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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是世界上
最珍稀的灵长类动物之一

原因竟是
“长得太美”

刘庆华把教室建到了比赛训练场里。
刘庆华把教室建到了比赛训练场里
。 记者 滕华 摄

带领学生摘下全国重型车辆维修宁波
“首冠”

刘庆华：技能人才成长
的
“引路人”
色彩鲜艳的动力传动轴，被拆
分后安稳地躺在平台上；挖掘机的
每一块面板，被清晰地标号，整齐
排放在桌上，内部“肚肠”一览无
余；世界知名品牌重型训练车卡
特彼勒、沃尔沃、奔驰、康明斯等
呈两列一字排开，安静地立在了
教室里……这里，是宁波技师学
院的重型车维修训练场地，也是
“金牌教练”刘庆华的“战场”。
两年前，刘庆华作为宁波市引
进的紧缺人才，入职宁波技师学
院，从事重型车辆技术教研教学和
竞赛指导工作。在这里，他引领并
见证着宁波在重型车辆维修专业
方面从零到全国第一的蜕变之路。
“刚到学校时，咱们的重型车
维修专业才刚刚起步，与先进学校
的差距很大。”但现在学校的重型
车训练场地，已让刘庆华倍感骄
傲，
“ 这里，有三个全国第一：重型
车训练场地面积，全国第一；国际

品牌重型车辆数量，全国第一；师
资团队，也是全国第一。
”
诸多的“第一”，除了硬件投
入，也少不了以刘庆华为首的教师
团队锐意进取、刻苦钻研的拼劲。
几年前，国内关于重型车辆技术的
相关资料非常匮乏。汽车里 10 万
个零件，学生要把它们的英文名称
一一对应都是难题，更别说维修
了。为了掌握更多的一手资料，刘
庆华和同事们翻阅了大量的英文
和德文维修资料，经常通过电话、
视频等方式与国外专家隔空交流，
逐步熟悉了国外重型车辆的规范
维修标准和作业流程。他还积极
自主开发，制作完成了我国第一套
中英文教材，填补了我国在世界技
能大赛重型车辆技术项目上的理
论知识空白，也为培养人才奠定了
坚实基础。
2020 年 8 月 ，刘 庆 华 带 领 宁
波选手参加浙江省第一届职业技
能大赛、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浙
江省选拔赛，荣获第一名。2020
年 12 月在广州举行的全国第一届
职业技能大赛上，由刘庆华领衔

培养的选手蒋昕桦获得了重型车
辆维修项目第一名，为浙江省代
表队、宁波市夺得该项目首枚金
牌。这也是宁波选手在参加重型
车辆维修项目同类比赛中取得的
最好成绩。
宁波有天然良港，重型运输车
辆是奔跑在这座城市交通路网上
的主力军。尽管现有集卡车 2 万
多辆，但是具有维修能力的高技能
人才却严重短缺。这两年，因为宁
波技师学院在重型车辆维修方面
的崛起，学生们也成为了柳工、潍
柴、浙江力洋等重型车辆企业争抢
的
“香饽饽”
。
“感谢宁波这座友爱包容的城
市，以无比广阔的胸怀接纳了我，
让我得以放开手脚，大胆追梦”。
今年，刘庆华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
章，作为职业教育老师的他深感责
任重大。
“我最欣喜的是，能看着一
群群孩子在技能强国的道路上不
断成长，能点燃更多青年学子关注
技能、投身技能、苦练技能的激情
与梦想！”
他说。
记者 滕华 通讯员 郁诗怡

钻孔、浇筑、成桩，
在江中一气呵成

宁波水务假期施展绝技
“水上漂”
本 报 讯（记 者 边 城 雨 通 讯
员 郑 永 成 陈 涌 涌）“ 往 左 边 一
点，再过来一点，好、停、放！”昨天
上午 9 时，随着打桩机的隆隆声，
一根根桩径 800 毫米、长 22 米的
混凝土搅拌桩，通过钻孔、浇筑、成
桩，在宁波杭州湾新区四灶浦江中
一气呵成。
为改善杭州湾新区企业用水
体验，宁波市水务环境集团建设者
们抢抓“五一”黄金假期，开展了杭
州湾新区给水管网系统优化改造
工程（一期）
“过河管的水上打桩”
施工。四灶浦江面上铺排的一根
根松木桩，像极了少林武僧操练
“水上漂”
时的脚下浮木。
据了解，此次水上打桩是为了

