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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程雪 通讯员王豆豆报
道 春天是农事开始之时。这几
日，边月明穿梭在葡萄园里，仔细
查看着经过一个冬天的葡萄树是
否有被虫子侵害，及时修剪病枝。
另一边，工人们抓紧时间修整葡萄
架，加固大棚。

边月明是80后新农人，2009
年大学毕业回到家乡安吉种植葡
萄。经过12年的摸索，走出了一
条独特的农业之路，从葡萄种植的

“门外汉”到农旅融合的先锋，带动
村民共同致富。

创业多磨难

边月明是一个典型的“山里
娃”。父母务农，靠山吃山，通过辛
勤劳作，供唯一的儿子读书，走出
大山。边月明在大学学习数控专
业，工作也早有了着落。

然而，毕业前夕的一次出游，
改变了原本的轨迹。边月明与同

学来到金华一个葡萄园，与农户交
流中了解到种植葡萄效益高，农户
夫妻俩种植了十余亩葡萄，年收入
却能达到20万元。

“我当时触动很大，自己家就
住在安吉大竹海景区附近，自带流
量，葡萄销路肯定不成问题。”边月
明在大学毕业时毅然决定回到安
吉，承包了9亩3分地，风风火火
地种起了葡萄。

万事开头难。边月明购买相
关种植书籍，四处考察，学习种
植技术，摸索着前进，最后选择

“无核四号”作为首批种植的葡
萄。为了节省成本，他扛下了所
有的活，父母看不下去，默默地
拿起锄头下地帮儿子，一家三口
成天窝在葡萄园里，搭棚、挖土、
种苗……

眼看还有一个月葡萄就要成
熟了。2010年 6月，边月明在镇
上办事，突然接到父亲的电话说葡
萄焦了。他连忙赶回葡萄园，发现
所有的葡萄上面一层都被太阳灼
伤，变成了红褐色，原本饱满的颗
粒也皱成了一团。原来葡萄处于
硬核期时，需要进行“防晒”处理，
以免太阳直射而灼伤葡萄。如此
一来，葡萄只能进行修剪，做低价
处理。边月明一边修剪灼伤的葡
萄一边流下了眼泪。

农旅融合尝甜头

有了第一次失败的教训，边月
明更加注重学习、总结经验。他引
进了巨峰系葡萄进行种植，又是一
年精心培育。2011年，他种出了
令自己满意的葡萄。

当时，安吉休闲旅游业发展势
头大好。家门口的大竹海景区吸
引着不少游客，边月明在路边打起
了广告，邀请游客进行采摘体验。
没想到，走进葡萄园采摘的游客络
绎不绝，葡萄卖到了20元/斤。

尝到了甜头的边月明，增加葡
萄品种，引进阳光玫瑰、妮娜皇后、
美人指等17个品种进行种植，还
邀请专家进行指导。

流量和品质都有了，怎样留住
游客？边月明有了一个大胆的想
法，打造果园民宿，让游客住在葡
萄园里，沉浸式采摘，游玩。他跑
到德清、桐庐等地，考察学习当地
的民宿。之后，他将葡萄园变成研
学基地、家庭农场，提升葡萄的附
加值，让葡萄园变成景点。

2020年3月30日，边月明作
为安吉休闲农业板块的代表向习
近平总书记做了长达1分钟的工
作汇报，受到了总书记的认可，并
鼓励有志青年早日回到农村，为实
现乡村振兴贡献力量。这更加坚

定了边月明走农旅融合之路。

抱团输出共富裕

一个人的力量总是过于渺小，要
想打出安吉品牌，必须要集众人力
量。想到周边也有不少农户在种植
葡萄，边月明希望带动农户一起成立
专业的合作社，抱团形成市场竞争
力。他化身说客，挨家挨户上门邀请。

鲍洋波是一位大学毕业回乡
的“农二代”，家里从事葡萄种植，
在边月明的指导下种植阳光玫瑰，
亩产纯收益提高了2万元。这让
周边农户看到了希望，也纷纷加入
了合作社，如今全县已有47户农
户加入。合作社种植面积从50亩
发展到 1000 余亩，亩均效益从
5000元提高至5万元。去年合作
社共产出葡萄2000余吨，销售收
入达2000多万元，还带动了100
多户农户发展休闲农业。

