于老校长，浙江交院师生们
感情很深。据教职工们回忆，老校
长仪表举止端庄，治学严谨，待人
十分和气，站立行走都是一股军人
姿态，他英语流利，懂得的东西很
多，师生们对他无不敬佩。

从战场到校园，刘渊一生求知
报国，致力于培养中国航海人才，在
他心里一直牢牢铭记并时刻践行着
的是：一个国家，只有拥有强大的海
军力量，才不会被人欺负，才能自立
于强国之林。家国情怀，是这位99
岁共产党员终生的心灵底色。

生生不息，接力传承，汲取前
行力量

从沙场到学校，从少校到校

长，从“重庆号”巡洋舰的毅然起义
到西子湖畔的开拓耕耘，不变的是
刘渊心系国家、矢志报国的奉献精
神。其在历史和时代的交汇点勾
画蓝图、定位特色、制定方略，他的
办学理念、治学思想、人格魅力也
融会在浙江交院六十余载的办学
历史长河中，影响着一代代浙江交
院把舵人与创业者。

2020 年，学校完成了“大海
的儿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项目的申报，对刘渊在长期军旅
生涯和教育实践中积淀的厚重校
园文化进行现代化解读，通过建
设“五个一”文化工程，深挖精神
内核，实现历史传承、现代表达和
时代创新，为学生提供了丰富的
文化滋养。

同学们还在整理老校长刘渊
遗物、收集梳理老校长生平事迹的
过程，接触和感受着他的人格魅
力。今年5月，筹建多年的校史馆
刘渊厅正式启用，广大师生争相参
观，老校长认真严谨的工作作风以
及求知报国的高尚情怀已经在新
一代交院青年们的心底生根、发
芽。

向海图强，新时代交院人逐梦深蓝

“父亲出于对航海事业的热
爱，在杭州创办了浙江交院，学校
更是他一生的骄傲。”终于回到浙
江交院完成了父亲的遗愿，已然中
年的刘克美露出了孩童般的笑容。
老校长刘渊的“骄傲”，也在新时代
交院人的手中代代传承，焕发出新
的光芒。

近年来，学校在航海专业建设
和人才培养方面取得了显著成
绩。“航海技术专业群”成功入选浙
江省双高计划建设专业群，作为浙
江省第一家定向培养士官试点院
校，首创“三维两轴一体”海军士官
人才培养模式，受到高度肯定，学
校牵头编写的教育部高职“航海技
术”专业标准被广泛应用，先进的
教学理念引领着全国航海职业教
育发展……

老校长心心念念的海运学院，
已经为国内外海运企事业单位培
养了万余名专业人才。“我们定当
竭心尽力，不负重托，继续为海运
事业作出贡献。”海运学院院长金
湖庭的语气坚定，海运学院也是这
么“说到做到”的。

2016级士官生李笑笑是西安
舰某航海部门操舵兵，始终以高标
准严格要求自己的她，曾担任海上
大阅兵的外宾引导，仅用两个月的
时间就完成了独立值更考核。
1999级学生毛旭东，毕业后坚持
深造，攻读硕士，不仅成长为浙江
远洋史上“最年轻的船长”，还成立
海运船员“导师带徒”团队，开创了
航海技术专业“企业导师制”模式，
立好航标、把好船舵，书写着自己
的海洋强国梦。

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一道道
新航开辟驶过，一个个国家重器建
造列装，向海图强春潮涌，奋楫追
梦正当时。新一代交院人正努力
用自己的行动，继承和传扬老校长
惦念终生的海洋强国梦，劈波斩
浪，逐梦深蓝。

记者程雪报道 “110kV复合
平滑铝套电力电缆采用创新技术，
不仅可以解决皱纹铝套高压电缆运
行时会产生电腐蚀的缺陷，还可以
提高电缆的运行载流量”。在全国
电力电缆运行经验交流会上，一位
专家正在作学术报告，台下聚集了
400多位国内电缆顶尖人才。

这位侃侃而谈的专家是金金
元，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技
术副总、高级技师、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28年间，他从一线普通操作工
成长为电缆工匠，主持研发了多项
技术攻关项目，解决了多项行业技
术难题，荣获省优秀科技工作者称
号。