在四灶浦江面上架设一座长 187
米的架空桥，为两根口径 1 米的供
水管道落户安家。
“ 别看江面上风
平浪静，其实江中打桩机一直在轰
鸣运转。”项目现场负责人陈冬冬
指着水面涌动的波浪告诉记者，除
了“五一”抢抓工期，为了不影响白
天的道路通行，建设者们将过路开
挖施工都安排在夜里，累计通宵数
十个晚上，成功让管道穿越了包括
兴慈大道在内的 12 个路口。
近年来，随着大工业、大企业
的入驻，
“ 喝水机器”越来越多，杭
州湾新区用水需求逐年上升，新区
给水管网系统优化改造工程（一
期）应运而生。该项目于去年底开
工建设，总投资 2 亿多元，主要对

新区八塘横江以南（包括过八塘横
江段），兴慈五路以东，浦东路以
西，滨海大道以北 5.5km2 区域及名
仕路、兴慈大道（名仕路至兴慈五
路）共约 26.3 公里给水管进行优化
改造。项目改造完成后将大大改
善工业区的用水体验，为企业提供
更安全稳定的供水保障，新区居民
再不必为夏季用水“吃紧”而烦恼
了。
据悉，除了给水管网系统优化
改造工程（一期），宁波水务环境集
团今年还将在杭州湾新区全面开
工建设 12 万吨/日的新区水厂，该
工程作为宁波至杭州湾新区引水
工程的配套工程，届时将服务 30
万新区居民。

它是世界上最珍稀的灵长类动物
之一。之所以会
“珍稀”
，
原因之一竟是
它“长得太美”。它叫金头狮面狨，
“五
一”
前夕刚刚在宁波雅戈尔野生动物园
“安家”
。
在宁波雅戈尔野生动物园
“萌轩”
，
隔着玻璃，第一眼未能完全“get”金头
狮面狨的颜值，
却被它活泼的个性和敏
捷的动作吸引。
将手中的笔轻轻贴在玻璃上，
金头
狮面狨顺着树枝就蹿了过来，
伸出舌头
想要舔一舔，发现不行，又伸出前爪想
要抓一抓。纤细的树枝承受不住它的
重量，
直往下坠，
它赶紧往回蹿，
站稳脚
跟后，
又探出身子，
想再试一次……
用老一辈人的话来形容：
“这孩子，
长了一副聪明的样子。
”
动物园工作人员说，
金头狮面狨是
一种昼行性的树栖动物，
视觉、听觉、嗅
觉都很灵敏，而且行动极为敏捷，刹那
间就可以从一棵树上“飞”到另一棵树
上。
“ 速度之快、之灵活，连松鼠都望尘
莫及。
”
工作人员说。
这一点，摄影记者深有感触，好几
次镜头刚刚对准它，都来不及按快门，
它就已经
“消失”
在镜头里。
而在采访过程中，6 只金头狮面狨
更是
“一刻不停”
，
安静下来的时间都不
超过 1 分钟。
这 6 只金头狮面狨是今年“五一”
前 夕 刚 到 宁 波“ 安 家 ”的 ，三“ 男 ”三
“女”，都不满 2 岁，相比它们 15 岁的寿
命来说，
只能算个孩子。
金头狮面狨的美主要集中在毛发
和造型：
全身披着有光泽的黑色丝绒状
长毛，
特别是头部，
狮状冠毛拂向后背，
光看脸，
活像一头小狮子，
仪表堂堂。
“它们属于越长大越好看的类型，
年纪越大，头上的冠毛长得越长，而且
呈金黄色，
就越像狮子。
”
工作人员说。
金头狮面狨来自巴西，
原本生活在
热带雨林中。它们对环境的温度和湿
度有较高要求，
“温度常年保持在 22℃
以上，湿度保持在 40%-60%。”工作人
员说。
那小巧的体态、丝绒般的毛发、乌
溜溜的眼珠、别致的造型……无不吸引
着人们的关注。
金头狮面狨这个物种正面临灭绝
的危险。这一方面跟它原生栖息地的
丧失有关，
另一方面跟它
“长得太漂亮”
有关。
“这次通过引入金头狮面狨，我们
也是希望通过加深大家对这种动物的
认识和了解，
来关爱和保护它们。
”
工作
人员说。
记者 石承承

来张正面照，
是不是很像小狮子？
记者 崔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