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翟利龙

比赛就是他的磨刀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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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白莹

每一次预报都是一次考试
天气预报员比赛冠军

□本报记者 王路曼

焊工比赛冠军

张立霞

29岁的翟利龙是北京燕华工程建
设有限公司的一名电焊工， 别看年纪
轻轻， 他参加工作已经十三个年头了。
在去年举办的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
赛上， 他还获得了焊工比赛的第一名。
“参加比赛拿名次并不是最重要的， 最
重要的是提升技术水平， 应用到自己
的工作和企业生产当中。” 翟利龙告诉
记者， 他十分热衷于参加职工技能大
赛， 比赛就如同磨刀石一般， 让他的
焊工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说起自己的履历， 翟利龙笑着说，
他跟所有的车间工人一样， 没有太多
精彩的故事， 从学校毕业到企业上班，
一路看似顺风顺水。 “印象深刻的就
是刚到企业时， 车间里一对一传帮带
的传统， 让我跟着一位老师傅学习技
术。” 翟利龙告诉记者， 师傅手把手教
再加上企业不定期举办的各种培训和
学习， 让他这名刚出校门的年轻人迅
速成长了起来。

因为性格要强， 翟利龙总是喜欢
主动去学习新技术， “工作中有不懂
的就问师傅， 回到家一有空就埋头看
书。” 这样的生活在翟利龙身上就是最
日常的生活。 翟利龙好学习、 善积累、
勤总结， 在业余时间他又利用各种渠

道弥补自己理论上的不足。 理论与实
践的融会贯通让他逐渐羽翼丰满。 据
了解， 从参加工作至今， 翟利龙承担
特种材质、 特种结构的焊接量呈直线
上升趋势， 持证项目也从最初的2项发
展到现在的13项， 焊接合格率均排在
公司全体焊工的最前列。

近年来， 翟利龙开始热衷于参加
各 种 职 工 技 能 大 赛 ， 从 企 业 层 面
的 、 区县级别的， 再到全市乃至跨省
市 的 比 赛 ， 他 都 积 极 报 名 参 加 。
“其实比赛是一个相互交流和学习的
好机会。” 翟利龙觉得， “这就跟当兵
打仗一样， 只有多上战场， 才能有更
多收获。”

翟利龙认为， 所有的技术都是与
时俱进的， 只有不断更新自己的知识
储备， 打开局限的视角， 才能在工作
中有所突破。 “我发现， 企业中相对
固定的作业流程在某种程度上是有局
限的。 通过技能大赛， 我可以跟对手
们学习到许多新技术， 这些技术在原
有的作业流程中非常受用。” 翟利龙给
记者举例 ， 用气保焊的方式焊接133
管， 通常采用打底、 盖面两道程序即
可。 但在比赛中， 翟利龙发现， 有选
手采用三道程序的焊接方法。 “增加

了一道填充工序， 焊接133管的效果变
得更好了， 不仅内部质量更高， 外观
看起来也好看。” 翟利龙把新的焊接方
式带回了工作岗位， 收到了非常好的
效果。

除了在比赛中与其他选手相互交
流和学习， 翟利龙还结交了一群志同
道合的朋友， 翟利龙笑着说， “比赛
中我们是对手， 但生活和工作中， 我
们就是朋友和伙伴。”

“宝剑锋从磨砺出， 梅花香自苦寒
来。” 十余年的岗位历练让翟利龙成为
了公司焊接方面的中流砥柱。 值得一
提的是， 近几年， 翟利龙还参与了公
司多项设备的研发与制造， 如8020高

合金材料的焊接、 重大国产化装备高
循换热器关键部位的焊接、 重点产品
废热锅炉的焊接等， 他还带领组员针
对特殊产品、 特殊结构、 特殊材料进
行工艺技术创新， 设计制造出了焊接
专用工装， 摸索出了一套特色焊接操
作方法， 圆满地完成了多项急难险重
的焊接任务。

十几年弹指一挥间， 翟利龙凭借
着他对工作的热爱和精湛的焊接技术
为企业做出了无数突出的贡献。 同时，
也为他自己谱写了一曲高亢的青春壮
歌。 翟利龙相信， 在京津冀协同发展
的大舞台上， 他将会继续成长， 用汗
水书写自己的青春。

