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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蒋振 陈潇

15 厘米长的黄瓜切成网状的丝，展开

达 30 厘米，还有弹性；以鱼肉为原材料，

一朵栩栩如生的牡丹花雕制成形……这

样的比赛，不仅养眼，还令人食指大动。

在湖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中，中

式烹饪（湘菜）作为此次大赛 55 个项目中

唯一保留的湖南传统特色项目，备受关注。

对接国家级赛事标准，考验
选手的基本功和创新意识

7 月 3 日上午 9 时，来自各市州和省直

单位推荐的 17 名选手齐聚湖南省商业技

师学院。在规定时间内，他们分别就中餐

热菜、冷拼制作和果蔬雕刻 3 个竞赛模块

各制作了 5 道参赛作品，分别是指定热菜

银芽里脊丝、指定材料热菜鱼茸、刀工菜

蓑衣黄瓜、果蔬雕刻和花色冷拼。

“这次比赛完全对接国家级赛事标

准，全面、多层次地考验了选手的基本功

和创新意识。”中式烹饪项目裁判长任子

红介绍，本次比赛对选手专业水平的

考核深入而全面，裁判评分也细

化为五个模块，分别是热菜、刀

工、拼盘、雕工和职业素养。“把

每个项目细化成一个个小得

分点，而不是笼统地打个

总分。”

除裁判长外，比赛还设置了 6 位作品

评分裁判和 4 位职业素养裁判。除开常规

赛菜评分，职业素养裁判则对选手比赛过

程中的操作规范、卫生习惯等进行综合考

量。

裁判彭军炜介绍，对标国赛，不少规

则是第一次在省内比赛中采用，比如雕刻

作品不允许使用胶水固定，只能用组委会

提供的牙签。

通过比赛选出真正有潜力的
湘菜人才

“这次比赛是极好的交流机会，这样

全面的考核更能磨练厨师的基本功。”湘

西州代表团选手杨林很高兴参加这次比

赛，他对自己在刀工和冷拼项目的表现相

当满意。

杨林 20 岁出头，是一位年轻的大厨，

但实力却不可小觑，曾经获得“巴蜀工匠

杯”渝鄂湘边区职业技能邀请赛中式烹调

技能大赛二等奖、湘西职业技能大赛第一

名。赛场外，他还是一位技能帮扶助力乡

村振兴的典型，应邀帮助十八洞村研发了

“十八洞全竹宴”。

任子红表示，希望通过此次比赛，选

出真正有潜力的湘菜人才，让他们成为湘

菜餐饮服务业的主力军。

除了湘菜烹饪外，本次大赛还有餐厅

服务（中餐）、餐厅服务（西餐）、酒店接待、

烘焙、茶艺师、评茶员等餐饮相关项目。

餐厅服务（西餐）项目的参赛选手罗

杰勋年仅 15 岁，是此次整体赛事中最年

轻的选手。作为湖南省商业技师学院旅游

服务与管理专业 2021 级新生，他已被该

校列为世界技能大赛餐饮类储备选手。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贺威

3D 打印中的增材制造项目，比赛比什

么？4日，记者来到湖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赛增材制造项目比赛现场，采访了该项目裁

判长、马鞍山职业技术学院教务处处长陈娟。

陈娟也是第一届全国职业技能大赛

（以下简称国赛）增材制造赛项裁判长和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以下简称世赛）增材制

造赛项中国专家组组长。

要了解比赛，先要知道什么是增材。陈

娟说：“传统减材获得产品的方法，是按照

设计的尺寸、参数，将一个毛胚件一点点

削、挖、砍、雕等减去材料而得到。而增材是

通过逐层堆叠材料粉末，再通过激光烧结，

让产品慢慢‘长大’成型。这项技术广泛应

用在个性化的定制需求中，如航空、汽车、

建筑等领域，其优势就在于可以完成减材

中无法完成的工艺。”

