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月17日，湘江沿江风光带，毅行队伍行进在路上。 湖南日报·新湖南客户端记者 李健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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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4月18日讯 在灯光璀璨
的舞台上比才艺，在专业绚丽的T
台上拼技能———4月17日至18日，
2021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
高职组钢琴演奏、 中国舞表演；中
职组声乐表演、中国舞表演、模特
表演等五个赛项在湖南艺术职业
学院举行。 来自省内91所学校的
348名选手竞相角逐，参赛人数创
历史新高。（扫报眉二维码看视频）

模特表演、中国舞、钢琴演奏
等比赛，平时也很常见，而其作为
对职业院校学子的技能考验，会
有什么不一样？ 中职组模特表演
赛项裁判长、 湖南师范大学服装
表演专业主任沈晶介绍， 以模特
表演赛项中的平面模特展示为
例， 在设置上体现了行业产品展
示与广告模特的岗位对应。

湖南省教科院职成所所长王
江清介绍， 在湖南，“技能抽查”和
“技能竞赛” 两项制度对“能工巧
匠”的培养起了助推作用。一方面，
实施了10多年的技能抽查制度，
促进了职业院校专业结构及人才
培养方案的调整优化，不断完善了
专业技能考核标准体系，在整体上
还加强了对学生的技能培养，为培
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奠定
了基础；另一方面，技能竞赛的举
办能够让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脱
颖而出，从中可以发现一批能工巧
匠后备军，以及今后可能成为大国
工匠的苗子。“这两项制度协同推
进， 就能在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培养上既促‘拔尖’， 又保‘更
多’。”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夏惠慧 彭尧 漆芳茜

本报4月18日讯 今日上
午， 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
线一期工程首台盾构“融城1
号” 在长沙市岳麓区巡抚路站
始发， 正式开始巡抚路站至学
士站区间的掘进施工。 这标志
着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环线
一期工程区间盾构施工正式展
开，“轨道上的长株潭” 建设取
得重大进展。

长株潭城际轨道交通西
环线一期工程起于沪昆高铁
湘潭北站，由南向北沿潭州大
道敷设， 止于长沙地铁3号线
山塘站，线路全长17.29km。全
线设湘潭北站、北津站、黄家
湾站、白泉站、观音港站、学士
路站、巡抚路站、清风路站共8
座车站，其中地下站4座，高架

站4座。
自2020年1月正式开工建

设以来，截至目前，西环线一期
工程所有车站和高架区间均已
进入主体结构工程施工。其中，
北津站、 黄家湾站主体结构已
封顶，正开展附属结构施工；高
架区间上部结构箱梁共 353
片，累计完成约51%；地下区间
计划投入9台盾构进行施工，将
在年内陆续下井始发， 全面开
展盾构相关施工。

据了解， 长株潭城轨西环
线一期工程按照“同车同轨”的
原则，与长沙地铁3号线工程一
体化运营，预计2023年底前完
成建设， 届时长沙市民可以坐
着地铁直达湘潭。

■记者 周可 通讯员 周丽莹

“工匠精神就是耐得住寂
寞、挡得住诱惑，吃得苦，霸得
蛮。希望我传承的不只是技术，
更是匠心精神。”说这话的是中
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公司特级
技能师，工程师、高级技师邓元
山。

33年来， 邓元山始终坚持
坚守在科研生产一线， 在突破
关键加工技术难题， 以及新技
术、 新设备的应用和技术传帮
带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同
时， 他也为我国航空发动机自
主研制， 为国防现代化建设做
出了突出贡献。日前，邓元山获
评2021年湖湘工匠年度人物。

“我们加工产品的精度最
高在千分之二毫米范围内。千
分之二毫米是个什么概念?相
当于我们头发丝的四十分之
一。”邓元山说，航空发动机关
系着人的生命， 来不得半点马
虎。 在整个过程中都要追求完
美， 干出零缺陷的产品，“要激
励更多的年轻人走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

“要改变自己，最重要的是
学习。”邓元山说，师傅对他说
的这句话， 他一直铭记在心。
33年前，初中毕业后，邓元山
走进中国航发南方工业有限
公司，当了一名一线工人，“当
时身边人都比我起点高，不管

是学历还是经验， 有些没底
气。”于是，他每天跟在师傅和
前辈后面，记下每个技术动作
的“诀窍”，下班后再利用废弃
的零件，在空闲的机床上反复
练习。除了学技术，邓元山还
通过自学获得了本科文凭 ，
“在学习这个事情上， 不要嫌
麻烦。理论实践相结合，这样
才能走得更远。”