说起天气预报， 人们平时熟悉的
是电视荧屏上播报天气的 “气象小姐”
“气象先生”， 但在他们身后有着成千
上万气象预报员的默默付出。 他们常
年坚守在观测点， 认真分析、 研究各
种数据， 为方便人们生活和保障经济
社会发展 “识云观天”。 33岁的张立霞
就是他们中的一员， 现在是石家庄市
气象局一名天气预报员。

2015年6月 ， 获 “河北省技术能
手 ” 称号 ； 2016年7月 ， 荣获河北省
“巾帼建功标兵” 荣誉称号； 2016年12
月， 在首届京津冀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天气预报员决赛中荣获第一名。

明天天气怎么样？ 要不要带雨伞？
看似简单的一条天气预报， 背后却凝
结着气象科学飞速发展的最新成果和
天气预报员长年累月积累的丰富经验
学识。

张立霞说， 每天短短几句话的天
气预报， 是卫星、 雷达、 超级计算机
等先进设备观测和运算的成果， 也需
要预报专家结合自身经验对数值预报
进行科学修正， 最终呈现出尽可能精
确的预报成果。

张立霞上班的第一件事， 就是先

查看天气实况数据是否齐全， 桌前的
两个显示屏分别显示的是雷电定位显
示监测系统、 强天气短时临近预报系
统、 卫星云图、 各区县气象观测站观
测资料。 每隔几分钟， 屏幕上的资料
就会更新一次。

“我的工作就是对这些实时监测到
的降水、 雷电、 风力等信息进行分析
判断 ， 得出未来数小时内的天气预
报。” 张立霞介绍， 短时预报一般在每
天的4时、 6时、 10时、 14时、 16时各
发布一次， 遇到突发天气情况时， 还
要随时发布未来2小时内的天气预警信
息。 “遇到强对流天气时， 除了上厕
所、 吃饭， 其余时间都是在高度紧张
地盯着显示屏， 生怕错过重要的天气
情况。”

“天气预报是一道数学题+语文
题 。” 张立霞告诉记者 。 在她的描述
中 ， 天气预报员的工作和医生差不
多 。 每天， 当值预报员都要组织多次
会商。 其间， 数十张图表如病人的X
光片般， 挂在墙上或显示在电子屏幕
上， 经受预报员们的反复对比与激烈
讨论。 图上， 显示着各种各样的信息，
比如， 整个亚洲地区的天气系统演变，

高压、 低压在什么部位， 吹的什么风，
风的变化过程等。 这些信息， 来自于
一个全球气象数据交换共享系统。 全
球所有城市的天气预报， 都基于这一
系统。

说起比赛， 张立霞说自己并没有
感到怎么紧张 ， 因为她把每一次预
报都当作一次考试。 赛前， 把自己的
状态调整好就可以了， 放松是最重要
的。 赛中， 能够直接跟北京、 天津选
手交流切磋， 这样的学习机会让她很
珍惜 。 “倒是赛完 ， 儿子的一句话 ，
让我挺不是滋味的。 他说， ‘妈妈你
得了第一名， 是不是就不用上班， 可
以陪我了？’” 张立霞说。

因为， 张立霞在这里已经工作了
10年。 从前一天早晨8时直到第二天早

晨8时， 值夜班对天气预报员来说是家
常便饭。 即便是在张立霞生完孩子后，
她也从未请过假。 到值班时， 就带儿
子和婆婆一起住到宿舍里， 直到儿子
一岁多， 这种 “拖家带口” 一起值班
的情况才结束。

张立霞说， 天气预报不可能百分
之百准确， 但预报员做久了， 都有一
种追求完美的心态。 她更关注出现了
偏差的预报 ， 找到原因 ， 以后提高 。
“大家都努力想将预报做得更准确， 更
好地为老百姓服务。” 十年来， 张立霞
每个月的评分都是 “优秀”。 虽有这样
那样的辛苦， 但张立霞乐在其中， 因
为责任和使命使然。 她说， 每次准确
漂亮的预报所获得的满足感， 让她觉
得付出的所有辛苦都值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