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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莉莉 口述 本报记者 汤传稷 整理

我与茶艺结下不解之缘，还是在参加工
作之后。

2009年，我大学毕业后来到开封技师学
院从事社会培训工作。2014年，学院根据市
场需要预开办茶艺培训专业。在院领导的鼓
励和支持下，我开始学习茶艺知识，通过努力
成功考取了高级茶艺师国家职业资格证书，
并在教学中探索形成了一套从初级到高级科
学合理的课程体系，受到培训学员的一致认
可。

我们学院连续多年开办以社会下岗失业
人员、农村转移劳动力等群体为主的茶艺技
能培训班，我也将更多的精力投入到茶艺教
学工作中。培训前，我会用心设计教学计划、
丰富课程内容，不辞辛苦跑遍茶叶市场为学
员选购六大茶类中各种茶叶标准样品；培训
过程中，我会用心上好每一节课，尽力让每一
位学员通过学习掌握专业的茶叶知识，从茶
文化历史到六大茶类基础知识，从选器择水
到泡茶三要素，从每一种茶科学正确的冲泡
品鉴流程到茶馆茶艺师接待服务礼仪，我都
非常用心地去传授。

作为一名优秀的茶艺师，不仅要掌握六
大茶类的发展历史、品种栽培、制作工艺、品
质特点等专业的基础知识，而且要理论联系
实际，在冲泡每一款茶时要根据茶性和顾客
需求不同，科学合理地选择泡茶水温、投茶量
和浸泡时间，这样才能让顾客品尝到这款茶
最好的香气与滋味。中国茶叶种类繁多，每
年新茶上市的时候我就会去茶叶市场了解各
个地区新茶的外形特征和内质特点，只有不
断地去探索和积累，才能做到准确识别、科学
冲泡和健康品饮。

看着每一期培训学员从茶小白变成茶艺
达人，并能成功考取初级或中级茶艺师技能
等级证书，就是我最开心幸福的事！

失业人员张女士原是一位全职妈妈，孩
子上大学之后在家没事做，就想学个技能找
份工作。她参加了我主讲的茶艺师培训班之
后，不仅全面学习了中国六大茶类专业的知
识，还懂得了如何正确冲泡茶叶和在茶艺服
务上的流程及管理知识。培训结束后应聘到
陈升号茶叶店，现在从事茶艺接待服务工作。

连续 8年的任教，我的教学经验越来越
丰富，再加上自身对茶艺的热爱，我从未停止
对茶艺知识的学习和探索，终于考取到国家
职业资格茶艺技师，并逐渐成长为一名优秀
的茶艺培训教师。

2019年，我参加开封市“宋韵千菊杯”茶
艺技能大赛暨河南省“中原茶艺杯”茶艺职业
技能竞赛，荣获开封市个人赛“一等奖”和团
体赛“一等奖”，因省赛赛制规定，一人不能参
加多个赛项，我果断放弃个人赛，而以学院的
团体赛为主，全力以赴争创佳绩。最后，我们
在省赛中取得团体赛“二等奖”的成绩。

2021年，当得知我省将举办第一届职业
技能大赛时，我就踊跃报名，最终荣获开封市
选拔赛茶艺赛项第一名，并代表开封市出战
省赛。在迎战比赛的日子里，我每天刻苦练
习，时刻不敢放松，直到拉着满满一车茶桌茶
具安全到达郑州奥体中心赛场，所有自创茶
艺比赛物料顺利进入比赛场地并安置妥当
后，我悬着的心才有了一些放松。正式比赛
的三天时间里，真的是紧张又充实，每天睡不
到 2个小时。但是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坚持
不懈的努力终于得到了回报，我如愿捧回了

“河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茶艺项目的金
牌，证明了自己也为学院增光添彩！

对我来说，最大的收获是因为技能而带
来的职业自信。未来，我将不辱使命，培养出
更多的茶艺师，为社会就业和大众创业助力，
为建设技能河南贡献力量。7

□常硕 口述 本报记者 韩春光 整理

我是郑州技师学院2020级 09班的一名学
生。自从在校进入货运代理培训班后，我经历
了一段意义非凡的美好时光。我深深地感受
到，熟练掌握一项技能之后，在面临就业时心中
才会有底气，人生才会更精彩。

和大多数同学一样，我在最璀璨的年龄里
充满着无限希望，畅想着人生的理想。我在学
习技能方面，时刻保持着严肃认真、积极进取的
态度，所以才有了在河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赛货运代理参赛项目中获得金牌的难得机会。

不做则已，一做必精！工匠精神始终贯穿
在我的学习和生活之中。从技能学习入门，到
慢慢掌握基本功，再到逐渐熟练，最后拥有属于
自己的创新，我知道，一口吃不成一个胖子，路
是要一步一步走的，技能成才需要点点滴滴的
积累和持之以恒的毅力。一个人要想全方面发
展自己并不容易，而专心致志地做一件事，则会
变成“无他，唯手熟尔”的水到渠成。

