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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城市，需要什么样的“上海工匠”
■ 本报首席记者 龚丹韵

近日，上海市总工会 2020 年工匠选树活动公布了新一届“上海工匠”。而国庆期间播放的纪录片《上海工匠》第六季，讲述
了其中几位工匠的故事。

传统工匠的刻板印象，在新时代已经被打破。什么才是人民城市需要的“上海工匠”？工匠精神对一座超大城市的发展，将起
到什么作用？通过幕后拍摄团队、工匠、学者的表达，我们试图重新理解今天的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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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广大市民就上海城市精细化管理献计献策。意见和建议请发邮箱：shjianweizhizhu@163.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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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似普通的检查

上海洋山深水港，有一群专业高效的海事
工作者。孙玉杰是其中佼佼者，现任上海海事
局首席船舶安全检查官。

他的工作， 是给靠岸的大型船只做一次
“全面体检”。大到机舱主机，小到一个消防出
水口，六大国际公约中上万个条款、近两万项
技术标准，检查官都需熟记于心。

首先是证书文书检查。别小看文书，曾发
生过一个案例。

2018年 6月 19日， 外国货轮哈特尔号在
洋山港码头靠港。孙玉杰发现船舶主要证书在
2018年 3月已过期， 船级社进行了展期操作，

即延长证书有效期。然而，这张展期证书也过
了有效期。这时，船长又拿出另一份二次展期
证书。

经验丰富的孙玉杰判断，二次展期证书不
符合国际公约要求。孙玉杰的上级、上海海事
局船舶处副处长胡荣华当即下达滞留船只的
指示。

这样的处理可能会给轮船公司带来几十
万、甚至上百万美元的损失。一定要做好证据收
集，应对可能发生的申诉。胡荣华、孙玉杰及其
他同事，分头对收集到的海量邮件、文书等展开
证据筛查。一字一句，每一个标点都不敢轻视。

果然，上海海事局不久就收到了对方的申
诉，要求撤销判定。一旦被撤销成功，将对整个
中国港口监督形象造成损伤。准备充分的中方
团队立即进行了有理有据的驳斥。

证书文书检查后，还有应急电台检查、机舱
检查、油水分离器检查、消防演习等。轮机舱的
设备检查，需要在 50摄氏度高温、六七层高的
空间往返奔波。孙玉杰最长一次查了 8小时。

从事海事安全检查工作 14年、 检查船舶
2000多艘、累计在船工作时间 8000多小时、查
出缺陷 10000 多项……孙玉杰根据自己的工
作经验撰写的提案，已被全球最大的两个港口
国监督组织收录进检查指南。其主编的《压载
水管理公约履约及检查实务》一经推出，立即
成为国内行业标准，并被多家大型国际航运公
司收录为作业指导。

不仅如此，孙玉杰带领团队，首创集防爆
和测氧功能于一体的海事专用执法记录仪。它
能帮助检查员避免误入船舶封闭舱室，因缺氧
而导致伤亡。

看似普通的检查岗位，坚持做好，就不普通。

与孙玉杰类似的， 还有 1987年出生的姚
祺。他在上海城投水务集团排水监测站担任检
测员。

水，是生命之源。一座城市的水系统关乎
城市的正常运行， 更关乎居民们的生命健康。

实验室里， 姚祺和同事们需要对上海 42家污
水处理厂、300多个排水泵站、 几万个排水户、

每月采样的数千份样本，进行精确检测。

作为“80后”，每天面对大量污水脏水，姚
祺刚开始非常不适应。直到他意识到，这些检
测数据，能真实反映环境的污染程度，保护人
的生命健康，“我开始觉得工作非常有意义”。

年初的疫情，让许多人宅在家里，但污水
检测的工作不能停止。新冠肺炎病毒可能通过
粪口传播，污水处理厂出水样本微生物检测变
得十分重要。而微生物检测其实就是培养病毒
的过程，把病毒数培养到原来的十倍、百倍，再
把它们检测出来。风险之大不言而喻，究竟谁
来做？姚祺第一个报名。

“当时还是有点怕的，但想到可以为疫情
防控起作用，保护我的家人、孩子，保护生活在
上海的千千万万人，就报名了。”他说。

每天，几十种规格的微量注射器，上百个
样本标记， 对检验员的耐心与细心是巨大考
验。姚祺已经习惯了等、看、打印，一项项出报
表。 有时拿个小方桌拖到房间当中放报表，闭
眼休息一下，再出报表，忙碌起来，一整天都这
样度过。

