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很难相信， 张志这个学习电气工程数控技术
运用专业的人，竟成了维修电工专业的顶尖高手。

29岁的张志， 现在是湖南工贸技师学院电气
工程系的一名老师。 近日在湖南省“十行状元、百
优工匠”竞赛活动维修电工决赛中，力压众多专业
领域高手获得冠军。

“我走上这条路，完全是因为兴趣。”张志告诉
记者，孩提时期，一次不小心，让他对电产生了浓
厚的兴趣。 有一次，他碰到了一根电线，手被麻了
一下。 当时他想，为什么电会让人有麻木的感觉？
兴趣由此被“电”了出来。

翻开张志的学历， 明显看出张志不是学维修
电工专业的，但他觉得维修电工这个专业很神奇，
便利用课余时间旁听起维修电工的课程来。

这一旁听不打紧，一听就是好几年，直到学完
维修电工班的全部课程。

张志在当“旁听生”的同时，积极参加学校组
织的竞赛活动， 努力学习掌握维修电工的知识。
2006年，入学才一年的张志被学校选拔去参加株
洲市维修电工比赛。

白天集训， 他像海绵一样吸收着电工专业知
识。晚上同学们下课走后，他仍然把自己关在学校
实训室内，刻苦钻研，一练就是整整一个月。

也正是对维修电工技术的勤学苦练， 非科班
出身的张志在当年株洲市维修电工比赛中， 击败
所有对手获得第一名。

“技术上，着眼点不高，就不可能掌握高技能。 ”
在谈到维修电工高端技术时，张志有自己的观点。

2008年11月，成绩优秀的张志应聘到武汉一
家国企从事电气设计工作。 当时工厂生产线上有
一台德国西门子出产的设备出现了故障。 面对问

题，张志和工友们束手无策。无奈之下公司只能从
瑞士高价请来维修电工，以解燃眉之急。

当国外专家来到工厂进行检修时， 张志早已
留下心眼，要把国外专家的技术学到手。他寸步不
离地跟着专家学习。 国外专家专业过硬， 知识超
前，对于操作也十分严谨。不仅机器里面的布线严
格按照次序放置好，就连安装螺丝用哪个扳手，都
要区分开来。学习中，张志深深感到自己的技术与
国外专家相比，有相当大的距离。

张志暗下决心，在技能上要向国外专家看齐。
他每天躺在机床下面，在机油、灰尘、漏水的陪

伴下研究运作线路。 一个电流回路，拆了装，装了再
拆，周而复始，张志手指上生出老茧。 成千上万次的
重复与磨练，张志在基本功方面实现了质的飞跃。

“机器没电转不了，人也一样，不‘充电’，专业
知识就会枯竭。 ”张志开始学习国外机器制造的先
进技术，接触软件应用并学习编程，真正把着眼点
放在了世界维修电工高端技术上。

2011年底，他舍弃国企工作，走上了学校的讲

台。
张志把自己的实践经验融入到教学中“传道

授业”，同时，又利用大量空余时间埋头学习专业
知识，以现代前沿维修电工知识为起点，着力掌握
智能化设备及相关编程知识。

“每次竞赛内容都会涉及到前沿技术。只有对
相关技术娴熟掌握之后， 才能在比赛中获得较好
的成绩。 ”张志基于这样的认识，入职五年来，作为
选手参加了5次技能比武，以教练的身份带领学生
也参加了将近20场比赛。

每次比赛都会有很大的收获。 这次代表株洲
市参加全省“十行状元，百优工匠”技能竞赛，最大
的收获就是找准了未来发展的路。

� � � �湖南日报2016年12月31日讯 (记者 唐善理)冬
日暖阳下，数千亩油茶苗迎风摆动，连片蔬菜基地里
萝卜、芹菜、白菜等一片翠绿；茶花村里，一拨又一拨
参观者前来观赏农耕文化；植物园里，各种花卉花开
如春，争奇斗艳……虽值寒冬，永州农业科技园里却
处处洋溢着浓浓的春意。 据了解，前不久，在科技部
牵头组织的2016年国家农业科技园区验收中，永州

农科园在全国34个验收园区中获得第4名，进入“创
新示范区”园区行列。

“省第十一次党代会提出实施创新引领开放崛
起战略，作为国家级农业科技园，我们更应加快科技
创新， 做引领农业发展的排头兵。 ”2016年12月30
日，永州农科园管委会主任艾可想对记者说。

总面积近150万亩的永州农科园，是我省首批国
家级农业产业化示范基地和全国现代农业示范区。
近年来，园区坚持科技驱动、产业带动、城乡联动，通
过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培育发展优势产业，形成了以

优质稻、柑橘、西瓜、油茶和食用菌为主导的特色农
业，以果蔬加工、天然辛香料提取为龙头的农副产品
精深加工业， 以永州森林植物园为核心的乡村旅游
休闲观光业，实现了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

