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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

进入5月中旬， 天气逐渐炎热，
来自中建五局技工学校的蒋文，每
天在集训基地重复着砌墙、推倒、再
砌。“虽然很脏、很辛苦，但很有成就
感。”蒋文说，他即将代表湖南参加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
（以下简称世赛全国选拔赛）砌筑项
目比赛。

此次世赛全国选拔赛定于今年
6月举行， 共设52个项目。5月16日，
记者从省人社厅获悉， 经过半年时
间的备战，湖南计划参加砌筑、汽车
技术、焊接、塑料模具工程、时装技
术、烘焙等38个项目的选拔，44名湖
湘工匠将代表湖南“出征”。这些来
自全省的优秀技能人才， 正在各个
项目集训基地进行最后“冲刺”。

“00后”崭露头角，年龄
最小的只有16岁

记者从省人社厅了解到， 这44
名将代表湖南参加世赛全国选拔赛
的队员，年龄都在20岁左右，年龄最
大的22岁，最小的只有16岁，他们是
我省近年来高度重视职业技能教育
培养出来的新一代技能人才。其中，
2000年以后出生的“00”后有10人，
占了23%。

在位于株洲职教科技园的湖南
智谷焊接技术培训有限公司， 焊接
项目湖南省集训队选手、 刚满18岁
的陈桂良，在此通过1个多月的强化
训练， 在5月2日开始举行的“三进
一”的比赛中，经过两天共18个小时
的碳钢、不锈钢、铝合金、压力容器
组合件4个模块的比赛，获得综合总
分第一的成绩。

对于湖南花艺项目来说， 今年
有了一个历史性的突破： 首次“进
军”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填补
了全省花艺项目的一个空白。

5月3日，5名选手在花艺项目集
训基地———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进
行了“五进一”选拔赛。剪枝、插花、
摆造型……比赛以世界技能大赛花
艺项目的技术文件为标准， 结合世
界技能大赛技术要求， 长沙县职业
中专学校二年级学生蒋婕在此次选
拔赛中拔得头筹。

“在全国选拔赛中，将会给选手
提供200枝花、120枝叶材等材料，
选手需要设计并制作出手绑花束、
新娘花饰、切花装饰等8个模块的花
艺作品， 且所有素材不能重复使
用。”蒋婕的指导老师陈利辉说，“这
对选手的应变能力和基本技能要求
都很高。”

“所有参赛选手都是过关斩将，
从全省诸多技能人才中选拔出来
的，这个过程，考验一个选手是不是

真正实力超群并且能稳定发挥。”省
人社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掌握一门技能，正成为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选择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 参加职
业技术学习，掌握一门技能，正成为
越来越多年轻人的一种选择。

而且受访对象普遍认为， 技能
人才前景广阔， 学好一技之长很有
必要。

抱着“焊接专业好就业”的单纯
想法，来自新宁县的陈桂良，初中毕
业后报考了湖南工业技师学院焊接
专业。渐渐地，陈桂良在学习中感受
到了焊接的魅力，对焊条电弧焊、熔
化极富氩气体保护焊、 钨极氩弧焊
等一系列的焊接工艺方法， 产生了
浓厚的兴趣。

此次， 如愿成为世赛全国选拔
赛“湖南代表”，陈桂良靠的是两个
字———练习。

自4月12日到世赛省焊接项目
赛训基地， 陈桂良和队友们每天集
训时间从早上8时30分持续至晚上8
时30分，中午和傍晚各1小时
吃饭休息时间， 每周只休息
半天。 他们严格按照世界技
能大赛焊接项目全国选拔赛
技术文件， 对必选及抽选的
所有碳钢、 不锈钢及铝合金

项目，进行高强度的实操训练。
“这种高强度的训练，对选手专

注度、 体能和心态都是一个严格的
考验。”湖南智谷焊接技术培训有限
公司总经理龚毅说。

来自中建五局技工学校的蒋
文， 即将代表湖南参加世赛全国选
拔赛砌筑项目比赛。 他与砌筑的渊
源来自家庭。 父亲是建筑工地的包
工头，蒋文也经常到工地上转一转。
但他最初就读的并不是砌筑专业，
在临近毕业的最后一年， 受学长邹
彬等学校优秀砌筑人才的影响，蒋
文赶上了学校的“砌砖热潮”，申请
加入训练。

“砌筑的每一面墙都得是一件
艺术品， 必须从工艺欣赏角度来完
成。”蒋文告诉记者，“学习砌筑可以
学到对一件事情的专注力。”

蒋婕和很多小女生一样， 从小
喜欢花花草草，初中毕业后，她将这
种爱好转变为自己的专业， 报考了
长沙县职业中专学校插花艺术专
业。“中考成绩不够理想， 我开始学
习自己喜欢的专业技能， 现在感觉
挺好的。”蒋婕说。

邓中夏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战
士，一生为革命事业无悔付出。他说：
“人只有一生一死，要死得有意义，死
得有价值。”

邓中夏， 原名邓隆勃， 字仲澥，
1894年10月出生于宜章县太平里乡
邓家湾村。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国
文系。1918年以后，在俄国十月革命
影响和中国共产党创始人李大钊的
启发教育下， 开始接受了马克思主
义， 参加五四时期一系列革命活动，
成为革命青年的代表人物。

