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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评第三批“港城工匠”

去年8月，市总工会联合市委组织部、
市委宣传部、市经信局、市科技局、市人社
局、市科协等单位启动了第三批“港城工
匠”推荐活动。一场持续8个月的职业技
能竞技，在今年五一节前终于鸣金收鼓。
在宁波市百万职工“建设两美浙江、助力
六争攻坚”劳动竞赛动员大会上，丁国强
等43名职工获得了宁波市第三批“港城工
匠”荣誉，马银锁等13人获得“港城工匠”
提名奖。

第三批“港城工匠”的评选重点聚焦先
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业。
作为一大创新，在申报推荐方式上，此次在
前两批的单位推荐、个人自荐的渠道之外，
特别新增了公众推荐这第三种方式。

在申报推荐环节，组委会共收到208
人的申报材料，其中，通过公众推荐渠道而
来的有20余人。在资格初审基础上进行
了复审筛选，确定90名候选人进入公众点
赞和专家评审环节。

去年 12月，平日里埋头苦干的工匠
“大咖”们从幕后走到台前，接受群众点
赞。第三批“港城工匠”投票点赞活动在
市总工会的官方公众号“甬工惠”上热烈
展开，90名候选工匠被分作四期，按照车
工、电工、机械修理行业，钳工和工程建设
行业，服装制作、美容美发和手工艺行业，
设计研发和其他行业的顺序连番登场，展
示各自的职业魅力，吸引了10多万职工投
票点赞。今年初，经专业评审和媒体公示
后，最终的第三批“港城工匠”优胜者名单
得以确立。

宁波不仅是浙江的经济强市，也是省
内工匠“大户”。2016年7月，市总工会联
合市经信委、市人社局发起“寻找身边工
匠”活动，产生首批50名“港城工匠”和40
名“港城工匠”提名奖获得者；2017年7月，
又选树了第二批“港城工匠”，产生36名“港
城工匠”和18名提名奖获得者；今年第三批
产生43名“港城工匠”和13名提名奖获得

者。至今，我市已诞生 129 名“港城工
匠”。在“浙江工匠”的榜单中，宁波也以33
人领跑全省。

省委副书记、市委书记郑栅洁曾对此
批示：这项工作做得好，对我市产业发展很
重要，望进一步做好做大。2016年5月，市
总工会首次出资2000万元设立“港城工匠
发展基金”。如今，工匠培育已成为宁波助
推制造业转型升级的有力途径。连续多年
评选“港城工匠”等活动，极大地带动了基
层一线“蓝领”的工作热情。

每一名“港城工匠”的诞生，是匠人匠
心的数十年沉淀与坚持，也是一次全市数
百名匠人的“大比武”。第三批“港城工匠”
候选人在各自企业内部几乎都达到了最高
专业水平，不少人还连续多年获得技能比
武冠军。对于优胜者而言，“港城工匠”的
评选既是千军万马的竞技场，也是一个展
现他们深厚技能技艺的舞台。他们，是埋
头建设的工匠，也是宁波的城市明星。

机场轰鸣，这里的每一分每一秒都仿佛在与
时间赛跑。37岁的航线放行员黄四九在这里已
工作了15年。

“检查起落架、雷达罩、轮胎、灯泡，还有驾驶
舱内的操作系统……”黄四九和同事们手捧着厚
厚的操作手册，降落在宁波栎社国际机场的客机
都要接受他们的“体检”。

穿着荧光服，挥舞着指挥棒，引导飞机滑入
停机坪，待飞机安静下来之后，黄四九和同事便
开始了每天都在重复的一项工作：给飞机“体
检”。留给他们的时间并不多，一般来说也就45
分钟左右。“因为客机还要赶下一趟行程，毕竟对
航空公司来说，每延误1小时都是以1万美金来
计损失的。”黄四九说。

黄四九手上的手册，是一份中英文显示的检
查表格，粗粗一看，需完成的检查项目有50多
项。按常规走完全套检查流程，一般耗时半个多
小时，当然，这是在一切顺利的情况下。如果遇
到有故障需要排除，黄四九他们的工作就会被滴
答滴答的秒表计时了，来自各方的催促电话会不
断响起。

“有一次发现一架飞机的液压泵漏油，如果

按常规修理，需要1个多小时，但我们硬是争分
夺秒，在45分钟内帮航空公司修理好了。”黄四
九说，飞机轮舱内遍布各种管路，拆装难度大，他
与航空公司相关技术人员协商后迅速制定排障
方案，当天原本要取消的航班得以正常执行。当
时由于不知道修复情况，航空公司已经不得不启
动应急预案，并且调用了备用飞机在一旁等候。

