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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中国百年“质”造的底蕴

老字号“匠心”树标杆

本报北京4月30日电（余建斌、魏龙、蒋雷） 今天下午，中国卫星海
上测控部所属的远望21号、22号船将中国第二发长征五号火箭安全运抵海
南文昌清澜港，并通过公路运输方式将火箭集装箱运送至文昌航天发射
场。这标志着长征五号火箭第二次飞行任务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据了解，此发长征五号遥二火箭运抵发射场区后，将按计划展开发射前
各项测试准备工作，于今年6月搭载我国自主研发的实践十八号卫星升空。

据新华社罗马4月29日电 全球减贫伙伴研讨会28日在意大利外交部
举行，与会者探讨了各国扶贫的成功经验，以及政府、政策制定者和减贫
工作者面临的重大挑战，并对中国的减贫经验表示赞赏。

与会代表普遍认为，在过去30年中，尽管经济持续增长，全球贫困人
口逐步减少，但当今世界仍有8亿多人生活在极端贫困线以下，全球减贫任
重道远。低收入国家亟须对农业和农村经济进行包容性结构改革。

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 （农发基金） 全球接触、知识和战略部主任
阿什旺尼·穆图在发言中表示，中国减贫模式效果好、效率高，在全球有目
共睹。中国精准扶贫的理论和实践表明，良好的政治意愿、科学的扶贫战
略、适宜的政策措施，实现整体脱贫是完全可能的。中国的成功实践，对
推进世界减贫事业具有重要启示。

中国互联网新闻中心副主任李富根在主旨发言中说，为更好地以知识促
进分享，中国政府打造了中外减贫案例数据库，绘制中国减贫模式结构图，用
具体案例来阐明扶贫工作的不同做法，力争通过系列技术复制性强的案例展
示，直观地介绍中国扶贫开发战略、措施、模式以及国际减贫工作的热点和成
功经验，为国内外扶贫工作者交流分享减贫知识经验提供快捷平台。

全球减贫研讨会赞赏中国经验

本报石家庄 4月 30日电
（记者史自强） 日前，在京津
冀人才一体化发展部际协调小
组第二次会议上，北京市顺义
区与天津市宝坻区、北京市东
城区与河北省承德市、天津市
南开区与河北省石家庄市分别
签署加强人才合作框架协议。

据介绍，京津冀协同发展
战略实施以来，三地及所属各
市、区、县积极合作、主动对
接。截至目前，省 （市） 直部
门及行业系统、各市区县政府
和园区、高校等单位之间已签
订了90多项人才合作协议。

按照框架协议，北京市东
城区与承德市将强化平台建
设，实现资源共享、信息互
通。密切园区合作，搞好人才
服务，建立长效机制。天津市
南开区与石家庄市将探索建立
互惠互利、协同发展的人才合
作平台，联合组织高层次人才
引进活动，共同开展人才研修
和人才工作者培训。

京
津
冀
地
区
六
区
市
加
强
人
才
合
作

京
津
冀
地
区
六
区
市
加
强
人
才
合
作

位于北京西五环外的腾越室内滑雪场近日开门迎客。这是一家将国外
最先进的室内滑雪模拟体验引入国内，带给国人新型运动体验的室内滑雪
场。图为孩子们在教练辅导下体验滑雪的乐趣。

本报记者 赵树宴摄

“五一”假期 体验滑雪

4月27日，北京工美集团技术中心点蓝师傅为景泰蓝大盘上色。
新华社记者 张晨霖摄

］］［

历史悠久、传承绵长的老字
号，是劳动者的智慧结晶，更是在
市场风雨中屹立起来的丰碑。在新
产业模式、新技术革命的冲击下，
它们在优胜劣汰的竞争中，既坚守
老品牌的传统，又锐意创新，成为
行业发展的新标杆。

辉煌百年有秘笈
苦练绝技是诀窍

“这是 1978 年 10 月 26 日购买
的！”“五一”国际劳动节前夕，

“老杭州”潘先生给记者展示了一
块几十年前在胡庆余堂购买的阿
胶，至今保存完好，“这是父亲当
年用半个月工资买的，现在是我们
家的‘传家宝’。”