临毕业时，父亲为他在北洋政府
里谋取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差事，邓中
夏明确拒绝：“我要做公仆，我要联合
各同志，做到人人有饭吃，个个过富
裕生活。我的目的是要为广大群众谋
利益，绝不为个人自私自利，单独发
财。”李大钊组建北京共产主义小组，
他成为最早成员之一，后来又参与到
党的一大有关文件起草工作。中国共
产党成立以后，邓中夏当选为社会主
义青年团北京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

1921年，他创办长辛店劳动补习
学校，出版进步刊物《劳动音》，在工人
群众中宣传马克思主义。同年，担任中
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北方分部主任，负
责领导北方工人运动。1922年5月1
日，被选为长辛店工人的代表，出席在
广州召开的第一次全国劳动大会，当
选为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主任。

1925年上海五卅惨案发生后，邓
中夏和苏兆征等人组织发动了震惊中
外的省港大罢工。在斗争中，邓中夏一
方面利用自己在香港工会中的威信与
各工会的领导人接头， 另一方面组织

党团员在各工厂散发
传单，鼓励工人起来反
抗斗争。大罢工从1925
年 6月 19日开始，至
1926年末结束，持续16
个月，前后共25万工人
参与，创下了全世界罢
工持续时间之最，在中
国工人运动史乃至世
界工人运动史上留下
了不可磨灭的影响。后
来，邓中夏将这些经验
写入了《中国职工运动
简史》， 这是最早总结
中国工运经验和规律
的著作。1943年延安解
放社再版此书时，在
《再版声明》 中着重指
出：“本书不仅为职工
运动中之宝贵文献，同
时是中国革命运动史
上的文献。”

1932年11月，中
共中央派邓中夏担任
中国革命互济总会主
任兼党团书记。 同志
们担心他的安全， 曾劝他要注意隐
蔽，不要在公开场合讲话，尽量减少
外出活动。而他却认为做工作固然需
要善于隐蔽，但不能为了安全而失去
与群众的联系， 否则便毫无作为，失
去一个革命战士的作用。1933年5月
15日，不幸在法租界被捕。敌人对他
严刑拷打，但他始终不肯透露党的秘
密，后来，由于叛徒出卖，邓中夏身份
暴露。蒋介石立即亲下手令，将他引
渡到上海警察局，随即又押往南京宪
兵司令部监狱。

在狱中， 敌人对他严刑拷打，威
逼利诱， 但他始终坚持信仰：“我邓中
夏化成灰，也还是共产党人!”他在墙
壁上写下10个大字：“但看十年后，红
花遍地开。”又给中央留下一封信：“同
志们，我要到雨花台去了，你们继续奋
斗吧！最后胜利终究是属于我们的！”

1933年9月21日黎明，在雨花台
下，39岁的邓中夏高呼“打倒国民
党！”“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为共
产主义事业英勇地献出了自己的宝
贵生命。

（执笔： 省委党史研究室 高青
湖南日报记者 孙敏坚 整理）

为青春贴上“技能”的标签
———44名湖湘工匠“冲刺”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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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湖南日报5月16日讯 （记者 何
淼玲 通讯员 欧嘉剑 陶琛）记者今
天从省高级人民法院召开的新闻发
布会了解到，该院出台的《关于进一
步落实院庭长审判监督管理职责的
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自5
月1日起已在全省各级人民法院试
行。

为落实党的十九大提出的“深
化司法体制综合配套改革， 全面落
实司法责任制”战略部署，建立健全

与新型审判权力运行机制相适应的
审判监督管理制度体系， 处理好放
权与监督的关系， 有效防范充分放
权后存在的类案不同判、 案件质效
滑坡、监督管理弱化、廉政风险变大
等隐患， 省高院积极探索建设新型
审判监督管理方式， 让院庭长切实
把握住“四类案件”的判定标准、监
督节点和监督办法，牢牢把握“关键
少数”，确保“放权不放任，监督不缺
位，到位不越位”。

该《办法》细化了最高人民法院
确定的院庭长有权事中监督的“四
类案件”的范围，即涉及群体性纠纷
的案件，疑难、复杂且在社会上有重
大影响的案件， 可能发生类案冲突
的案件，可能发生违法审判的案件。
规定了这“四类案件”的发现主体、
监督权限、 监管方式， 要求立案部
门、业务庭室、承办法官、分管领导、
监察部门、 新闻宣传部门等在多环
节对“四类案件”进行甄别。

《办法》明确，院庭长对“四类案
件”进行监督，可以采取查阅卷宗、
旁听庭审、 要求独任法官或合议庭
在规定期限内报告案件进展和评议
结果等方式进行。 为防止院庭长监
督“越位”，《办法》规定院庭长对独
任法官或者合议庭报告案件的审理
过程或评议结果有异议的， 不得直
接改变合议庭意见， 但可以要求合
议庭复议一次， 如果合议庭不复议
或者经复议不改变原合议意见的，
可以按程序提交专业法官会议或审
判委员会讨论。 同时，院庭长对“四
类案件” 监督管理的过程及监督结
论应当记录在《案件监督管理登记
表》中，并在网上审判管理平台中予
以标注，全程留痕、附卷归档。

全程留痕 附卷归档

确保院庭长监督“四类案件”不越位
省高院出台专门文件

� � � � 中国共产党北京早期组织
成员、工运领袖邓中夏。

省委党史研究室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