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苦练砌墙弱冠之年全国摘冠
有望参加明年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离中国技能大赛砌筑项目比赛结束已经一周多，但蒋文手
上的水泡印仍清晰可见；和他握手，粗糙感满满———手掌全是
厚厚的茧。这双手和这个20岁男孩阳光的外表完全不配，但也
是这个男孩一颗工匠心的最好体现。在刚刚结束的这场全国赛
事上，长沙建筑工程学校的蒋文获得第一名，续写了该校在世
界技能大赛砌筑项目全国选拔赛三连冠的佳绩。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刘星言 杨嘉仪 通讯员 谢银满

【训练】
砌墙砌到走火入魔

蒋文是2014级建筑工程技
术专业学生。 不少同龄人沉迷
在手游里时， 他却对砌墙萌生
了浓厚的兴趣。“特别是邹彬和
梁智滨两位学长接连在国际比
赛上获奖， 我才发现砌墙也可
以成为明星。”蒋文是大家公认
的砌墙高手， 砌筑实习实训课
上最刻苦的一个。 他还主动报
名加入砌筑队， 希望可以努力
实现小小的“明星梦”。

蒋文告诉记者， 进入校队
后，平时的练习中，一个作品要
在7个半小时内完成， 垂直、水
平、细部、平整误差都要控制在
0.1毫米内， 否则就是不合格
的。为了赶上学习训练进度，不
服输的蒋文自己主动找到教
练， 请他为自己分析每次作品
的不足之处， 然后再一一记录
下来。在三个厚厚的“弱项本”
上， 蒋文不但发现了自己的各
种弱点，还思考了解决方案，并
写下来交给教练指导。“这个伢
子不但呷得苦、霸得蛮，而且非
常善于分析总结， 识图能力和
砌墙能力提升速度快。”世赛砌
筑项目金牌教练雷定鸣看到蒋
文自己制定的训练方案， 竖起
了大拇指。

尽管训练十分辛苦， 但他
还想着法子给自己的练习“加
餐”。识图速度慢，他就把图纸

放在口袋里，时不时拿出来看，
很多时候甚至看着看着就捧着
图纸睡着了，梦里也是图纸；砌
墙速度慢，他就趁队友休息时，
一个人在工棚里单独练， 一遍
又一遍地打灰、铺浆、摆砖。“独
处练习很容易静下来， 还能抚
平训练中的负面情绪。”疯狂练
习的蒋文成了队友们眼里“砌
墙砌到走火入魔的人”。但这份
执着， 使他的技艺在短时间内
练就得炉火纯青。

【比赛】
带伤应战成就“大国工匠”梦

6月25日-28日，蒋文作为
学校“种子选手”，参加在广东
举办的世界技能大赛砌筑项
目全国选拔赛。第一次走出校
门参赛的他， 遇到了“劲敌”
———竞争对手有2名是上一届
世赛全国5强选手， 竞争压力
不言而喻。

砌筑项目到底怎么比？蒋
文介绍，本次比赛是在事先公
布的6个作品中， 由电脑随机
抽取2个作品“天门山”和“粤”
组合为本届赛题。其中，“天门
山”作品有180多块砖，砌筑砖
块数量多、 异形切割难度大。
更让蒋文傻眼的是，赛事主办
方提供的砖块比平时训练用
的砖块密度大，平均每块砖多
了2斤重量， 而且棱角更加锐
利。为了节省时间，他一咬牙

坚持一次抱12块砖。 几趟下来，
他的手指、手臂到处都是刮伤的
痕迹。“根本顾不上痛不痛，只想
赶紧完成比赛。”

但这还只是比赛挑战的开
始，砂浆和切砖才是更大的挑战。
赛场的切割机也让蒋文十分头
痛。面对种种突发状况，蒋文没有
慌了阵脚，而是立即调整心态，为
自己鼓劲加油。

连续砌了两天的墙， 蒋文十
个手指上的水泡全破了， 在砖块
的摩擦和砂浆碱性的腐蚀下，鲜
红的嫩肉都袒露出来， 部分伤口
还化脓了。最后一天比赛，这个顽
强干脆的大男孩， 撕掉满手的创
可贴，继续应战。最终，凭借突出
的技艺，他获得赛项第一名，并有
望通过选拔训练代表中国参加明
年在俄罗斯喀山举行的第45届世
界技能大赛。

【追梦】
每个梦想都值得去追求

在常人眼里， 砌墙枯燥而艰
苦， 但蒋文却将其视为梦想。“做
自己喜欢的事情， 再艰苦也是一
种乐趣。我喜欢砌墙，今后也会更
加努力。”蒋文认为，每个梦想都
值得去追求，也都应该被尊重。20
岁的他坦言， 自己还没为人生设
计一个完美的规划， 但在追梦过
程中所付出的艰辛努力， 所坚持
的精益求精， 都将成为今后人生
路上最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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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7月6日讯 出生才一
个月， 就住进了省儿童医院的
ICU�。导致浩浩（化名）病重的，
是重症肺炎。日前，最新版《肺
炎球菌性疾病免疫预防专家共
识》（以下简称《专家共识》）正
式发布。 眼下正是湖南省潮湿
暑热的季节，初生至一周岁的
宝宝是细菌偏爱的“入侵对
象”，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儿科
主任尹飞教授等多位专家共
同呼吁，重视肺炎球菌性疾病
对婴幼儿的危害，及早预防接
种疫苗，为宝宝的健康成长保
驾护航。