有着“江南药王”之称的胡
庆余堂，于清同治十三年创建。
140多年过去了，“戒欺”“真不二
价”的祖训并非仅仅是高悬于店
堂的牌匾，而且是传承至今的立
业之道。

手工泛丸是年近古稀的老药工
丁光明的“绝活”。握紧药匾来回
旋转，药粉在匾中有节奏地旋转跳
跃，点水后再旋转，如此循环，半
个多小时的光景，药粉就变成了一
颗颗大小均匀的药丸。

像丁师傅一样身怀绝技的老药
工，在胡庆余堂数不胜数，被称为

“赵一刀”的切药技师赵勤，能把
一粒像弹珠大小的槟榔切成 108
片，每一片比纸还薄。

百余年前，在女子放足的风潮
下，一家叫做“老美华”的制鞋商
号在天津南市口开始营业，在跌宕
起伏的商业浪潮中始终坚持着品
质，至今仍屹立于时代潮头。

如今，“老美华”推出的千层
底“杭元鞋”工艺精湛，深受消费

者喜爱。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
承人李立和告诉记者，“杭元鞋”
选料讲究，底料采用白什锦布麻线
手工纳制而成，鞋底达到 36 层布
共14层“夹纸”，每平方寸是九九
八十一针。“鞋底不差针，纳底要
挺实，鞋垫要风韵，纳鞋针脚齐”
是先辈口授的操作要领。

货真料好不降格
精雕细刻造精品

企业经营的天然法则是降低成
本，但不少老字号为保持品质，从
不在材料和工艺上“节省”。

“五一”小长假的第一天，世
界文化遗产、孔子故里曲阜“三
孔”（孔府、孔庙、孔林） 景区人
头攒动。就在前一天，这里的孔府
三堂刚刚完成为期 100 余天的大
修。在曲阜市三孔古建筑工程管理

处瓦工队长张树金 41 年的职业生
涯中，这种规模的大型修缮工程还
是第一次经历。

“从倒陇到揭瓦，从拨正大
架、松隼到铁件加固，再到挑脊、
挂瓦，整个孔府三堂的修缮工序有
30多道。”张树金指着一只屋脊上
的龙兽件说，其中一只龙爪就是他
在青砖上雕刻而成后黏合上去的，
而外人一点也看不出来。“雕刻
时，要完全对照旧件仿制，龙爪更
要有力地用刀，才能表现出威猛的
气势。”

肉燕是福州的传统小吃，因圆
头散尾、形同飞燕而得名。创始于
清光绪二年的“同利肉燕老铺”是
经商务部认定的第二批中华老字号
之一，今年 63 岁的陈君凡是这家
百年老铺的第四代传承人。陈君凡
说，由于坚持纯手工制作，因此生
产规模有限，每天产量在一两千斤

左右，“我宁愿利润薄一些，也不
用机器代替，因为机器会破坏肉的
纤维。”

创意激活老品牌
与时俱进永领航

对于很多中国人来说，以永久
牌为代表的自行车，是一段难以磨
灭的记忆。

上海永久自行车技术研发部经
理吴春告诉记者：“在大工业生产
的时代，提倡工匠精神并不是要回
到作坊式的手工生产，而是以精益
求精的态度，运用各种技术和模式
创新。”

早在2010年，“永久”就推出
了年轻复古范儿的“永久 C”系
列，按照时装设计的色谱重新调
漆，赢得年轻人的青睐。

4月的京城，春风徐来。在东
三环外的北京工美集团技术中心，
56 岁的资深点蓝师傅李霞坐在工
作室桌前，聚精会神地为一件精美
的景泰蓝大盘上色。阳光透过巨大
的玻璃窗照进屋里，玻璃柜中一件
件景泰蓝作品雍容华贵，透着摄人
心魄的美。

“颜色深浅、明暗过渡，差别
就在毫厘之间，全靠眼睛和手上功
夫拿捏分寸。”李霞一边调釉料一
边说，从 18 岁就开始做这个，到
现在已经30多年了。

北京工艺美术行业协会副会长
宋印伟说，国家对传统工艺传承保
护的支持，让行业获得了新的生命
力，很多“80 后”设计师在继承
传统的同时，不断创新设计理念、
工艺水准。

（据新华社北京 4月 30 日电
记者黄筱、宓盈婷、王阳、何欣
荣、李萌、付光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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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中国技术感到新鲜

拥有博士学位的电器工程师
弗拉基米尔经过同事的介绍加入
中车，“这里的一切都很新鲜。”
而最让老外感到新鲜的是，中国
轨道客车的技术和工艺。“上周末
乘高铁去了哈尔滨，平稳、快
速，令人难忘。”弗拉基米尔说。

