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近一则关于 “刮腻子” 也能当世界冠军的
消息引起了我的高度关注， 原因是眼下号称多才
多艺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很多人似乎无所不能，
快变成了生活中的万能钥匙， 可是环顾周围， 那
种能把一件小事做到极致的人又还是实在太少
了。 由此， 刮腻子冠军的新闻带来的冲击力可想
而知， 难怪成为网友热议的话题并一度冲上热搜
呢。

据报道， 马宏达是浙江建设技师学院16级建
筑装饰技师班学生， 经过4天激烈角逐， 获得了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
比赛冠军， 实现了该项目中国金牌零的突破。

这个号称 “世界技能奥林匹克” 的大赛， 每
两年举办一次， 参赛者也是高手云集， 要想崭露
头角也不是容易的事情。 在本届大赛中， 除了马
宏达， 上海市城市科技学校教师邵茹鹏获得精细
木工项目金牌，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王珮获得
美容项目金牌……这些平时看着不起眼的专业和
人才， 如今不仅站在了世界级的领奖台上， 也走
进了公众视野， 网友纷纷为其点赞， 感叹 “行行
出状元”。

在被众多的人不看好和轻视的职业教育毕业
生中， 如今出了马宏达这样的世界冠军， 这也说
明， 在职业教育的赛道上， 完全可以凭着个人的
坚韧和技压群芳的才华成为全社会最尊重的人，
成为社会上让人羡慕的成功者。

我看到媒体对他的采访说， “他热爱这门专
业是因为可以设计很多造型， 就跟女孩子化完妆
觉得自己很漂亮一样， 他刮腻子完成后很有成就
感”。 2000年出生的马宏达， 从小就喜欢画画 ，
动手能力强， 参加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训练已有
5年。 这次为了参赛， 他连续一个月不回家， 为
了参赛， 每天早晨8时， 马宏达总会准时出现在
实训室内， 一天的训练量不低于7小时。 一到夏
天， 他都会多备几套训练服。 天气炎热， 往往几
组动作下来， 身上的训练服就湿透了， 5公分厚
的钢头鞋， 更是不到2个月就磨破了底。 不少人
认为抹灰和隔墙看不出技术含量， 但在世界竞赛
领域， 操作误差往往不能超过一毫米。 试想， 在
这一毫米面前， 会难倒多少英雄好汉呢。

这些年， 当众多的年轻人纷纷涌向互联网大
厂， 涌向公务员队伍， 想成为风光无限好的白领
时， 像马宏达所就学的建筑类职业学院， 未必是
很多人心目中的首选。 而马宏达凭着对职业的热
爱以及超过常人的巨大努力， 才换来了他的世界
冠军的荣誉。

都说热爱是最好的老师， 在不少人的印象
里， 砌墙、 刮腻子、 抹涂料等装修工作都属于粗
活， 技艺简单、 专业门槛低。 其实不是这样。 据
介绍， 在建筑专业领域里， 刮腻子、 隔墙等项目
都极具技术和艺术含金量， 是世界地位最高、 规
模最大、 影响力最大的职业技能赛事的比赛项
目。 看来人们绝对不能站在世俗的角度去低估任
何一个行业的发展。 只要你足够努力， 并且下足
了功夫， 即使你去做环卫工、 去做超市服务员、
去做家政， 同样可以成就一番灿烂的事业。

想起了古代的庖丁解牛， 十九年如一日以达
“进乎技矣” 的地步； 这种精神其实并没有过时。
马宏达刮腻子成为世界冠军告诉我们， 任何一件
小事， 只要做到极致就可以出彩。 正如有人所认
为的那样， 把一件事做到极致的人， 运气都不会
太差。 只要做到极致， 就能找到自己人生的真正
赛道， 这才是人生最大的赢家！

“闫老头好得很， 小区好多人都得到过他的
帮助” “闫叔就是个热心肠， 谁家大事小事他都
帮” “家里人很忙， 闫爷爷和崔奶奶经常帮着接
送我上下学” ……大家口中的这位热心肠老人，
名叫闫广发， 今年72岁， 1987年入党， 多年来，
他始终坚守初心、 主动担当， 免费为社区居民制
作家用物品。

点评： 作为一名老党员， 闫广发用自己的行
动诠释了什么是党员， 用一颗红心和为群众服务
的热情， 点燃了人世间的温情。

24年，1469万元！
“顺其自然”再献爱心

95后墙绘师梦想画100幅墙
希望用自己的画笔改变家乡

■本期点评 牧心

责
任
编
辑

杨
琳
琳

赵
新
政

2022年
12月3日
星期六

劳
动
者
周
末

图
评

版
式
设
计

李
媛

版
式
校
对

张
旭

【生活评弹】 【图闻点评】

四川雅安有一所 “另类养老院”， 是成都一
帮90后、 00后创办并管理的。 常规护理外， 这
帮年轻人每天带着老人们拍时尚大片、 唱K、 跳
舞、 玩泡泡枪、 种菜……院里累计照顾老人128
位， 都是自愿来的， 甚至很多是点名就要住这家
养老院。

点评： 不得不为这帮00后、 90后点赞。 创
办人在考察了周边的养老院后， 自己就办起了自
己想要的养老院， 拍时尚大片、 唱K、 跳舞……
让老年人活出了 “最美不过夕阳红” 的美好。

四川一帮00后、90后
合伙开了家快乐养老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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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强

11月25日， 浙江省宁波市慈善总会收到一
封挂号信， 装有108张汇款收据， 总计106万元。
挂号信的署名是 “顺自”， 落款地址是不存在的
宁波市百丈路1号。 这是 “顺其自然” 连续第24
年向宁波市慈善总会捐款， 今年捐赠的106万元
是24年来捐款最多的一次。 截至目前， “顺其
自然” 捐款累计达1469万元。

点评： “做一次好事并不难， 难的是做一辈
子好事。” “顺其自然” 24年来默默为社会奉献
的爱心， 不仅帮助了很多困难学生完成了学业，
也感动了很多人， 给人以坚持的力量。

北京一小区被封控， 19名外卖小哥不敢回
家， 怕第二天出不来， 便在楼道打地铺。 店主得
知后暖心提供了被子和毯子， 相关部门得知后，
为他们解决了困难。

点评： 目前， 北京已经入冬 ， 虽然天气寒
冷， 但人间不期而遇的温暖却温暖着你我。 相信
点点微光， 最终会汇成爱心之河， 共度时艰。

云省丽江永胜县程海镇兴义村， 是95后墙
绘师 “刘小备” 的家乡。 一年前， 他回到家乡，
他计划用两年时间绘制100幅墙绘， 用自己的画
笔改变家乡。

点评： 回到家乡， 让家乡变得更好， 是不少
在外漂泊人的梦想。 95后墙绘师 “刘小备” 带
着这个梦想和一支画笔回到家乡， 从此走在 “希
望的田野上”。

19名外卖小哥楼道打地铺
店主一举动太暖心

七旬老党员闫广发
免费为社区居民制作家用物品

刮腻子成为世界冠军
说明只要进取就能
成为人生赢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