都说十年磨一剑，而边月明已
经磨了 12 年，也打算继续磨下
去。用他的话说就是“这辈子和葡
萄死磕到底了”。

接下来，边月明希望通过发展
“农业+旅游+物联网”的方式，将
合作社的葡萄远销到杭州、上海等
大中型城市，并带动一批90后的
农创客一起从事农业电商，为安吉
农旅融合发展、乡村振兴助力。

记者李国峰报道 工件装夹
要放置在虎钳中间位置，高出虎钳
上表面6~8mm，用锉刀对工件进
行加工时，开始锉削时身体要向前
倾10度左右……开学前的杭州职
业技术学院，大部分老师早在准备
新学期的课程，作为钳工实训老师
的刘明杰也不例外，一边在钳工实
训室内检查教学用具，一边在教案
上写下操作要点。

2019年荣获全国青年职业技
能大赛（学生组）钳工赛项冠军、

2020年斩获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
赛（职工组）冠军、全国技术能手、
浙江青年工匠……年仅25岁的刘
明杰已经获得多个重量级奖项和
荣誉。“都说‘越努力，越幸运’，机
会永远只会留给有准备的人，只要
足够努力就一定能闯出一片天
地。”在这位“双料冠军”的背后，满
是勇毅。

学好技能一样能点亮人生

在成为实训老师之前，刘明

杰曾是该校模具设计与制造专业
的学生。在这里学习时，刘明杰
清晰地感受到了城市对于高技能
人才的尊敬和重视，特别是一系
列的配套政策，让他越发觉得，杭
州是一座学好技能就能出人头地
的城市。

“学好技能一样能点亮我的人
生。”带着这颗坚毅的心，大三时的
刘明杰就参加了“振兴杯”全国青
年职业技能大赛（学生组）。

“差之毫厘失之千里，钳工最
重要的是手要稳，此外手臂力量必
须要达标，特别是大赛期间，总计
6小时的考试时间，大约有5个小
时是在用锉刀锉精度。”对此，刘明
杰向记者分享了自己的“诀窍”：每
天坚持200个俯卧撑锻炼手臂力
量、1000个跳绳锻炼肺活量。在
此基础上，每天还要练习模块的制
作和专项训练。

比如制作模具时会用到45号钢
的圆棒料，他每天都要练习用锯子将
它锯断，再用锉刀锉平，整个过程耗
时1小时左右。备赛时，刘明杰每天
都要完成四五根圆棒料的练习。一
个平面是否平整，他只要把手放上
去，就能很精确地判断出来。这是大
量训练带来的“肌肉记忆”。

没有拿不下的“冠军”

钳工技能大赛重点考查选手

对工、量、刃具的正确熟练操作，而
职工组考量的是全面的技艺，竞争
也会更激烈。

“当时获得学生组第一的时
候，我的指导老师陈楚就鼓励
我，我年轻，只要多努力一点，一
定可以有新的突破。”为此，留校
任教的刘明杰毫不犹豫地参加
了全国青年职业技能大赛（职工
组），希望能够突破自己的天花
板。而备赛的辛苦则是必然的，
相比于其他富有经验的参赛选
手，初出茅庐的刘明杰并没有气
馁。

虽然有设计图纸，但是实际操
作起来却有可能是另外的景象。
刘明杰告诉记者，比如用铜片这样
具有弹性的材料，用模具冲压，如
果控制不到位，容易导致材料回
弹。

学生组尚且还有老师带，但
是职工组就没有这一说，最多只
能找往届的获奖者取取经。除了
之前的日常训练之外，刘明杰把
床搬到实训室，开展模具钳工的
训练，“图纸是理论上的，但是最
后能不能将材料打成实用的模
具，则需要大量训练和经验加
持。”刘明杰表示。

