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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思东

比赛是提升
技能水平最快的方式

□本报记者 余翠平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的大背景下 ，
2016年12月， 首届京津冀职工职业技
能大赛决赛拉开帷幕。 来自京津冀三
地的108名选手分别参加了加工中心操
作工 （四轴）、 焊工、 汽车维修工、 计
算机程序设计员、 天气预报员、 维修
电工6个比赛项目的冠军角逐。 这是三
地职工首次同场赛技能， 为三地的广
大职工提高技能、 交流技艺、 展示本
领和才华搭建了一个平台， 这无疑是
对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有力助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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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欣欣

数控加工中心（四轴）比赛冠军

计算机程序设计员比赛冠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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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树亮

通过比赛
找到努力方向

“我大专读的是数控技术， 毕业后来到航天
三院159厂， 成为一名数控机床操作工， 如今已
经5年了。 没想到， 在首届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
大赛数控加工中心 （四轴） 的比赛中， 我拿到了
冠军， 这对我是很大的激励。” 郭思东对记者说。

今年26岁的郭思东也曾在刚工作时遇到了很
多困难。 “学校里理论知识学得多， 实操方面的
经验严重不足。 就拿加工材料来说吧， 在学校时
我们主要使用铝合金、 钢件、 不锈钢等材料， 可
是工作后， 接触最多的是钛合金。 由于对钛合金
的加工特性不了解， 实操起来就很难。 还好工厂
里有师傅带我， 我跟着师傅一点点了解和学习钛
合金的特性和加工方法。”

钛合金的硬度比较低，加工起来容易粘刀，对
刀具的磨损较严重， 于是郭思东选用专门加工钛
合金的刀具， 调低转速， 加大进给量。 这样既减
少了对刀具的磨损， 又保持了良好的切削状态。

“以前在学校时， 我们主要操作的是小型数
控机床， 可是工作操作的都是大型数控机床。 因
此平时经常要对大型焊接零件进行局部加工， 大
型焊接零件有多大呢？ 大的长七八米， 重一二
吨， 小的也要有1000多斤。 由于焊接零件外部很
不规则， 也不平整， 在操作的过程中， 装夹和找
正是最难的。” 在跟着师傅学了一些实操方法后，
郭思东用吊车将焊接零件放到机床上， 然后用千
斤顶不断调整焊接零件的位置， 找正精度一般要

在0.2-0.5毫米之间， 有时候光找正就得两天多。
在实操时， 郭思东常常将一些小技巧记录下

来， 方便以后操作时查找。 “有一次， 在加工时我
需要进行变刀长加工， 这该怎么操作呢？ 于是我查
看了操作说明书， 把实操中用到的小指令记录了下
来， 以后直接翻笔记本就可以了。 久而久之， 我的
笔记本越来越多， 实操起来也越来越顺手。” 郭思
东笑着说。

郭思东平时操作的都是五轴机床， 京津冀技能
比赛考的却是四轴机床。 这之前， 郭思东和四轴机
床的接触并不多， 在备考的过程中， 单位专门请了
老师， 对他们进行了集中指导。 在那一个多月的时
间内， 郭思东了解了四轴机床方方面面的知识与应
用。 最终的比赛中， 凭借着出色的实操能力， 郭思
东一举夺得了冠军。 “对四轴机床的熟悉和应用，
反过来促进了我对五轴机床的了解和实操， 对我平
时的工作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我觉得， 比赛是提升技术水平最快的方式，
因为大家都不想在比赛中被淘汰， 就得使出全部力
量去拼搏。 这样在一个很短的时间内， 技能水平就
有了很大的提升。” 他希望京津冀技能大赛能一直
举办下去； 在这个开阔的平台上， 京津冀的技能人
才能得到最大程度的取长补短， 相互学习。

关于首届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计算机程
序设计员比赛， 天津天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实训
教学研究室高级软件设计员田树亮是从公司行政
部发来的一封邮件中得知这个消息的。

得到这个消息后， 田树亮想起了上次参加天
津市软件大赛的比赛。 那次比赛中， 他取得了第
二名。 “当时， 我心里就暗自起劲儿， 想着这次
参加首届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一定要取得
第一名。” 田树亮回忆起当时的心情说道。

田树亮是天津人， 曾在北京工作六年。 随着
家里的父母年纪越来越大， 孩子又小， 他最终决
定回老家发展。 于是， 他在2016年5月入职天津
天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如果获得第一名了， 真的很不错， 有五一
劳动奖章拿， 听说还有物质奖励， 这下组装个台
式机的愿望就可以实现了。” 田树亮说， 他把自
己希望在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赛获得冠军的想
法跟母亲讲了。 母亲却说： “哎呦， 别吹了， 京
津冀这么多人， 第一名有你嘛事儿。” 但在听说
第一名有可能被评为劳模后， 母亲转变了态度开
始鼓励他： “那你要好好干啊。”

他从自家床下把大学时的书籍找了出来 ，
《操作系统》 《数据库原理》 《编译原理》 《算
法分析与设计》 ……准备临时抱佛脚， 把快忘了
的理论知识捡起来。

2016年12月10日， 比赛当天的情景田树亮还
记得很清楚。 “比赛分两场， 上下午各一场， 我

去的挺早， 先熟悉了下场地。 比赛现场大气、 干
净， 房间的墙上有很多海报， 都是之前各种软件大
赛参赛队员和开幕式的照片。”

上午的比赛很快结束了。 中午时， 选手们在一
间大会议室里吃饭， 大家都身着队服， 很好辨认。
田树亮吃完饭， 坐在那儿听大家聊天， 才知道参赛
选手真是卧虎藏龙， 有大学老师， 有研究所的， 还
有很多知名公司的员工。 “当时就想， 大家都好厉
害， 要想达成所愿， 下午的考试可一定要加油。”
田树亮回忆说。

下午的考试总共三个小时， 考察内容是十道编
程题。 “哈哈， 早知道那天中午就不喝那么多水
了。 这拼的不仅是计算机能力， 还拼的是膀胱的能
力啊。” 田树亮笑着说。 那天他忍不住去了两趟厕
所， 耽误了时间， 他只得集中注意力， 提高效率。

当天临睡前， 他打开微信看到比赛成绩出来
了， 他得了第一名。

“作为一名公司的普通员工， 能参加这种比赛
是一种荣耀， 也是一种机会。” 田树亮认真地说，
“感谢大赛的组织者的辛劳付出， 感谢公司各级领
导给予我这次参赛机会。 实践出真知， 通过本次比
赛， 也恰恰暴露出了自己在技术方面还需要补足的
地方， 这也是我未来努力的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