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上讲台，
我变得从容自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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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艳

赵轶博
北京金诺佳音国际文化传媒股份公司播音员

□本报记者 王路曼

李学涛
祥龙博瑞魏工养车技术总监

第二届 “寻找职工好讲师” 教学
基本功竞赛于日前落下帷幕， 朝阳区
三间房地区总工会推送的北京金诺佳
音国际文化传媒股份公司播音员赵轶
博作为唯一个播音专业的选手取得了
三等奖的好成绩， 与其他选手比， 赵
轶博胜在他独特的声音魅力， 这次竞
赛打开了他为职工素质工程发声的大
门， 今后， 他将以讲师的身份走进各
行各业， 教授声音美化训练， 让更多
的普通职工塑造出好声音。

长期从事播音主持及影视配音工
作的赵轶博，有很多作品观众、听众都
比较熟悉。 他曾参与中央人民广播电
台“建国60周年国庆阅兵”采访报道，为
中央电视台综艺频道《动物传奇》、新闻
频道“行走的一带一路”、国际频道《国
际艺苑》等栏目进行配音解说，主持的
CCTV“欢动老龄”2018老年春晚，在行
业内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干一行琢磨一行， 赵轶博日常的
工作非常繁忙， 但他没有放下对业务
的钻研， 而且还保留了上学时的好习
惯———记笔记 。 从事播音工作以来 ，
他总结积累了上万字的工作笔记， 拜
访了多位名师， 从而不断提高自己的

业务水平。 工作生活中， 他发现拥有
好声音不止对专业人士很重要， 对于
普通人来说也很重要。 “好声音， 好
人生”， 借助这次 “寻找职工好讲师”
竞赛， 赵轶博想把他的说话技巧传授
给广大职工， 让更多的人发出悦耳动
听的声音， 提升语言魅力。

调查数据显示， 人际沟通中， 面
对面沟通时， 身体语言占55%， 声音
占38%， 用语占7%， 而现在越来越多
的电话沟通中， 声音占82%， 用语占
18%， 数据足以证明声音在人际沟通
中的重要作用。 “在生活中， 我们都喜
欢听那些饱满圆润， 悦耳动听的声音，
所以， 练出一副好嗓子， 练就一腔悦
耳动听的声音， 是每个人的必修课。”
赵轶博认为， 好声音成就好沟通， 不
但可以增加个人魅力 、 增强自信心 ，
还可以提高信息传递成功率， 快速获
得认同， 从而构建良好的人际关系。

专业经验告诉赵轶博， 声音的可
塑性真的超乎你的想象， “天下声学，
唯练不破”。 如何塑造声音， 他提出了
“好声音从 ‘a’ 开始” 这个适宜初学
者的练习方法， 包括气息练习， 我们
可以理解为a的延长音， 音色练习则是

a的滑翔音， 共鸣练习是a音的高低虚
实 ， 吐字归音要把握好是枣核型发 a
音。 “别小看一个小小a， 练习一段时
间后， 你会发现自己说话的声音圆润
了不少。” 赵轶博介绍说。

“声音柔和忌喊叫，多喝温水少辛
辣。 睡眠充足勤运动， 科学用声美常
在。 ”声音保养方面，赵轶博还编了一
个小窍门。 提高声音保养，很多人认为
那都是主持人、 播音员需要做的事情，
其实老师、 销售员、 讲师，甚至领导开
会， 很多职业不比播音员说话少， 这
也就是为什么现在很多人患有慢性咽

炎的原因， 他们同样需要声音保养。
其实， 在参加 “寻找职工好讲师”

之前， 赵轶博已经在推广好声音方面
做了尝试。 2017年开始， 赵轶博担任
非公企业金诺佳音党支部书记后， 牵
头组建成立了三间房地区首个非公企
业“党员志愿者服务队”，策划了“声动
党务、声动职工、声动青春、声动社区”
系列活动。“这次竞赛之后，我将成为职
工素质库的讲师，今后，将有更多的机
会深入企业、机关，走到职工身边，让更
多的人了解声音魅力，接触声音美化训
练，用好声音成就好人生。 ”赵轶博说。

“跟着我来，
你也一样能拥有‘好声音’”

