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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沈逸柔

今年是我在杭州工作的第10个年头，也是我与
这片土地结缘的第十年。当时背着行
李来下沙找工作的记忆还历历在
目，一转眼，自己已经在钱塘成家
立业了。

人们常说，20-30岁是一
个人的“黄金岁月”，我很庆幸
在最好的年纪遇到了最好
的平台。2014年，我来到
长安福特汽车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工作，从超
声波检验岗，到车身质量
评审岗，再到基层管理岗，
公司的轮岗制度让我学到了
很多专业知识，也精进了专业技
能。几年下来，我对汽车焊装车
间的岗位都更加熟悉，还通过参加
公司培训学习了沟通与协调、基层管
理等知识，提升了个人综合素质。

2017年，我和家人一起搬进了琅琴湾小区，终于
在这片土地扎下了根。入住几年，我看着周围的高
楼大厦一幢幢拔地而起，商贸综合体越开越多，交通

越来越便利，教育、医疗配套日益完善，我对未来发
展充满了信心。

随着钱塘不断发展，我和家人也享受到了改革
发展成果、推动共同富裕带来的红利。
我家大宝在新建好的、离家仅2公里的
杭州高级中学启成学校读二年级，小
宝才15个月，但我们已经为她物色
好了小区的幼儿园，打算等她长
大些就送去入园。

钱塘的发展成就了我的
幸福生活，我满怀感恩，想
要为这座城市的发展出一
份力。在公司，作为一名

党员员工，我对自己的工作
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常常与

其他党员同事冲锋在前，除了
做好本职工作之外，时常组建突

击队，开展车辆突发问题检修工
作。在家休息的日子，我报名了小区

核酸检测志愿者队伍，早上五点半就来
到核酸检测现场，在核酸检测点位登记

居民信息，协助维持现场秩序。
我期待着孩子们健康成长，也期待见证钱塘更

美好的未来。

■记者 何思源

我来自河南省光山县，现在是杭州职业技术学
院特种设备学院电梯工程技术专业的一名大二学
生。电梯对人们来说是再熟悉不过的
一种设备，而我就是一名电梯技师，
担任着维护电梯，保障乘客安全的
工作。

对于我们电梯技师来说，
每次检修都是一件很幸福的
事，因为我们是在保障千万
人的安全，我希望能用自
己的技术实现自我人生
价值。这不仅是我一个
人的想法，也是我们“星火
计划”全体学员的想法。学
校实行“星火计划”的初衷是
让每一位同学用所学的知识来
改变他们的人生，帮助大家摆脱
困境，拥有富裕且幸福的生活。

我向往着学长们的优秀经历，他
们从一开始的电梯保养、维护人员成长
为能够独当一面的杭州市一片区的班组长。每次想

到他们奋斗创业致富的精神，我的内心又激动又羡
慕，他们的成功离不开钱塘区和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的
培养与帮助。平台带给了我们工作机会，也带来成长
的机会，我希望自己能尽快学习更多的电梯技术，快

速成长，然后在电梯行业里有所成就，超
越学长，成为那根电梯里的“顶梁柱”。

未来，职业技术人才缺口会越
来越大，我希望钱塘区政府可以更
加重视职业教育，吸引更多人才
来学习职业技术。我了解到钱
塘区正在推进“塘塘合作”，
我希望可以把职业教育的
精神和理念传播到理塘，
吸引更多的学子来学习

职业技术，让更多的同学有
机会成为一颗颗星星之火，照

亮自己和他人的人生道路。
一年后的我将面临毕业，我

选择留在这个充满希望、满是幸福
的土地上，我相信我的奋斗定能改变

我的生活，也希望钱塘可以给更多高
职学生搭建平台，让我们成为星星之火，

点亮杭州，燃起全中国，助力共同富裕的建设。

■记者 余梦梅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叫
王汇桃，目前是中策橡胶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策橡胶”）
的一名技术工人，主要负责设备
的安装调试及日常维护保养
工作。