巨大的组装车间里，十几对
动车组一字排开，场面震撼。中
国标准动车组、混合动力动车
组、大容量地铁……来自美国东
北的工人，惊讶于中国东北的制
造实力。

早就到了午餐时间，几个美
国工人仍然“赖着”不走。因为
一个模拟故障还未找到原因，他
们脸憋得通红，不解决不罢休。

“跪着、趴着、站着……敬业
的态度咱得学。”中华技能大奖获得者、授课人之
一、中车长客股份公司车辆装调工罗昭强说，钦
佩美国同行的认真态度。“操作完，他们把工位收
拾干净。一位体重较大的员工，捡垃圾时被卡在
桌子下，几个人合力才把桌子挪开。”罗昭强笑着
说。

中国员工们大都有这样的体会：美国同事开
朗、热情，但一学习起来就变了样，眼神像豹
子，机警又精神。

这些老外最喜欢罗昭强发明的调试技能实训
装置，该装置仅用几组电气柜就模拟出轨道列车
牵引、制动、网络等多个系统，能让一个新手在
几个月的时间里成为一名合格的调试工人。“大大
提高学习效率。”调试工程师麦克说。

这不是恭维。早在美国春田工厂开始建设前，
前来长春考察的美方合作伙伴就对这台设备赞不
绝口。一位美籍总经理说，要把设备照片贴在招聘
海报上。

互相融合让大家共赢

“来的都是尖子，培训难度大。”中车长客人
力资源部培训中心美国波士顿项目培训主管孙刚

说。罗昭强和许多教师在课堂上也感受到了挑
战，学生提问超前，授课压力不小。授课教师都
经过英文培训，日常交流不成问题，几位专职翻
译会准确无误地对老外表达。

“他们将实现春田工厂生产制造能力由 0 到 1
的突破。”中车长客海外业务部副总经理孙晓琨
说，和国际竞争对手比，中车长客股份公司不仅
技术先进可靠，还能提供维护、维修、保养等多
元化服务，综合竞争优势明显。在美国建厂，既
能拓展海外市场，促进当地就业，也免去许多中
国员工的奔波之苦。

“中美工人互相融合、学习、促进，大家共
赢。”中车长客人力资源部培训中心主任王亚彬
说。

弗拉基米尔觉得，美国制造业优势很强，比
如，中国工厂里许多需要人工操作的工序，美国
工厂已经实现了机器人自动化操作。“我们要把双
方的优势体系和技术融合。”弗拉基米尔说。

今年的劳动节让这些在中国的美国工人们印
象深刻。“假期可能会聚餐。”工人威尔森说，“不
过作为领队，我还要叮嘱大家少喝一些酒，喝多
了可不好受。”

（据新华社长春4月30日电 记者段续）

我在中国过“五一”
——中车长客美国员工的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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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一”劳动节前夕，许多老外穿梭在中车长春轨道客车股

份有限公司，给这个始建于1954年的老厂添了不少“国际范儿”。

这些来自美国的工人，要在长春进行3个月的技能培训。他

们回国后将成为中车长客股份公司美国春田工厂其他工人的老

师，以保证这家工厂能在2018年顺利投产。

4 月 27 日，培训班讲师、中车长客股份公司首席操作师罗昭
强 （左） 为外籍员工布置课题。 新华社记者 张 楠摄

4月29日，中科院西北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科研人员对
乌鲁木齐河源1号冰川 （简称一号冰川） 进行年度“体检”野
外工作。

本次“体检”从4月27日持续到30日，对新疆天山一号冰川

的物质平衡、反照率、厚度、温度、运动速度等数据进行测量。数
据将被用于分析一号冰川半个多世纪的变化趋势。

图为科研人员观测新疆天山一号冰川西支的退缩程度。
岑云鹏摄 （新华社发）

为天山一号冰川为天山一号冰川““体检体检””

第二发“长五”大火箭运抵文昌

小长假期间，许多人坚守岗位，在忙碌中迎接“五一”的到来。
图为4月29日，广东公安边防总队第六支队官兵在深圳大梅沙景区的海滩

上巡逻，保障游客安全。 陆才兴摄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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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巡逻，保障游客安全。 陆才兴摄 （新华社发）

忙忙碌碌迎“五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