“看到他的努力，我对他得到
冠军毫不意外。”与刘明杰成为同
事的黄邹凯对他充满信心。

带领更多的青年走上技能成
才之路

漫长时间里的坚持，让刘明
杰的手上布满大大小小的伤痕，

“练习时磨出的茧好了掉，掉了又
好，反反复复。”但是刘明杰却打
趣地说，这些都是他技能道路上
的见证。

“我心里由衷地敬佩那些了不
起的大国工匠，我要向他们学习，
登上更高的舞台。”刘明杰说，自己
的梦想是成为一名了不起的大国
工匠，工匠巧手中纯熟的技艺，经
过了数不清的打磨和历练，沉淀出
了无数经验。

经此两役，当时身为应届生的
刘明杰一鸣惊人，凭借着过硬的技
能和扎实的作风，得到了许多企业
抛出的橄榄枝，平均年薪在20万
元以上。

“虽然去企业能够带来更高
的收入，但是我认为，将自己的技
能传授给更多的学生会更有意
义。”如今，留校任教的刘明杰已
经上了600多节实训课。说起新
学期的打算时，他真诚地说：“我
现在除了要进一步挑战自我之
外，还想进一步提升我的教学能
力，为更多有技能志向的青年领
路，带领更多的青年走上技能成
才之路。”

你的付出终将美好，你的奋斗决定未来。2 月 21
日~23日，中国铁路上海局集团有限公司杭州工务段第
七届青工技术比武在衢宁铁路松阳站举行。来自27个
车间的60名青工参加了理论和实操的比拼，这其中95
后占到了50%，年龄最小的参赛选手是1999年出生的，
他们用扎实的理论功底和顽强的拼搏精神为自己的这
份事业注入青春活力。

通讯员梅文涛 摄

记者金钧胤报道 “你要问他
哪个项目的开工日、工期，他门儿
清，要问他儿子的中考、高考日，他
就是个糊涂蛋了。”同事们打趣的
对象是国网东阳市供电公司光明
电建工程建设负责人吴拥军，一个
电网工程建设专家、一个“不称职”
的父亲。他扎根电力基建一线三
十载，带领团队做好电网建设、抢
修、保电等各项工作，先后主持攻
关十余项电网建设技术难题，获得

24项国家专利。
工作服加上一双黑布鞋，是吴

拥军的标配。正是30年的专注让
他在工作技能上不断精益求精，在
工作效益上不断再创佳绩。今年
初，为助力东阳市品质提升大会
战，吴拥军主持市城南西路“上改
下”工程，组建攻坚团队，连续奋
战。“用最快的速度点亮每一户人
家、开动每一台机器，把光明送给
每一个人，这就是我的工作目标。”

吴拥军很少能有固定的假期，
每当企业有供电或者维修需求，吴
拥军就算在休假也会安排人员与
企业对接，或亲自赶赴一线参与供
电、抢修等工作。尤其是到了台风
天，吴拥军的工作更是一刻都难以
停歇。

“去年一次受台风影响，东阳
市虎鹿镇白溪江水位迅速上涨，
一根 10 千伏电杆存在倒杆危
险，”吴拥军说，这根电杆位于水

流湍急之处，抢修难度大、危险系
数高。吴拥军带领应急抢修队第
一时间赶到现场，在大雨中与同
事设计加固方案，制作多组临时
拉线，确保电杆最大程度受力均
匀。经过抢修队两个小时的连续
作战，终于在第二天凌晨排除了
险情。

吴拥军总说，每个工程都是我
的孩子，需要倍加呵护。可对于自
己的孩子，吴拥军更多的是亏欠和

愧疚。“很多时候我答应家人周末
去哪里玩，但是抢修任务一来，我
能给他们的只能是‘对不起’。”而
让吴拥军感到欣慰的是，“我总能
得到‘工作要紧，注意安全’的回
应。”因此，每当有难得的假期，这
位“不称职”的父亲总会陪在家人
和孩子身边，满足他们提出的要
求，“即使只是短暂的陪伴，我也会
感到心安，这可能是我唯一能补偿
他们的方式吧。”