2007 年，我刚毕业便
来到了这里，那时候还没
有这么大规模的厂房，
设备还没有这么多，整
条生产线的产能效率也
不高。而现在，在中策橡
胶打造的“高性能子午胎未
来工厂”里，综合应用5G、AI、
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等新技
术，以数字化赋能企业研、产、供、
销全产业链，整个生产线仅安排
100多位工人便足以完成所有工作。

设备是生产的第一道关，设备能否正常运转直
接关系到产品的质量、生产效率，更关系到员工的安

全。目前我们车间涵盖了轮胎生产的全套20多种设
备，包括半制品设备、成型设备、硫化设备和检测设

备等。
对于大型设备而言，哪怕是一颗小

螺丝都是至关重要的，这也要求我们
更加精益求精，时刻拧紧“安全
阀”。入行以来，我带领团队经手
现场设备改善升级近百余项，
多次获得市、区、集团嘉奖，
2020年 6月我也成功被评
为钱塘新区“金牌工人”。

15年过去，我从当年
初出茅庐的“小王”，成为如

今杭州市高技能人才（劳模
工匠）创新工作室的领衔人，这

15年间我不仅见证了中策橡胶
的成长，也目睹着钱塘日新月异的

变化。
技术工人是共同富裕的重要一

环，作为一名“新钱塘人”，我希望通过
自己的技术力量，为钱塘的高质量发展贡献来自一
线的力量。

■记者 余梦梅

常言说，水是没有形状的，放在什么容器里，它
就是什么形状。作为一名质检员，对我而言，每瓶水
都有它固定的形状、精确的数值。

2006年，我从浙江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数控专业毕业，入职杭州娃
哈哈精密机械有限公司，工作后
考取了数控铣工高级技师，
2008年考上上海理工大学机
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
业，入选浙江省高技能人
才金蓝领培训项目。从
2006年到2018年，我也
从最基础的质检员成长为
质检工程师。

质检工作虽然枯燥无聊，
但却至关重要。流水线生产离
不开模具，而如何保证模具精准
无误，则需要质检员的定期检测。
每个平面、曲面、锥面的各项数值，我
们都需要牢记。如果说一根头发丝的
精度是7至10丝，我们模具要求的精度一般在1至2
丝，一些铸模模具甚至要求更高，因为细小的误差都
可能酿成巨大的损失。

每一个质检员几乎都是“全才”，他们要了解当
前使用的每一个机械、模具的各项数值，并且第一时
间告诉工人哪些器械有磨损，需要重新调整，从而保
证整条流水线的高效能运转。当下，借助大型机械，

我们的流水线可以完成每小时5.4万
瓶的产量，不仅减少了人力成本，也
大大提高了产值，用更低的成本获
得了更高的利润。

如今，我也从一名技术工
人变成了一名为技术工人服
务的人。技术工人的出身，
也让我更加明白一线工人
的诉求在哪里，如何能
让他们做得开心、做得满

意。同样是下车间问一句
“做得怎么样”，过去可能是
追问结果、催促进度，现在则

是问过程，偏向心态上的关心。
无论身处哪个岗位，我都依

旧会与一线工人站在一起，做更好
的精品，在自己的岗位上发光发热。

高品质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产品，还有我
们的生活，希望钱塘的工人群体一起拼搏，为钱塘区
高质量发展推动共同富裕事业作出更多贡献，把我
们生产和生活的品质都提上去。

■记者 谭敬 通讯员 费青

“需有所执，方有所成。”在我看来，工匠,是指在
一个行业能够沉下心来，摒弃浮躁，对自己的工作自
律、专注、耐心；对自己的作品精益求
精、追求极致的人。工匠要对自己的
工作有一份“执”，认真负责，精益
求精，才能有所进步。