在质检岗位开拓眼界

上世纪90年代，浙江乡镇企业
蓬勃发展。1993年，金金元放弃代
课教师的工作，抱着闯一闯的心态，
加入浙江晨光电缆股份有限公司。
当时“晨光电缆”虽是一家电缆厂，
但年产值已经超过3000万。

“我只有高中学历，以前也没接
触过电缆加工，只能做些简单的事

情。”金金元入厂后的第一个岗位是
电线电缆绞线工。一年后，由于工
作认真、做事踏实的优点，金金元被
调入质检科，负责质量检验工作，一
干就是16年。

随着电缆加工工序越来越复
杂，质检工作“压力山大”。金金元
说，“为确保产品质量，我们把质量
检验融入到电缆加工的每一道工
序，而非只在最后一步。”正因如此，
金金元对电缆的每一道加工工序、
工艺和相关技术都“门儿清”，“车间
碰到问题，我也参与解决，和技术科
一起想办法。”

2006年，“晨光电缆”计划引进
国外先进设备，金金元被派去德国
汉诺威TROESTER公司考察。“看
到德国设备生产出来的电缆产品，
我太震惊了，精密度高，产品质量也
过硬，这种工艺水平是那时候的我
们遥不可及的。”金金元说，德国之
行让他大开眼界，看到世界顶尖水
平，也知道了自身技术的不足。

他时常想，如果自己能转去技
术岗位就好了。这个愿望在三年后
成真，2009年，金金元成为企业省级

技术中心主任，开启了他在电缆领
域攻坚克难的新篇章。

研发迈向高精尖

一件好看的衣服需要具备两个
要素：好料子和好做工。只有好料
子，不懂得如何制作，便无法做出好
看的衣裳——这是金金元鞭策技术
人员常用的比喻，电缆加工也是如
此，没有好工艺，只有好设备，无法
做出好产品。

当时，企业车间大批量引进德
国的电缆制造设备，而生产工艺却
达不到要求。金金元主动联络对接
清华大学、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电力
科学研究院和上海电缆研究所等科
研院校，开展产学研技术合作，金金
元团队的研发逐渐走向高精尖。

“我们每一次研发、攻坚、克难
都围绕着国家电网的发展和革新要
求。”金金元回忆起，2013年国家大
力发展智能电网。所谓智能电网，
就是可以在线监测电网的载流量、
温度等安全要素，需要在普通电缆
中加入光纤。原理听起来很简单，
但工艺却极其复杂。想要把发丝般

纤细的光纤加入电缆，且保证其不
断裂，是件不容易的事。

金金元团队联合西安交通大学
研发“220kV高压智能测温电力电
缆”，经过半年多的调研、设计、模具
加工、设备改造、现场试制等多个环
节，找出了原有电缆生产方式的设
计缺陷，经过几百次的失败和现场
试验，精雕细琢，终于设计出一种生
产方法，不仅能够让光纤完美融入
电缆，更能大幅度减轻劳作强度，效
率提高几十倍。

至今，金金元共获授权专利50
多项，其中发明专利13项。

填补国内空白

在去年举办的全国电力电缆运
行经验交流会上，金金元宣讲的

“110kV复合平滑铝套电力电缆关
键制作工艺设计”学术论文荣获大
会优秀论文奖。纵观往年，鲜有电
缆生产企业能获得这一荣誉。

谈起产品受到如此高的评价和
荣誉，金金元回应道，“因为这个产
品的诞生算得上大势所趋。”

近年来，我国多地发生的电缆

本体故障，大多是因为高压电缆半
导电缓冲层与皱纹铝套之间放电烧
蚀。据统计，该类电缆故障数量已
超过外力破坏、多点接地等，成为电
缆本体故障的首要原因。

“简单来说，目前我们国内高压
电缆基本都是皱纹铝套电缆，设计
平均寿命30年，但是近年来，由于皱
纹铝套与电缆缓冲层间产生电腐蚀
现象不断发生，导致运行短则3~5
年，长则6~10年就会出现问题。”金
金元介绍说，为了攻克这一难题，他
带领团队与西安交通大学、中国电
力科学研究院合作研发了110kV复
合平滑铝套电力电缆，不仅可以解
决皱纹铝套电缆的电腐蚀问题，还
可提高电缆载流量，使电缆可靠安
全运行。这一技术填补国内电缆行
业的空白，该产品也逐渐试用于北
京、杭州、厦门等城市的电网。