省党代会后， 永州农科园着手进一步创新发
展，在“黑美人之乡”伊塘镇建设西瓜博览园，通过
“潮式”育苗培育最新西瓜品种，确保一年四季有
西瓜。 艾可想介绍，未来发展中，园区将以创新驱
动为主线，形成产研一体化、产业园区化、园区景
区化、 产品精优化和农业现代化相结合的建设模
式，将园区建成立足湘南、领跑全省、辐射湘粤桂、
对接东盟的国家级农业科技集群创新区，宜居、宜
业、宜游的品质园区、活力园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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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桂聊天
———湖湘自然笔记

湖南日报记者 周月桂

冬日的沉寂里，“报岁兰” 小心地
孕育着花蕾，一场兰花盛事正在酝酿。

沅有芷兮澧有兰。 环山抱水的湖
南，是兰花最好的家园，长沙的麓山兰
苑曾是全国四大兰苑之一。 2017年3
月， 第27届中国兰花博览会将在长沙
举行，在湖南，已经很久没有过这样盛
大的兰事了。

只知爱晚亭，不识幽兰涧
岳麓山冬天的风很凛冽， 冬至时

节，满山的枫叶几乎被吹得一片不剩，
山中的绿色有些灰蒙黯淡。

2016年12月30日，岁末的阳光带
来一丝暖意，经过穿石湖长廊，来到麓
山兰苑，移开大棚的推门，身后是灰绿
的天地，眼前却一片油绿青翠。大部分
兰花已经进入“休眠期”，但被称作“报
岁兰”的墨兰打好了花苞，等着在春节
期间绽放。

“惟楚有材，于斯为盛；沅生芷草，
澧育兰花。”这是岳麓书院讲堂的一副
对联。 长沙市兰花协会秘书长杨道武
说：“麓山有着深厚的兰文化底蕴。 ”

距岳麓书院300米左右， 爱晚亭
侧，两岸悬崖间一道蜿蜒的险沟，就是
兰涧。 流水淙淙，清风峡窸窸窣窣的林
风吹来，“麓山春兰”就出于这个幽静的
所在，花为单株，淡绿色，素雅而幽香。

南宋朱熹、张栻会讲岳麓书院，曾
为兰涧吟诗作赋。 朱熹诗曰：“风光浮
碧涧，兰杜日漪漪。 竟岁无人采，含薰
只自知。 ”张栻诗曰：“芝兰北涧侧，涧
曲风纡余。愿言植根固，芬芳长慰予。”

麓山最幽雅别致的风景， 当属兰
涧。可惜游人多只知爱晚亭，不识幽兰
涧。

沅澧多兰芷，香草今何如
湖南三面环山、气候湿润，野生兰

花资源丰富，名品众多，有1000多个
品种，最具代表性的是浏阳素心兰，又
称“朱德兰”。

杨道武介绍，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长沙兰花一度出口欧美市场， 兰花产
业全国领先，以春兰、建兰为主。然而，
随着早些年兰花的炒作热潮， 湖南的
野生兰花资源破坏严重， 产业一度停
滞。“兰花的珍稀名贵品种依赖于野生

资源。 ”杨道武说。
同样的命运也发生在麓山兰苑

里。 岳麓山景区管理处副主任龚延春
介绍，麓山兰苑原在麓山寺内，上世纪
70年代，麓山兰苑就已成为中国四大
兰苑之一，曾于1979年举办过岳麓山
春兰展。 1987年，麓山兰苑迁入兰涧
附近的桃源洞，此地双峰夹峙，可背避
北风，谷中涧溪清流终年不涸，稀疏乔
木形成漫射阳光， 为陈置兰草理想之
所。 2011年，兰苑迁入现今的山顶位
置，现仍有传统兰花品种近百种，兰花
近3000盆， 包括“朱德兰”、“金丝马
尾”等。

兰苑设有两个大棚， 其中一个已
经有些残缺。“岳麓山的兰花没有市场
化，也就没钱投入，已经很多年没有引
入过新的品种了。”麓山景区园容绿化
公司兰花队队长赵波说。

龚延春称， 麓山兰苑目前主要是
保护兰花本土资源， 传承麓山兰花的
文化传统。

愿言植根固，芬芳长慰予
春节临近，兰花销售也到了旺季，

长沙红星花卉市场一天可以卖几千盆
兰花。

近几年， 长沙的兰花产业又有了
兴起的趋势，在宁乡、浏阳等地，都出
现了拥有几万苗的兰圃，兰花珍品、精
品多，叶艺、花艺层出不穷。

“野生兰花资源还是有的。 ”杨道
武说，协会今年做了资源调查，在宁乡
沩山、浏阳大围山等地，仍有丰富的野
生兰花资源。

2017年3月24日,第27届中国兰花
博览会将在长沙举行， 杨道武最近就
在忙着会务工作：“这是一个很好的机
会， 借此重振长沙乃至湖南的兰花产
业。 ”