“增材制造是国赛和世赛新设的项目，

它涉及的学科、设备、工艺、软件都非常多。

以软件为例，这次比赛选手们要应用到的

软件达到 3 至 4 个。而世赛的评分项有 100

多项，可见其复杂程度。”陈娟告诉记者。

因为增材是通过电脑设计再堆积“打

印”的方式获得新产品，具有很强的跨学科

性。陈娟告诉记者，数控、模具、机控、建筑、

机械专业领域的人士都可以参赛。记者查

阅大赛资料，发现参加增材制造项目比赛

选手的学科背景比较丰富。

怎么评判增材制造出来的产品优劣？

陈娟说，增材制造项目比赛和以减材为工

艺的数控车、数控铣项目最大的不同，就是

主观分值比较高。比赛考察产品的美观、合

理、功能性实施等方面，对选手的综合素质

要求高，要求选手有非常强烈的设计思维

理念，熟练运用各种软件设计、建模，以及

将理念变成产品的动手能力等。

结合湖南省赛的题目，陈娟说，此次第一

天比赛项目金属打印模块，要求选手们设计

一个滑板底下的精准桥。精准桥要达到轻量

化、减重的目标，再考虑到在滑板上应用的效

果。相当于除了单个零件外，还要有整个滑板

的产品设计，以便于以后将滑板推向市场。

陈娟对本次大赛选手的表现比较认可。她

说：“我看到了选手在比赛中能独立思考问题，

不仅把3D的模型建起来，还考虑了产品的整

体性能。在设计中做到了轻量化，达到了力学

性能最佳状态，而且外观设计也非常美观。”

湖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高精尖技能大比拼

高手过招，于无声处决胜负
55 个项目中，唯一保留的湖南传统特色项目

中式烹饪（湘菜）备受关注——

不仅养眼，还令人食指大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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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贺威

“数控铣项目目前设定的加工精度

是 AT7 级，达到了头发丝的 1/5 至 1/7，

即做出来的产品长、宽、高、表面粗糙

度、形位公差都要在这个范围之内。”4

日上午，在湖南工贸技师学院举行的全

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数控铣项目比

赛现场，裁判员谭志明告诉记者。

数控铣项目是利用数控铣床，通过

去除金属材料的方式对工件进行铣削

加工的竞赛项目。

1989年出生的谭志明，是享受国务院

政府特殊津贴专家。他告诉记者，数控铣

项目比赛有两个模块，模块一是加工铝合

金件，模块二是加工中碳钢件。“比赛中对

选手技能要求非常高，选手做出的成品符

合技术要求越多，成绩就越高。”

此次参加比赛的湖南工贸技师学

院学生选手王书航有比较丰富的大赛

经验，曾获得株洲市技能天下数控铣项

目第一名、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赛数

控铣项目二等奖。他与学弟段峰还分别

获得了湖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株

洲市选拔赛数控铣项目第一、第二名的

好成绩。

两位选手告诉记者，今天加工的一

个吊环，大家都完成得很好，竞争非常

激烈，非常考验选手的心理素质和操作

水平。

该项目比赛还在时间上设定了条

件。“建模必须在 4 个小时内完成，这就

更加考验选手的熟练程度和经验。技巧

性强、工艺更先进，就能完成得更快更

好。”谭志明说。

精度要求如此之高，如何检测？据

了解，大赛现场还配置了专门的检测仪

器，通过扫描、读取加工成品的数据，来

判断是否达到要求。

“技无止境，通过勤学苦练提升操

作技巧，精度还可以上到更高的层次。”

谭志明说。

记 者 还 了 解 到 ，如 此 高 精 度 的 产

品，其应用场景非常广阔，上到飞机、下

到机床的配件都可以用到。谭志明说：

“比赛的设计也都是根据企业实际需要

来设计的，本着为企业解决难题的目

的，有很强的实用价值。”

数控铣项目：

加工精度达到头发丝的
五分之一至七分之一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陈奕樊 黄晗

7 月 4 日上午，湖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焊

接项目第三个模块比赛在湖南巧匠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赛场举行。赛场上焊花飞溅、“焊”味此起