“我们理解航空公司的心情，毕竟飞机停航一次
就是几十万元的损失，还好我们及时赶上了。”说
完，黄四九有些不好意思地笑了。

黄四九是广西阳朔人，在宁波机场，同事们
都叫他“九哥”。1999年，黄四九入伍成为一名
海军航空兵，在部队里他就给战斗机“体检”；退
伍后来到宁波机场，成为一名机务勤务员，他是
第一个从勤务员通过考核转岗为维修员的员工，
还是第一个通过考核成为放行员的员工。同事
们都被“九哥”的坚韧劲儿折服了，毕竟现在许多
航线维修员都是专业院校出身，成为整机放行员
难度就更大了，而黄四九从一名专业知识零基础
的门外汉“升级”成为宁波机场数一数二的“飞机
医生”，不得不让人佩服。

“飞机检查维修是个细活，更是重活，这关系

着整个航班的飞行安全。”黄四九说，从“医治”战
斗机到给民航飞机瞧病，变化还是很大的，特别
是不少型号的民航客机都是国外生产的，相关资
料必须自己到专门的网站上查阅学习。他说，工
作这么多年来，最快乐的事永远是看着自己参与
维修检查的飞机带着旅客安全飞行。从业多年，
黄四九从未发生过一起工作差错，每年保障航班
共1500架次，并连续15年实现零差错，个人带
领班组每年发现并解决故障隐患近110项。

飞机检修必须得在户外工作，机场停机坪在
酷暑时候地面温度可以高达70多摄氏度，冬天
下大雪，黄四九则必须提前赶到除雪。每天早上
5点半赶到机场，遇到重大故障或者飞机延误
时，就得加班加点甚至通宵工作。“我们分早晚两
班，晚上一般要到第二天凌晨1点多收工，特殊
情况时也有一直加班到天亮的。”黄四九笑言，这
样的工作强度他早已习惯。

高度的责任心和职业使命感，驱使着黄四九
不断给自己“加压”。他说，每检查过一个项目，
就要在该项目旁签一个名字，“每一个名字都不
能轻易签下来，必须要对飞行安全负责，对航空
公司负责，对每一位乘客负责。”

每年1500架次、15年零差错
与时间赛跑的航线放行员

黄四九

忻之承 摄

今年46岁的刘永泉做梦也想不到，他的人
生竟然可以这么精彩——十多年前，他还是鄱阳
湖上的一名打鱼人，可惜湖面日益干涸，他不得
不寻求新出路；老乡告诉他，你该出去打工看看，
宁波有家企业很不错，于是他来到方太，开始了
全新的人生，并收获了未曾想到的荣誉……

在方太的精加工车间里，刘永泉戴上护目镜、
防尘口罩等劳保装备，用手头的打磨工具对着水
槽洗碗机的几个棱边进行手工打磨。这项工艺被
称为“八边八棱”。就是这么一个看上去小小的工
艺，一位师傅手工打磨，总共要经过10道工序，精
确度控制在1.72-1.82毫米以内，倾斜度为45°，
平均需要95分钟才能完成，全靠打磨师傅的熟练
与经验。即使是非常有经验的师傅，一天最多也
只能完成4-5件产品的打磨。让刘永泉自豪的
是，他和同事们所打磨的“八边”，总长度达2.8米，
需要一次性完成，已是国内打磨长度最长的产品，
代表着方太打磨工人的精湛技艺。

车间里，刘永泉一待就是十余年，现在已成了
二十几人的打磨团队的班长。他说，车间里的每
一名打磨工人，刚一入职就要经过师徒结对、系统
培训、师徒一对一帮扶，最后通过技能测试检验，
才能真正上岗。而通过这四道关卡，至少得花上
半年到一年的时间。车间每个月都有一次工艺交
流，每一名打磨工人把各自的成品拿出来比较，在
不到0.1毫米的误差之内，探讨更极致的工艺。

埋头打磨，工作难免枯燥。刘永泉说，刚进
方太的时候，带他的师傅说：“你不单单只是把产
品做好，自己要再想想，还能做点什么？”还能做
点什么呢？后半句话，师傅没说。这个谜底，刘

永泉一边打磨一边在思索。足足三年后，他才想
到了答案，“我知道了，不仅要把它当产品来做，
更要在里面注入你的情感和思想，这样做出来的
产品才是有灵魂的。”

都说现在是高级人工智能的年代，刘永泉并
不担心自己被机器取代，“我们是纯手工操作，这
个精致度，目前机器还达不到。”每年，方太的高
端水槽洗碗机通过他们的手，带着零缺陷的骄傲
走向市场，进入千家万户的厨房。

匠人、匠心，如何把每一位匠人与产品的情
感再粘合？中国人的第一台水槽洗碗机就出自
方太。2014年，刘永泉在深思熟虑后向公司提
了一个建议：在每一台水槽洗碗机里都刻上打磨
师傅的名字，取名字中的一个字，再加上一个

“匠”字，这既是对每一位打磨师傅的尊重，也代
表了方太的工匠精神。刘永泉的那枚蓝色印章，
刻着“匠：刘”。他说，就是要让每一名打磨工人
都意识到肩头的责任，产品要对得起自己的名
字；同时这也是打磨工人首次从后台走到幕前，
向顾客做出的承诺。