记者从省儿童医院了解
到， 每年都有不少重症肺炎宝
宝住进ICU。“肺炎球菌性疾病
每年导致的我国5岁以下儿童
死亡人数却远远超过季节性流
感、手足口等疾病。”尹飞教授
介绍，我国每年近3万儿童因此
而失去生命。

除一岁前后儿童疾病感染
风险最高外，《专家共识》 也明

确指出， 多子女家庭———比如
2017年新生儿中有50%以上是二
孩。“疫苗接种是最合乎逻辑和最
有效阻止耐药性蔓延的方法。”尹
飞教授指出， 疫苗可预防感染的
发生， 从而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专家共识》指出，根据临床试验、
上市后观察和综述等文献回顾，
肺炎球菌疫苗是预防肺炎球菌感
染的最有效手段， 其安全性和有
效性都得到了广泛验证。

从事疾控工作11年， 长沙天
心区桂花坪街道百康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计免专干陆坚建议， 准父
母们从孕晚期就应该尽早开始了
解疫苗接种等相关信息， 尽早预
约接种时间，在宝宝6月龄前完成
免疫屏障的建立。

此外，专家还特别提醒，夏季
天气潮湿闷热， 家长们也应保持
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 居室要勤
开窗，多通风，少去人流密集、空
气不流通的场所， 全方位防御肺
炎球菌对宝宝的侵袭。

■记者 李琪 实习生 杨鑫礼

1个月宝宝肺炎住进ICU
专家提醒：潮湿暑热，及早预防婴幼儿肺炎球菌

近日，在2018年中国技能大赛———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上，长沙建筑工程学校学生蒋文获得
砌筑项目第一名。 通讯员 谢银满 摄

本报7月6日讯 记者今天
从湖南省社会劳动保险管理服
务局（简称“省社保局”）了解
到，按照人社部要求，我省已全
面取消领取社会保险待遇资格
集中认证。

目前， 全省14个市州经办
机构已向省社保局作出承诺：
本级及所辖县市区全面取消集
中认证， 为社会保险待遇享受
人员提供优质便利的服务。

“所谓集中认证， 是指离
退休人员在规定的时间内，到
规定的地点集中进行领取社
会保险待遇资格认证。全面取
消集中认证，就是离退休人员
按照自己的认证周期，选择自

己方便的任意一种认证方式进
行认证。” 省社保局离退休人员
管理服务处处长李明亮介绍 ，
“全面取消集中认证， 并不是不
要认证了。”

下一步， 我省将以现行的网
上自行认证、经办机构认证、社区
认证、银行认证、单位认证、手机
自行认证、传统认证等7种认证方
式为重点， 并积极推广社区上门
认证， 探索政府部门信息共享辅
助认证办法，做好我省认证工作。

据介绍，为了方便群众，我省
目前以面部识别系统进行养老金
领取资格认证为主， 其他认证方
式并举进行认证工作。

■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

●网上自行认证。 进入湖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务网
(www.hn12333.com)，在“在线经办”栏目点击“养老金身份认证”→下
载“人脸识别控件”→进入“湖南省养老保险身份认证系统”点击“身
份认证”→输入本人姓名、身份证号码，自行认证。

●经办机构认证。全省各级社保经办大厅设立的认证窗口认证。
●社区认证。 离退休人员全年任何时间段都可到居住地就近的

社区进行认证。
●银行认证。在中信银行、交通银行、华融湘江银行、长沙银行开

户领取养老金的，可到上述银行网点认证。
●单位认证。离退休人员也可以到原单位认证。
●手机自行认证。为最大程度方便离退休人员认证，我省积极推

行手机APP认证（智能手机下载“老来网”APP即可自行认证），要求社
区工作人员主动为离退休人员下载手机APP， 引导离退休人员足不
出户在家自主完成认证。

●传统认证。以下情形人员交相应资料到社保局，可视同认证一
次：长期住国外人员，请到大使馆开具证明并附身份证复印件寄回；行
动不便、生活不能自理、生病住院人员，采取填报《离退休人员养老金领
取资格认证表》的方式（表格可登录湖南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公共服
务网，在“养老金身份认证”栏目下载）；单位担保认证人员，由单位向所
属社保机构进行承诺，所担保人员如发生冒领，单位承担一切责任。

我省取消社保待遇资格集中认证
省社保局：“全面取消集中认证，并不是不要认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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