彼伏，选手们都在各自工位忙碌。

焊接考验的是选手们是否熟练掌握各种焊接位

置、焊接方法和不同的焊接材料，以及安全知识等。

今年19岁的谭昶鑫，是来自省国资委代表团最年

轻的选手，就职于湖南钢铁集团有限公司技术质量部。

“我一拿起焊枪就一心一意、旁若无人，不能

容忍一丝一毫瑕疵的出现。”在比赛中，谭昶鑫凭

借着极高的专注力，常常比其他选手提前 1 至 2

个小时完成焊接工作。

赛场上的“轻松”源自赛场下的苦练。在湘钢

高级技工学校就读期间，谭昶鑫从 100 多个人中

脱颖而出，成为校集训队的一员。“当时校集训队

总共 8 个人，自己排名垫底，不被人看好。”谭昶鑫

回忆，从那时起便没有了寒暑假这个概念，每天

在小小的场地里反复训练最基础的焊接手法。功

夫不负有心人，2018 年，第一次参加湘潭市级焊

接比赛的谭昶鑫便拿到了第一名的好成绩。

谭昶鑫还是“七一勋章”获得者、大国工匠艾

爱国的“徒孙”。今年年初，谭昶鑫正式加入“艾爱

国劳模创新工作室”。

有一次，谭昶鑫在焊接试验里怎么样都焊不

透不锈钢板，两块材料没法均匀融合在一起，他

请“师爷”艾爱国指点迷津。

“可以试着把小电流调大，大电流调小。”艾爱

国一语点透，谭昶鑫在实际操作中一试，果真可行。

在焊接领域，焊接电流的大小时常与生产效

率和焊接质量挂钩。“一般来说，小电流、大电流

的使用都有一套理论的标准值，普通的焊工通常

会让它们各司其职，‘师爷’这种不断尝试的逆向

思维令人敬佩。”谭昶鑫钦佩地说。

“在焊接领域，想精进技艺，光靠霸蛮是练不

出来的。”谭昶鑫说，焊十次不如多看老师傅操

作、多向老师傅请教。

在师傅们的指导下，谭昶鑫焊接技术水平进步飞

快，在全省、全国的职业技能大赛中频频获奖。

“期望成为像‘师爷’那样优秀的工匠，把他

的工匠精神传承下去。”谭昶鑫说。

19岁焊工谭昶鑫：

希望能成为“师爷”艾爱国
那样的大国工匠

图① 7月 3日，湖南铁道职业

技术学院，参赛选手在进行网络安

全（双人赛）项目竞赛。

图④ 7 月 4 日，演员在表演大型歌

舞《奋斗新生活》。

本版照片均为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李健 辜鹏博 摄影报道

图② 7月 3日，湖南省商业技

师学院，参赛选手在进行中式烹调

（湘菜）项目竞赛。

图③ 7月 4日，株洲神农大剧院，与

会人员在技能人才成果展示区观看机器

人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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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杨佳俊 梁可庭

用 3D 视觉技术给机器人装上“眼睛”、为无人

机装上“大脑”、轻敲键盘打响网络安全战……7月 3日

至 4 日，湖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现场，一批高精

尖技能大比拼，如武林高手过招，表面风平浪静，于

无声处一决胜负。

3D视觉技术给机器人装上“眼睛”