入职方太以来，刘永泉在“方太工匠文化节”
中连续获得打磨工比武第一名，连续6年被评为
优秀员工，荣获“港城工匠”“杭州湾新区首席工
人”等荣誉称号。现在，刘永泉已在杭州湾新区
安家落户，家人也都接到了宁波，成了幸福的“新
宁波人”。他用三个“未曾想到”来归纳自己来到
宁波后的人生：我取得了未曾想到的成就，赢得
了未曾想到的尊重，收获了未曾想到的幸福。“我
要谢谢宁波、谢谢方太，在这里我实现了自己的
人生梦想。”他说。

记者 崔引 摄

“绿蚁新醅酒，红泥小火炉”“绿衣捧砚催题
卷，红袖添香伴读书”，这两首诗，都出现了同一
件道具——手炉。在宫廷剧大热的这几年，剧中
出现的披着毛领斗篷的贵妃们，手中常常捧着一
只包着绒布的红铜炉，这是她们冬季取暖的工
具，也是身份权贵的一种装扮。

在慈溪观海卫镇卫东村，今年52岁的郑飞民
就是制作红铜炉的一名民间工匠。他14岁开始
跟随姨父学制红铜炉，目前已是浙江省非物质文
化遗产红铜炉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告诉记
者，因为都要靠纯手工制作，出一件产品往往需要
两三个月，一年也做不了几只。现今全国手工制
作红铜炉的师傅很少了，整个浙江也没两个。

与一般铜器不同，红铜炉的制作完全靠手工
技艺和耐心。郑飞民介绍说，一只上乘的铜炉，
需要花很多的精力去设计造型和勾勒图案。现
在市场上有人以浇铸冒充手工技艺，但郑飞民拒
绝这么做，他仍旧坚持着几十年的手艺，用一柄
雕刀刻刀，修饰着铜炉的纹饰。记者见到，刻铜
时，他的入铜笔画呈V型，上宽下尖，每画深浅不
一，字口与平面交接处干净、平整、锋锐，却能制
出细画如丝，工艺之巧妙实在让人惊叹。

郑飞民家的墙角堆着几块半厘米厚的红铜，
这些都是红铜炉的制作原材。在剪出毛样后，他
要将其在煤炉中炼红、钳出，锤打千余次，锤出各
种方形、瓜棱形、圆形等造型的初坯。“一边加热、
一边锤打，温度如果冷下去了，铜又变硬，必须再
次放上煤炉加热。”郑飞民说，这靠的是一身力
气，也是对耐性的考验。

程序繁多，最难的一环是镂空。铜炉的纹饰
丰富多彩，可谓是一百个手炉一百个样，主要体
现在炉盖的雕镂上。炉盖是一炉之主，是最重要

的艺术，花的工夫最多。郑飞民直接用扶钻、凿
子、刀刻出纹饰，再加上磨锉，使得炉盖上的花纹
华丽繁复，外表绚丽多彩。凿子锋利，一不小心
就会弄伤手指，郑飞民的双手老茧厚重，有的刀
伤至今还留有深深印痕。

从制作技术来看，郑飞民的手艺已经非常成
熟。从打样图纸、敲打器型到网眼镂刻、磨砂修
整，郑飞民对每道工序都做到层层把关，制作出
来的铜炉也是匀称干净、花纹装饰工细、造型简
约大气。总的来说，这些精美的红铜炉大多配以
传统的花鸟山水、飞禽走兽等图案，也有糕团形、
梅花形等形状，体现了民间传统风俗和鲜明浓郁
的地方特色。

红铜手炉制作工艺高超，制作过程枯燥，工
艺制作过程漫长，要经过千百次锤打、锉刀磨制
等，全用手工制作完成。没有多年的制作经验和
纯熟技巧，是无法做出精美的手炉的，每一只精
美的手炉，都是工艺大师心血的结晶。

当年曾和郑飞民一起学习制作红铜炉的两个
表兄弟，后来都转去做生意，如今也算是老板了，
坚持留下来的只有郑飞民一人。慈溪民营经济发
达，郑飞民却没有那么多活络心思，他淡淡地说：

“我习惯了安静的生活，慢慢地一只一只做铜炉。”
郑飞民的腿有些行动不便，这是十八九岁时

长期蹲在地上敲铜炉造成的后遗症。14岁拜师
学艺，20岁出师开始自立门户，这门手艺成了他
一生的坚持，他靠它养活了妻子女儿，也靠它寄
托自己的人生梦想。38年来，郑飞民从未间断铜
炉制作，在一只一只精妙的铜炉间灌溉他的全部
心血，坚持把简单的事情做到极致。他的作品已
被许多收藏家收藏，并入选《中国民间手炉鉴赏》
一书。

记者 崔引 摄

他们是宁波工匠，也是城市明星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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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5分钟雕琢“八边八棱”
把匠心刻到水槽洗碗机里的打磨大师

刘永泉

38年坚守，锤打雕琢
红铜炉手工技艺的传承者

郑飞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