37岁的李学涛是祥龙博瑞魏工养
车的技术总监， 从事汽车维修行业十
几年时间， 但无论是最开始的学徒工，
还是如今具有行业领先地位的技术总
监职位， 李学涛一直把自己定性为一
名专业技术人员。 他告诉记者， “搞
技术一定不能脱离生产一线。” 而随着
岗位职能的变化， 让他大显身手的地
方除了车间， 还有一个地方———那就
是讲台。 作为一名职工讲师， 他要把
自己的专业技术教授给更多的人， 而
他依然坚信， “职工讲师也一定不能
脱离生产一线。”

跟每个专业技术人员的成长经历
一样 ， 李学涛也是从学徒工做起的 ，
2002年从北京交通学校毕业的他来到
北京博瑞祥恒汽车销售中心， 以一名
学徒工的身份走进了汽车维修行业 。
“搞技术的人大多会比较沉闷， 因为在
努力学习维修知识， 刻苦钻研维修技
术的过程中大多是一个人的。” 李学涛
告诉记者 ， 勤勤恳恳的努力和学习 ，
是他迅速成长的法宝。 到2011年， 他
就凭借过硬的专业技术， 担任起了技
术总监的职位， 工作内容也在技术支
持的基础上， 增加了技术管理培训工
作。 于是走向讲台， 把自己的专业知
识教授给广大职工， 成为他工作中的

重要组成部分。 而他的身份， 也增加
了 “职工讲师”， 这样一个标签。

“事实上， 从2006年， 我成为维
修班组长的时候， 就开始接触讲课这
样的事情， 跟大家共同解决生产中的
难题 ， 分享具有普遍意义的汽修难
题。” 李学涛说， 从那个时候， 他就已
经深刻意识到技能发展与传承的问题。
他认为， “一个人技术好， 只是一个
点， 而分享给团队， 则会带动一个面，
可以大大提高生产效率。” 所以在很长
一段时间里， 他都一直坚持在车间一
线从事技术工作， 与车间技术骨干一
起攻克许多车辆维修的技术难题， 积
累了非常丰富的实践经验， 并将这些
经验知识毫无保留的通过培训与大家
共享。

当然， 没有人天生会当讲师， 特
别是长期从事沉闷技术工作， 且曾并
不太善言谈的李学涛， “刚开始给大
家讲课的时候， 我很苦恼， 很多内容
自己能明白， 但是没办法让别人听得
懂 。” 李学涛说 ， 拿着企业的培训计
划， 看着课程大纲， 他甚至觉得还是
埋头苦干更容易一点。 但畏难情绪不
会击败李学涛 ， 为了适应工作要求 ，
他很快调整自己 ， 讲课前反复备课 ，
反复琢磨， 学习用更好的方式将技术

要领传递给别人。 后来， 伴随着专业
技术的成长和提高， 李学涛开始自己
做课件， 自己开发和设计课程， 甚至
对课程道具也有了自己独特的要求。

现如今， 李学涛每年要参与60到
80课时的职工培训工作， 针对不同岗
位职工制定不同的培训内容， 而培训
多以理论与实操相结合的方式。 他也
不记得每年要为多少职工讲课， 也不
曾估量利用业务时间自作的课件， 耗
费了他多少精力和心血。 但他始终坚
信， 在不离开生产一线的前提下， 他
讲授的专业技术都是最贴近一线需求
的， 即为最实用的。 李学涛说， “其
实换个角度而言， 在每次讲授技术的
过程中， 身为职工讲师的我也在重复
沉淀和总结自己的专业知识与技术要
领， 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有益于我在专
业技术上有所突破和提高。”

随着社会的发展，专业技术更新的
速度也在不断提高，这对专业技术人员
的成长速度与适应能力，都提出了更高

的要求。 李学涛正是深刻的认识到了
这一点，他才把坚守生产一线看成技术
人员的工作底线。 即便是站在讲台上，
他的触角也是在专注于一线前沿的。

此外， 除了在企业中参与在岗职
工培训外， 李学涛还参与校企联合培
养， 带着企业实践中总结的经验和技
术， 走进学校， 与学校技术教育相结
合， 培养更适应企业发展需求的专业
技术人才。 “这看似与技术人员岗位
一线工作距离更远， 但却同样在促进
企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李学涛
说， 同时， 他还每年参与走进社区讲
授汽修与保养常识的科普活动， 以及
通过微信公众号开设 “涛哥说车” 栏
目， 普及养车常识。

李学涛很忙， 忙着攻克各种技术
难题， 忙着将自己的技术和经验讲授
给更多人， 忙着享受传播过程中的自
我沉淀与提高。 而这些忙， 相辅相成
之间， 也成就了企业发展的内在动力，
发挥了一名技术工人最大的能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