为了给兰博会造势， 长沙市拟在
天心公园建一个兰文化主题公园，杨
道武更看好岳麓山：“岳麓山的兰花是
一张很好的名片， 应该更好地开发利
用。 ”

■生物小名片
兰花：兰科兰属植物，传统名花中

的兰花仅指分布在中国兰属植物中的
若干种地生兰，如春兰、惠兰、建兰、墨
兰和寒兰等，即通常所指的“中国兰”。
这一类兰花与花大色艳的热带兰花大
不相同，具有质朴文静、淡雅高洁的气
质，更符合东方人的审美标准。

编者按

在千千万万的湖湘劳动大军中， 许多人
靠着传承和钻研， 凭着专注和坚守， 追求职
业技能的完美和极致， 成为一个领域不可或
缺的冒尖人才， 他们身上所体现的精益求精
的精神就是工匠精神。 时代呼唤工匠精神，
湖南在从 “制造大省” 走向 “制造强省” 的
历史进程中， 尤需弘扬工匠精神。

本报从今天起开设《湖湘工匠》栏目， 呼
应中国制造2025行动和湖南实施制造强省战
略， 以能工巧匠为报道对象， 报道他们在追
求卓越中所发生的故事， 经历的艰难和取得
的成绩， 敬请读者关注。

湖湘工匠 旁听生
成了顶尖高手

———记“十行状元 百优工匠”竞赛活动
维修电工决赛冠军张志

兰为王者香， 芬馥清风里

冬日，酝酿一场盛大兰事

� � � � 2016年3月5日， 由华声在线等单位主办的“兰花改变生活”长沙2016迎国
展兰博会暨海峡两岸叶艺兰展， 在长沙红星国际会展中心举行。 （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通讯员 张涛 摄影报道

永州农科园争做引领农业发展排头兵
创新引领 开放崛起
———落实省党代会精神在行动

� � � � 2016年12月2日，湖南工贸技师学院内，张志（右三）在进行线路设计安装与调试。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湖南日报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乐水旺 房辉胜

2016年12月31日， 宁远县太平镇白土村榨油
坊，机器轰鸣，茶油飘香。 该村42岁的四级残疾人房
国锋心花怒放：“8年努力，我的油茶梦就要实现了!”

房国锋身材瘦弱，头发、眉毛一片白，脖子、手
臂上满是皮肤长水泡溃烂后留下的黑色斑点。

“我先天不足，只能后天努力。”房国锋笑着对
记者说。他3岁时母亲去世，自己患先天性白化病，
视力只有0.1且不能校正。 上学后，他看不清黑板
上的字，但凭着顽强的毅力考上了卫校。 毕业后，
却没单位要他，他便在家乡集市上开办诊所，以良
好服务赢得了乡亲们认可。

2008年清明，山火烧光了房国锋老家凤神岭
上的树木。 这时油茶产业兴起， 房国锋与妻子商
量：“现在大家都注重健康，食用茶油的越来越多，
我们回去种油茶吧。”妻子当即反对：“油茶好几年
才挂果，我们家底子薄，你身体又不好，别做白日
梦了。 ”然而，房国锋“不信邪”，坚持流转村里
1600亩荒山种油茶。

2008年10月，凤神岭上挖掘机轰鸣。因患病不
能晒太阳的房国锋每天在阳光下播种“油茶梦”。不
久，他身上长水泡，钻心地痛，晚上无法入睡。 为照
顾他，妻子只好关了诊所，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住
进山上的简易工棚。 可油茶苗种下后几个月没下
雨，5万多株幼苗干死，直接损失30多万元。 房国锋

断了资金来源，不少人劝他回去开诊所，还有人上
门想收购其油茶基地，房国锋的“牛脾气”却上来
了：“困难哪有办法多，我一定要干成！ ”

为筹措资金，房国锋四处奔波。 有一次，他借
钱途中累倒在朋友家。房国锋的执着感动了大家，
一位朋友把准备建房的钱全借给他。 在广东打工
的一位远房亲戚也把全部积蓄转账给他。至今，房
国锋欠债200多万元。

为了学习油茶栽培技术， 房国锋多次到长沙、
永州拜师。 雨雪天，他还在山上观察油茶生长情况，
记满了11本记事本，总结出适合当地情况的生产技
术。 2016年，基地产茶油1万公斤，售价每公斤120
元，全部由客商上门收购。2017年的订单也签了。房
国锋高兴地对记者说：“能保住开支了。 按目前情况
看，2017年会赢利，2018年可还清债务。 ”

镇干部刘桂荣介绍，在房国锋带动下，太平镇
已发展油茶1万多亩。

夫妻开荒 茶油飘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