我是一个平凡的模具设计
工程师，当年之所以选择模具
行业，就是想学一门能够养
家糊口的手艺。2008年
毕业后，我进入北大桥的
一家模具厂实习。当时带
我的师傅告诉我，要想成为
一名优秀的模具设计师，没有
任何捷径，只能依靠时间的沉
淀。于是，我在日复一日的作业
操练中，精进自己的知识技艺，增长
自己的经验见识，于2016年一举斩获
了浙江省职业技能大赛模具设计项目
第一名。

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2018年，我辞去设计部经
理的工作，独自创立了现在的杭州轩玮鸣模具科技
有限公司。为了给更多模具行业从业人员提供一个

技术学习与交流的平台，2020年4月，公司上线了一
款模具行业公益性的技术交流小程序“模具问问”。
我作为平台技术顾问，为用户答疑解惑。截至目前，
平台累计用户2000余人。在培养技能人才方面，我

毫无保留地将毕生所学传授给年轻
徒弟，曾经培养的两名学生也学有
所成，在省职业技能大赛中分别
获得“省首席技师”和“省技术能
手”称号。

在我看来，这个传统行
业面临的最大的问题，不
是席卷而来的数字化浪
潮，而是整个行业青年

人才的缺乏。近年来，钱
塘区政府十分重视工人群

体，把技术工人群体作为扩
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着力

点，让钱塘的技术工人有了更多
的安全感、认同感和幸福感。我相

信未来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加
入到这个行业，成为真正的匠人。

一片丹心终不悔，虽然创业之路并不平坦，但我
仍会在模具行业一直深耕下去，坚守初心，砥砺前
行，以实际行动践行工匠精神，为全力打造具有钱塘
特色的新时代技术工人共富样板贡献力量。

■记者 董笑瑜

自2016年来到钱塘，我在这里生
活、工作，直到安家，已经快10个年
头了。心安是归处，他乡变故乡，
我早已成为了一个钱塘人，是钱
塘的一分子。一路走来，我目
睹了钱塘区日新月异的发
展，见证了它翻天覆地的变
化：昔日的江海滩涂与农
田，如今已成了美丽的
现代都市；过去单一的产
业功能区，也变成了区政合
一的行政区，在推进共同富
裕的路上更有作为。

这些年，钱塘区加速推动经济
发展，同时致力于增进民生福祉和
造福百姓，不断改善生态环境、文化环
境。如今，居民收入有了增长，各项配套

设施也在逐步完善，道路交通更加便捷，让生活在钱塘
的我们有了更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作为外来的务工

人员，我们也能感受到区政府对我们的
关怀；作为一名生鲜配送司机，交警、
运管等各部门都时刻关心着我们的
情况。近年来，我们的配送工作一
度受到疫情影响，但是区政府出
台的政策和人性化的管理措
施都帮助我们解决了困难，
让我们感受到钱塘区的温
度，更让我们对钱塘实现

高质量发展、实现共同富
裕充满信心。

在未来，我相信钱塘经
济能够继续稳健增长，交通和

出行也会更加便捷，为居民的生
活提供更多的便利，吸引更多人在

钱塘落地生根，成为钱塘区实现共同
富裕的有生力量。

“咱们工人有力量 咱们钱塘有担当”

“杭州工匠”·轩玮鸣模具张利舟：
用“工匠之心”带好一批新时代技术工人

汽车产业工人·长安福特夏文龙：
奋斗在钱塘的这10年让我知足

青年技工·杭职电梯工程技术学生余传林：
“星星之火”照亮前路

货运司机·和达供应链产业园郭庆：
他乡变故乡，此心已安

金牌工人·中策橡胶王汇桃：
为钱塘共同富裕事业贡献一线力量

金牌工人·娃哈哈精密机械汤鑫杰：
高精度生产，高品质生活

技术工人是中等收入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扩中”“提低”的九大群体之一。为了让这类群体更有获得感，不久前，钱塘
区发布“钱塘区技术工人共同富裕指标体系”和“钱塘技工码”等一系列重磅举措，给予技术工人诸多保障。在共同富裕的奋进
之年，他们是共富征程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就让我们一起来看看他们眼中的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