“一技之长，能动天下。”每次看到这句话，
我都激动不已，必须让自己掌握一个出众的技
能，才能踏上更高的人生台阶。近年来，我们技
工院校毕业生在就业市场上非常抢手，不仅保
持着较高的就业率，并且从“能就业”向“好就
业”不断转变。这也让我们这些技工院校的学
生渐渐地不再对“技工院校”这个名字产生排斥
和抵触情绪。谁会嫌自己因为拥有技能而变得
愈来愈优秀呢？但是如何变得优秀，就需要仰
望星空，脚踏实地，专心致志，全身投入，天天都
有所进步，每天都学会一点新知识、新技能。

货运代理业是指接受进出口货物的收货人
或发货人的委托，以委托人名义或以自己名义，
为委托人办理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业务，比如
报关、交接、仓储、调拨、检验、包装、转运、订舱
等。货运代理根据代理的业务不同，可以分为
进出口报关代理，海运散货拼箱或整柜代理，还
有空运代理等。

我在货运代理培训班的学习，每次都是在
追求完美中进行。不管是受进出口货物收货人
或发货人的委托，进行国际货物运输及相关报
关、仓储、检验、包装、转运、订舱，还是世界地
理、航线港口、贸易术语等不断细节化的学习，
还是英语的背读书写的逐渐积累，不骄不躁、持
之以恒、坚持不懈是我的准则。面对陌生的问
题，耐心、细心、慢慢来，成了我的座右铭。只要
方向是正确的，路途遥远那又算得了什么？

不断地夯实基础，突破自我，解决一个又一
个麻烦且令人头疼的问题，这无疑是一个乏味
且枯燥的过程，但不历经这些千锤百炼，哪里会
有“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的人生感慨。我
想，通往理想尽头的道路往往如此，我们需要做
的唯有坚持努力，追求上进。

在技能立身的时代，只要你会一项技能，并
且认真钻研，专注努力，在这个领域将技能做到
极致，一定可以拥有一个相当不错的收获。掌
握一项专业技能，不光能丰富提升自己，更能惠
及众人、造福社会。我想，这就是学习一项技能
的魅力之所在。

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技能成才，前无
止境。每一个成功都有一个开始，期望我们在

“人人持证、技能河南”的路上，共同前行！7

□吴鹏 口述 本报记者 翁韬 整理

我叫吴鹏，是刚刚结束的河南省第一
届职业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的金牌获得
者，也是郑州商业技师学院的瓷砖贴面实
训课的老师。当然，熟悉我的人都知道，我
还有另外一个身份——一名干了十六年家
装行业的瓦工师傅。

很多人就奇怪了，一个满身泥土的瓦
工师傅是怎么跟培养高技能人才的教师联
系起来的呢？

我所在的学校——郑州商业技师学
院，是一所致力于培养具有良好职业素养
的高技能人才的学校，从建校之初就特别
重视技能人才培养，以实战技能提升为出
发点来办职业教育。

我所在的园林建筑系建筑装饰专业，
更是一门强调实践能力的学科。瓷砖贴面
这门课程的开设，就是让学生在学习装修
设计理论的同时，又具备较强的动手操作
能力。

这次参加河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赛，就是希望更多的年轻人参与到技能学
习中，投身到“人人持证、技能河南”的建设
中去。

此前，我已经带领学生参加了 6届世
界技能大赛瓷砖贴面项目，都取得了不错
的成绩。因此，对于这次在家门口的比赛，
我也是摩拳擦掌、志在必得。

瓷砖镶贴工是装饰施工的一项传统工
种，要求工人能够按照业主意愿以及施工
图纸要求，完成室内地砖以及墙砖的铺
贴。而相比大家熟知的家装瓷砖贴面，专
业瓷砖贴面比赛项目的操作难度更大，其
镶贴工艺采用的是最先进的薄贴法工艺，
镶贴要求的速度也更快、精度也更高，选手
需要拼接的图案也更复杂。

以这次的赛题“党旗”的镶贴为例，选
手要根据图样和说明丈量贴砖的面积，计
算所需最少砖量；移除覆盖物，找平表面，
瓷砖表面放样切割；用水泥或黏合剂，把面
砖镶贴为规定的图案……“党旗”的镶贴难
点在于图形圆弧较多，要做到精准放样、裁
切分毫不差是关键，切割瓷片的时候要保
持高度的专注力，裁切刀具的轨迹要完全
贴合设计图线走，不能有丝毫的偏差。另
外，转角墙体在 AB两面交界处的缝隙要
做到严丝合缝，所有测量值的误差不能超
出1毫米。