目前，金金元及其团队已经陆
续研发出 220kV、330kV、500kV
系列复合平滑铝套电缆产品并投入
试验。“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该电缆
的运行覆盖率能有大幅度提升，助
力国家电网安全运行。”他说。

通讯员张萌报道 从2015
年开始，他连续献血34次，累计
献血10600毫升，按照救助一个
病人平均需要800毫升血液计
算，这样的献血量可以使十余个
患者重获生的希望；从最初献血
到每个月捐献一次血小板，他被
嘉兴市中心血站亲切地称为“周
末献血侠”……他就是嘉兴市燃
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民用抄检
员孙红祥。

一个个数字背后，诠释的是
孙红祥热衷公益，乐于奉献的

“热血人生”。
正是这份坚持，2018 年、

2019年，他荣获嘉兴市无偿献
血杰出奉献奖荣誉称号。2020
年4月，又获得献血界崇高的荣
誉——全国无偿献血奉献金奖。

名副其实的“周末献血侠”

孙红祥成为一名献血志愿
者源自一次偶然。

2015年6月14日，他陪着
侄子去嘉兴市中心血站献血。
那天正好是世界献血者日，市中
心血站的大厅内正在播放献血
公益广告。

“献血的意义这么大。”看完
广告后，孙红祥被深深触动了，
立即询问护士献血有哪些要求，
自己符合条件吗？在经过分检
后，孙红祥符合献血条件，这一
天，他第一次进行无偿献血。

献血后，他感觉自己状态很
好，甚至比以前更有精神了。从
此，他将这项公益活动一直坚持
下去，还带动了身边同事来献
血。

成为一名“献血达人”的他
还加入了“嘉兴市中心血站志愿
服务群”，成为了“后备军团”。6
年时光，他从未间断这场爱心善
举。

“老孙我太熟悉了，2015年
他第一次从献全血转为献血小

板，就是我给他采集的，现在每
个月他都会在某个周末，来献一
次血小板，我们血站的工作人员
叫他‘周末献血侠’，是当之无愧
的献血达人！”嘉兴市中心血站
护士亲切地说道。

爱岗敬业热心参与志愿服务

“您好，我是燃气公司的，要
进行燃气安全检查，麻烦您开一
下门！”孙红祥的本职工作是嘉
兴市燃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
一名抄检员。

抄检员不仅仅是每个月要
上居民家中抄写燃气使用量，而
且还要进行安全检查，防止居民
因使用不当或者疏忽而发生安
全事故。

也正因为如此，孙红祥还利
用自己所长，积极参加公司组织
的志愿服务，为居民普及燃气安
全知识。

每到周末，孙红祥就到市区
或乡镇多个小区里开展免费燃
气安全检查、更换燃气软管、开
展安全宣传以及直排热水器整
治等活动。每年累计开展安全
宣传和集中安检20余次，志愿
服务也成为了他工作之余生活
的主旋律。

在安全宣传活动中，面对
不同的居民用户，需要反复地
讲解安全知识、注意事项。虽
然枯燥乏味，但孙红祥表示这
一系列的宣传活动帮助了许多
存在用气隐患的家庭，很值得
也很有意义。每当用户用微笑
以示谢意的时候，他的心里总
感到非常温暖，因为付出的汗
水是值得的。

在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期
间，他还加入了居住地的小区抗
疫志愿者行列，在疫情最关键的
时期连续 15天坚守在小区门
口，冒着严寒亮码、测温，被评为
居住地的抗疫先锋。

叉车投篮、叉车撬瓶盖、叉
车托盘码垛、电工 PLC 设计调
试、中药识别调剂……近日，玉
环市第十四届职业技能大赛在

玉环市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开赛，
来自全市 194 家企业的 671 名技
术技能人才正在开展物流叉车、
电工、中药传统技能等11个项目

的技能竞赛，以赛促训，以赛选
才，竞技展风采，喜庆建党100周
年。

通讯员詹智 摄

向海图强春潮涌 奋楫追梦正当时
——追记浙江交院名誉校长刘渊的炽热报国情怀

1982年9月，刘渊（右）参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技术和
职业教育考察团”时发言。

从乡村讲台走上行业顶尖讲台

金金元：电缆行业的“破冰者”

竞技展风采
“伊家鲜掌门人”诠释工匠精神：

“守、破、立”

孙红祥：

“周末献血侠”
用行动演绎
“热血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