记者张浩呈 通讯员周永卫、
王际明报道 一副白边眼镜，一
身灰色工作服，脚上穿着一双运
动鞋，眼前这个正在介绍以其名
字命名的工匠创新坊的讲解人，
正是先后荣获“浙江工匠”“港城
工匠”等多项荣誉的宁波信远齿
科器械有限公司工厂长、工会副
主席史鹏飞。

作为公司研发领域的领头
雁，史鹏飞更像是一个常年在生
产一线的工人。他说，“只有身处
第一线，亲自上机器操作调试，才
能知道设计的产品是否有缺陷。”

16年来，他从一名默默无闻
的生产一线普通职工，成长为医
疗微型旋转刀具焊接、医疗旋转
刀具加工及机械自动化领域的佼
佼者，这与他的刻苦钻研、爱岗敬
业是分不开的。

信远齿科器械有限公司是一
家专注齿科旋转工具研发和生产
的高科技企业。工厂创办之初，
在研发自动焊接机时，为攻克技
术难题，史鹏飞查阅了大量相关
资料，尝试了上千次试验，常常下
班后依旧在车间研发调试，整整
用了半年时间，最终成功研发出
自动焊接机，成功代替了人工手
动焊接。“新的设备生产效率提高
了很多，以前是一人操作一台设
备，需要工人手动焊接，一天大概
只能生产800只；现在是一人操
作七八台设备，工人只需要检测
和装料，每台可以生产1500只，
批量合格率也从 75%提高到
97%。”提起这技术创新，史鹏飞
语气中充满着自豪，焊接技术的
成功，为企业大大节省了原材料，
降低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生产效
率，并且此项焊接技术还申请了
发明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2
项。

自此之后，史鹏飞在技术创
新的道路上越走越宽，其中，由他
创新研发的牙科车针自动焊接
机，还成功填补了国内医疗微型

旋转工具相关领域的空白，技术
趋于国际领先水平。

焊接、粗磨、刃口细磨、检
验……一枚枚小小的牙科车针，
直径只有5毫米，制造它却需要
好几道工序。史鹏飞说，因为这
个行业比较特殊，大部分通用的
设备无法加工这些细小的齿科产
品，进口的设备价格又比较昂贵，
因此，热爱钻研的他再次走上了
独立研发道路。

经过多次试验，史鹏飞设计
开发出了国内首台硬质合金牙科
车针CNC磨床，目前，这一产品
已经从第一代的简易原理机型发
展到现在第六代具有自动检测和
机械手的 6轴 5联动牙科车针
CNC磨削加工设备。据统计，工
厂内90%的齿科设备都是由史
鹏飞带领的团队自主研发的，并
彻底打破了国外产品在中国的垄
断局面，成为行业典范。

工匠创新坊的成列墙中心
“信用、奉献、创新、幸福”8个大
字，揭示了史鹏飞及其团队对牙
科车针CNC磨床研发事业的不
断追求。作为工匠创新坊团队成
员、产品技术组组长阮志孟提起
史鹏飞赞不绝口，“他在工作中不
怕脏、不怕累，任何事都走在大家
前面，处处起带头模范作用，处处
散发着积极向上的精神，大家和
他一起干活都觉得非常有劲、有
激情。”

作为一名老职工，史鹏飞总
是用实际行动带动和鼓励新职
工，并把自己工作经验和总结心
得传授给新同事。现在这些曾经
的新同事和他一样都成为了公司
的骨干力量。

从史鹏飞的创业敬业事迹中
感受到了对行业深深的热爱，他
说，“作为一名新时代产业工人，
只有专注于自己的行业，热爱自
己的事业，始终追求产品品质，才
能不断创新，不断进步，不断超
越”。

通讯员王珏报道 大年初六
一早，大二学生莹莹起床配好一
身汉服后，带上10岁的妹妹一起
直奔绍兴书圣故里历史街区的一
家汉服馆，做完妆面、发型之后，
才去亲戚家聚餐。她说，去年春
节也穿了汉服去给长辈拜年，可
是自己不会弄妆发，整体造型有
些不协调，今年想给大家一个惊
喜。