由于准备充分，当别的选手还在切割
环节忙碌的时候，我仅用6个小时，就完成
了两面墙体的瓷砖放样与裁切，不少参赛
选手都向我投来赞许的目光。

我深知，成绩的取得并不是偶然的，这
些都需要有长期的训练或者工地的实战经
验积累才能实现。在学校，学生通过三年
实训课的教学和训练，可以熟练完成基础
的瓷砖贴面设计、镶贴，但是要达到更高的
水准，仍需要日复一日地反复实践练习，才
能实现由量变到质变的提升。“干一行要爱
一行，不吃苦，哪能尝出来泉水甜呢？”

多年的教学中，我也发现，经常有一些
学生抱怨干装修苦，下工地脏又累，不愿意
从事装修工种。现实中，招聘市场上从事
相关工种的青壮年数量很少，而技术过硬、
有创新能力的就更少了。

不少装修公司的瓷砖镶贴工，基本上
都是四十多岁往上的中老年人，大多只能
做一些基础拼贴这样的简单重复劳动，结
构复杂、画面创新的贴面工作往往一“匠”
难求。

供需之间的巨大缺口，也导致了在就
业市场上手艺好一点的瓷砖镶贴工格外抢
手，很多都给出了数倍于普通工的高薪，而
且还需要提前半个月甚至一个月才能预约
到施工师傅。

我希望我的每个学生——这些未来的
劳动者都能热爱劳动、崇尚工匠精神，通过
挥洒青春和汗水，掌握“一技之长”，练就过
硬本领。因为，三百六十行，哪一行都能创
造出属于自己的出彩人生。7

□张志路 口述 本报记者 王向前 整理

我今年26岁，获得河南省第一届职
业技能大赛云计算赛项金牌是我报名参
赛时的梦想，是我的幸运，更是给广大技
能从业人员的鼓励。

今天的一切成果要从高考说起。我
的高考成绩并不理想，填报志愿时让我
犯了愁。到底该填报什么专业才能让自
己以后拥有一份好工作呢？在老师的建
议下，我填报了三门峡职业技术学院的
云计算技术与应用专业。

云计算又称为网格计算，通俗地讲，
云计算是一种提供资源的网络，像自来
水厂一样，外人可以随时“云”接水，按照
用量付费给云计算平台就可以。进入学
校通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我越来越觉得
云计算专业符合我的脾气，于是我更清
楚自己要学什么、向哪个方向深入学习
了。我的目标很明确——没有一个高含
金量的文凭，就需要有一门技能，技能是
我将来走向社会的立身之本。于是，看
书、听网课、请教业内专家成了我的学习
生活常态。另外，我深知学历的重要性，
在学校学习的同时自考本科，2019年被
江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专业录取，
2022年取得本科文凭，从学历到能力都
有了提升。

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刚参加工作那段
时间。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毕业实习
时我去了南京一家公司。公司对实习生
要求严格，实习生要想留在公司工作，必
须在三个月的实习期内拿到云计算专业
方面的一个证书。我挺看重这份工作
的，就抽出时间没日没夜地学，最后顺利
考取了技能证书。后来我想，既然公司
这么支持员工考证，何不多考几个呢？
我工作转正后勤学苦练，一鼓作气在一
年内考取了三四个云计算方面的技能证
书，证明了自己的能力。

2021年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二年，思
乡心切的我在郑州找到一份工作，又遇
到一位行业大咖成为技能引路人。正是
在这位老师的推荐下，我报名参加了河
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并走到了决
赛环节。今年上半年我可忙坏了，为了
决赛我又恢复到了实习时的状态，每天
下班后单独留在办公室训练技能，节假
日也不休息，一遍一遍地练习，模拟赛项
的各个环节。汗水没有白流，我最终获
得了金牌。

越努力，越幸运！我很喜欢这句
话。我的好事也不断到来，前段时间被
猎头介绍到上汽集团帆一尚行（郑州）科
技有限公司，和其他伙伴一起负责公司
云平台的维护运营。这里高手如云，我
非常开心能和他们肩并肩工作。我的工
资也增加了许多，福利待遇处于行业较
高水平，未来发展空间由技能水平说了
算。

河南正在云计算领域发力，今年年
初河南省发布的文件提到，要加快上汽
集团云计算（郑州）数据中心等建设，强
化河南的云计算能力。我喜欢云计算这
个职业，站在工作新起点上，我要抓住大
好时机多学习，努力提升本领，使技能更
精，让今后的人生道路越走越宽。

回顾这几年的经历，我最大的感悟
是——技能水平决定技能从业者的人生
高度。河南的云计算发展潜力巨大，我
愿抱有一颗赤子之心，在云计算的星空
翱翔，为河南发展贡献一份力量。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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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关注·我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金牌选手

瓷砖贴面项目的金牌获得者 吴鹏

云计算项目的金牌获得者 张志路

货运代理项目的金牌获得者 常硕

茶艺项目的金牌获得者 郑莉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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