7 月 4 日，工业机器人技术应用比赛在湖南工贸

技师学院进行，参赛选手紧张有序地忙碌着。只见

在选手们的操作下，原本看起来略显笨重的机械臂

竟灵活摆动起来，精准地将工作台上随意摆放的一

个瓶盖大小的物料抓起，并放到指定位置加工，让

人直呼精彩。

为何机器人能够如此轻松完成任务？裁判长程

厚强告诉记者，全靠一双“眼睛”——3D 视觉技术。

近年来，我国机器人技术和产业发展较快，应

用场景越来越广泛。工业机器人不仅代替人类完成

了机械重复的劳动，而且还可以在高温、高腐蚀性

等恶劣环境中工作，既提高了生产效率又确保了生

产安全。

然而，传统的工业机器人按照预先设定的动作

逻辑运行，物料需放在特定的托盘内，才能完成抓

取工作。一旦物料摆放位置稍有偏差，机器人便束

手无策。

“有了 3D 视觉技术后，机器人更加智能。”程厚

强说，3D 视觉技术能够引导机器人识别并抓取随意

摆放的物料，按要求将物料装配至指定位置，实现

高精度定位抓取及高精度纠偏放置。

比赛模拟工业智能化操作场景，包括物料存

储、运输、装配、检测和数据采集优化等全流程工

作。

“感觉不错，收获很大。”来自株洲市代表团的

选手、湖南工贸技师学院教师刘江圣告诉记者，比

赛项目的智能化程度超乎自己的想象，一些最新技

术帮助自己开阔了眼界，对今后教学有很大帮助。

一串串代码闪现，一场没有硝烟的
网络安全战打响

双眼紧盯电脑屏幕、双手在键盘上熟练敲击，

在网络安全项目双人赛现场，随着一串串代码在屏

幕上闪现，一场没有硝烟的网络安全战悄然打响。

“选手们需要按照相关标准和规范对信息系统

安全进行检查、分析和评估，发现系统安全隐患，并

采取措施降低系统面临的安全风险，保障系统安全

稳定运行。”裁判员谢树新告诉记者，比赛主要考查

选手的底层代码编写能力和系统操控能力。

比赛分为 ABC 三个模块进行，A 模块是企业网

络基础设施安全，B 模块包括网络安全事件响应、数

字取证调查和应用程序安全，C 模块为夺旗挑战赛，

每个模块时长 3 个小时。

赛场上，湖南铁道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秦金和队友

王昱煜拿到赛题后，立马根据各自擅长领域进行分工。

此前六七个月的训练已经让两个人默契十足。相互配合

下，秦金和王昱煜顺利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比赛。

“没有网络安全就没有国家安全，就没有经济

社会稳定运行，广大人民群众利益也难以得到保

障。”秦金对这句话有着深刻的理解。

进入学校任教之前，秦金曾在企业担任网络安

全主管。2018 年，公司网络系统遭病毒入侵，重要文

件被黑客加密，公司正常运营受阻。秦金带领团队

紧急响应，经过 3 天时间排查，及时发现并堵住漏

洞，并用备份文件让系统恢复正常运行。

“公司一天产值 200 多万，如果不及时堵住漏

洞，后果不堪设想。”秦金说。

一串代码就有可能挽回上百万的损失。随着互

联网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广泛应用，网络安全越

来越受到关注和重视，相关技术人才也备受追捧。

“网络安全就业前景广阔，政府机关、信息

产业、商业、金融、证券等单位都需要这方面

的专业技术人才。”秦金告诉记者，技术掌握得

扎实，月薪上万不成问题。

装上“大脑”，无人机有了自主飞行
的能力

7 月 3 日，在无人机技术应用双人赛现场，湖南

工贸技师学院教师李亦凡和队友胡权紧张地握紧

双手，看到无人机灵活避开了场内设置的障碍物，

两人终于松了一口气。

记者观察到，和常见无人机飞行不同，现场飞

行的无人机并不需要人手动操控。

为何无人机不用遥控就能飞行？

“因为眼前的无人机已经装上了‘大脑’。”站在

一旁的裁判长易守华告诉记者，添加避障雷达和传

感器等智能硬件，同时经过系统编程，无人机便具

有了自主飞行的能力。

目前，装上了“大脑”的无人机被广泛应用于农

林植保、电力巡检、安防监控、地理测绘、快递物

流、医疗急救等领域。

本次无人机技术应用比赛共分为4轮，前

3 轮在室内进行，分别完成飞行器基础调

试与调校、机载设备编程与调试、全流

程仿真联调；第 4轮在室外进行，重

点考察选手的无人机飞行航线

规划能力。

“此次无人机技术应用比赛不只聚焦基础操作，

更多地考验选手的编程能力和创新能力。”易守华介

绍，只有通过前3轮考核，才能进入第4轮比赛。

在第一天参赛的 7 队选手中，只有李亦凡和胡

权这队进入第 4 轮比赛。

“比赛搭建了平台，为同行之间提供了宝贵的

交流机会。”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教师王怀超是

无人机比赛项目的“老手”，曾作为湖南省第一名参

加全国职业技能大赛并最终斩获二等奖，他希望能

够多举办这类比赛，让更多优秀的职业技能人才脱

颖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