近年来，在汉服爱好者们的
旺盛需求中，逐渐催生出一门新
兴的职业：汉服妆造师。

同为“同袍”的热爱

“如果你喜欢端庄一点的话，
可以选择这类明制的服装，那边
几件稍微可爱一些，可以都试试，
确定服装之后再设计造型。”在书
圣故里的汉服体验馆里，过年期
间还不时有莹莹这样的“同袍”光
顾，店里的95后汉服妆造师潘炜
鑫都耐心地给予指导意见。

何为“同袍”？“岂曰无衣，与
子同袍”这个出自《诗经》的词，在
汉服圈内，成为爱好者之间的昵
称。潘炜鑫本身也是一名汉服爱
好者，小时候就经常拿床单裹在
身上模仿古人的穿着，长大后在
了解汉服妆造以后，对其中蕴含
的古代美学非常着迷，于是索性
系统地学习起古代的服饰和妆
发，摸索古代发型的结构和轮廓。

近两年热播的古装剧《清平
乐》《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等
剧的服装造型都是比较符合历史
人物穿戴规制的，她也经常会学
着剧中人物的形象进行妆造练
习。

“汉服妆造师是一个需要历
史知识积累的职业，熟悉各朝代
的服饰特色和审美风格是最基本
的职业素养，在了解的基础上再
去发挥创造力。不同朝代的衣
服，适合的发型不一样。比方说
像坦领唐风装，一般头发都要全
部盘起来，像明制这种就看风格，
稍微可爱一点的话，比较适合做
对称的发型。”潘炜鑫介绍说，发
型最难的就是打底，需要把顾客
自己的头发包好，包括前包发、后

包发，发型打底一定要干净，才能
进行后面的步骤。

最多时，潘炜鑫一天需要做
十几个妆造，简单一些的每个造
型在三四十分钟，精致一点的要
一两个小时，最长的一次妆造花
了3个小时左右。

汉服妆造将融入日常

在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喜欢并
热爱汉服文化后，汉服也正在逐
渐融入人们的生活。如今，像莹
莹这样穿着汉服出门的身影越来
越多，汉服好像也变得越来越日
常化。随之而来的是汉服妆造的
日常化改良。

不久前，绍兴市区一家汉服
体验馆的经营者兼汉服妆造师唐
一秀在影楼拍完一系列新婚照，
面对影楼提供的模板化汉服系列
妆造，她并不是十分满意。

唐一秀解释说，自己对汉服
的服饰体系颇有一番讲究。她
说，一套汉服要包括衣裳、首服、
发式、面饰、鞋履、配饰等，需共同
组合形成一个整体。汉服的形
制，简单来说指的就是汉服的款
式。比如有上衣下裳缝连起来的

“深衣”制、上衣和下裳分开的“上
衣下裳”制、短衣搭配的“襦裙”制
等，以及其他特定的裁剪样式。
如果形制合规，做出来的汉服比
形制不合的更好看、更飘逸。

“正统的汉服我感觉更偏向
礼服，现在不少汉服做了改良设
计，或混搭后换成便于行动的常
服也很好。”唐一秀说，如今不少
汉服爱好者的妆造要求中，更多
的是可以融入日常生活。妆感一
般不会太浓，发型也比较自然，适
合跟朋友一起去外面玩，或者参
加一些雅集活动，有种时空穿越
的古今交融感。

唐一秀认为，随着大家对汉
服的接受度和普及度越来越高，
汉服妆造师的职业价值也将日益
凸显。即使受到疫情的影响，绍
兴还是有许多汉服体验店和相关
拍摄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对
于汉服妆造师的需求也会越来越
旺盛。

边月明在给葡萄抹芽。

笃信技能成才的刘明杰有两个心愿：

成为大国工匠 培养更多工匠

刘明杰在实训教室检查训练器械。 记者李国峰 摄

80后新农人如何带动村民共同致富？

边月明相中了葡萄

你的奋斗
决定未来

一个“不称职”父亲的光明梦

“浙江工匠”史鹏飞：

专注和热爱
汇集创新动力

“汉服热”催生的新职业

汉服妆造师
带你“穿越古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