邓元山紧盯前沿技术，大
胆调整工艺， 先后完成了10
多台五轴加工中心的首批零
件试加工与操作培训， 独自
攻克10项五轴加工中心调试
应用难题，改变了国产五轴机
床只适合干粗加工的思维定
式。同时，完成500多个新编程
序的首件加工调试和工艺改
进。创新机匣加工中的多余物
控制方法， 提出新工艺方法，
近五年来减少加工时间3.5万
小时以上； 对某型涡轮转子
进行加工优化， 单台加工时
间由原 22小时缩短到 10小
时，一次加工合格率由30%提
高到100%。

5年来，邓元山和团队自主
研发19项新机械加工技巧，申
请专利18项， 且有多项技术达
到行业先进水平， 累计为公司
降本增效近千万元。

■记者 王智芳

2021湖南（春季）百公里全民健身活动举行

1.2万名毅行者徒步长株潭

长株潭城轨西环线一期工程首台盾构机始发

2023年后长沙地铁有望直达湘潭

本报4月18日讯 4月17日，2021湖南（春季）百公里在长
沙洋湖水街南广场浩荡出征。本届湖南百公里重启经典的长株
潭线路，1.2万余名毅行者们将从长沙洋湖水街出发，沿湘江大
堤南行到达湘潭体育中心，休整一晚后继续前行，最终抵达株
洲体育中心。

本次活动由湖南省体育局、共青团湖南省委、湖南日报社
主办，华声在线股份有限公司承办。作为今年全省首个万人规
模体育活动，本次湖南百公里以“闪耀的足迹”为主题，融红色
教育于全民健身活动中。

万名毅行者从长沙洋湖出发

17日上午7点， 在长沙洋湖
水街南广场，整装待发的毅行者
们正在排队签到准备出发。万名
毅行者中，有在校大学生，有退
伍军人，有徒步爱好者，还有带
着孩子一起参加的父母。

来自湘潭大学大一年级的吴
贤恩、谭鑫、谷政宇、吕昶萱4人是
相邻宿舍的好兄弟，出发前他们在
签名墙的最上方留下了自己的名
字，4人相约一路上互相鼓劲坚持
到终点。湖南工程学院的王同学去
年就参加过百公里，今年他带着女

朋友一起来参赛。 王同学说，去
年跟兄弟一起是较着劲地往前
冲， 今年牵着女朋友可以慢慢
走，看看沿路风景。“她要是走不
动了，那我就背她！”

人群之中，推着一辆宝宝车
的李女士和丈夫特别吸引人注
意。李女士十年前上大学时曾与
朋友一起参加过湖南百公里活
动，这次带上丈夫和儿子一起重
走经典的长株潭路线，希望既能
找回当时的感觉，又能收获不一
样的新体验。

17日下午5点起， 陆续有毅
行者们到达湘潭体育中心， 大家
在这里就地露营。当晚，一首首红
色歌曲在湘潭体育中心的前坪
唱响。 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 本次湖南百公里之夜
以“红歌嘹亮”为主题，融合红色
精神、毅行气概与音乐力量，以独
唱、合唱、演奏等多种形式唱响红
色经典，传承红色文化，让毅行者
在歌声中浸润爱党爱国旋律。

18日早上6点30分， 经过一
晚休整之后， 毅行者们再次出
发，踏上从湘潭体育中心到株洲
体育中心的路。18日上午10时，
在株洲体育中心的2021湖南（春

季）百公里终点处，迎来了第一
位完成2021湖南（春季）百公里
的毅行者廖向前。

出生于1971年的廖向前是
湘潭人， 户外活动爱好者，在
2020年11月举行的2020湖南
（秋季）百公里中，廖向前也是第
一位到达终点湘潭九华湖德文
化公园的毅行者。“今年因为下
雨，难度比去年大一点。”廖向前
说， 去年拿第一名就很意外，没
想到今年参加长株潭路线也拿
了第一名，“我觉得我超越了我
自己，虽然鞋子湿透了，膝盖也
有些痛，但还是很开心！”

■记者 周可 通讯员 周佩

露营夜万人合唱红色歌曲

“我们加工产品的精度最高在千分之二毫米范围内”

邓元山：匠心铸“航发”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攻关再难，有你就行。鹰击长空时，
心脏里迸发着你的蓬勃朝气，精益求精间，零废品的生产纪录
印证着你的匠心绝技。精技艺，重创新，航空精英，当代庖丁。

人物
现任中国航发南方工

业有限公司特级技能师，国
防邮电职工技术协会数控铣工、 数控编程专业技术委员会副主
任委员，湖南省机械类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曾获得中央企业百
名杰出工匠、全国技术能手、湖南省技能大师、湖南省劳动模范、
中国航发技能大师等荣誉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颁奖词

2021年湖南省职业院校
技能竞赛开赛
348名选手
同台竞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