每天使用同一种方法，同一个流程，365天
重复做同一件事。 一些老前辈看着都觉得难
熬，但姚祺平静的身影，彰显出一股毅力。

2019年，姚祺率领团队将目光锁定在雨污
混接的检测上。上海实行雨水、污水分流处理。

但由于历史原因，一些老旧小区仍旧存在雨水、

污水管道混接的情况。此外，住宅阳台的排水管
道属于雨水管网，一旦把洗衣机放在阳台排水，

无形中也会造成雨污混接。

如何判断是否混接了呢？ 原本的方法费时
费力，需用专业施工队挖开整片管道，才能查看
是否出现混接情况。 姚祺的团队在国内首创通
过甜味素安赛蜜等特征因子， 作为生活污水检
测的标志物，填补了技术空白，将检测时间由 7

天缩短至 1天，如果未来这项技术能普遍应用，

将有助于城市水环境治理工作提高效率。

至今， 姚祺带领团队进行的检测工作，每
年可为国家创造经济价值超 2000万元， 并且
他们还主力研发出 100 多项有机污染物检测
方法。

城市的运转， 离不开诸多看似平凡的岗
位。把平凡的工作做到非凡，保障一座超级大
城市的安全有序，是工匠精神直观的体现。

上天入地的守护

浦东国际机场，中国最重要的航空枢纽之
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至今，这座东海之滨的
繁忙空港，成了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防控疫情的
第一线。

宋开宇，东方航空技术有限公司浦东维修
基地波音机队主管，他的任务是给每一架飞机
做降落后的安全检查。

除了常规的 50多个项目以外， 为防控疫
情，宋开宇还特别加强了空调系统的调试。他需
要钻入狭小的货舱，更换空调滤芯。这是一项危
险工作，任何不当处理都有可能使病毒传播。

高达 70摄氏度的机坪上，穿着防护服、全
副武装地在闭塞空间内作业，等完成一轮检查
后，宋开宇的手套可以倒出汗水。稍作休息，他
继续赶往下一个地点。 东航每天有超过 4000

架次的飞机起飞、降落。这是一份与时间赛跑
的工作。

并非每次排查都一帆风顺。有一次，一架

飞机的机组成员反映，升空后驾驶舱几乎没有空
调。别小看空调问题，弄不好氧气面罩可能会在
飞行过程中自动脱落，引起空中恐慌。

浦东机场立即组织人员前前后后检查了各
种部件，都没发现故障源。相当于多方专家会诊，

却没找到病因。飞机停了整整两天，每停飞 1 小
时，就带来数十万元的损失。时间一分一秒地流
逝，最后大家几乎绝望。

宋开宇没有放弃，仔细研究图纸后，怀疑是
一段消音棉老化膨胀阻塞了通路。但是，他的想
法当时并没有得到认同。

拆装这段有消音棉的管路十分困难，需要拆
开大半个货舱的盖板，拧上百个螺丝。在宋开宇
的坚持下，它还是被拆下来。一看，这架老飞机的
管路与同型号的新飞机结构不一样，按新飞机图
纸判断不太可能阻塞的通路，在老飞机这里确实
有可能被堵住。

替换了新的消音棉后， 空调系统终于正常，

飞机再次重返蓝天。他也多了一个外号：宋大拿。

此后， 宋开宇就想建立一个数字化检查系
统，提高效率。通过 3年试验和改进，他带头组建
的空调组件制冷性能检查工具已被正式投入使
用。这个项目填补了维修手册的空白，也提高了
故障判断的准确率，保障航班飞行。

而海底，又是另一个领域。

2020年 9月，长江口，一艘敷缆船即将出发。

船上年轻的工程师沈光肩负着一项重要任务。

嘉兴海上风电厂每小时发电量达 30 万千
瓦，相当于 100 吨煤炭燃烧的电量。但想要利用

这些绿色能源，必须通过海底高压电缆，让它和
陆地上的国家电网相连。

沈光是上海建工基础集团海底管线工程师，

这次要挑战的，正是海底高压电缆任务。最困难
的是， 计划铺设的海底电缆紧邻 3根输油管，最
近距离仅 80米。如何让管线互不干扰，沈光和团
队成员一起反复推敲敷埋方案。

把 3500吨重、34公里长的电缆敷埋在海底，

并不容易。看似简单的盘缆动作，在重量达到上
千吨以后也变得不再简单。电缆很粗，必须借助
涨潮的力量。因此涨潮的几个小时，是短暂的施
工窗口期。

凌晨，杭州湾，第一个涨潮期开始了，所有人
整装待命。但水流太快，对施工人员来说太危险，

沈光仍在等待。直到判断水流适当，沈光立刻下
令放缆。庞然大物被送入海中，需要电动转盘、盘
缆架和船体同步准确运动。

一场突如其来的大雨让夜间工作变得难上
加难，但窗口期必须抓住，工作风雨无阻。直到日
出东方，潮水退去。退潮时，正是检查浮子是否绑
牢的时候。

敷缆船原计划每天敷管 5公里，但在某个特
殊区域，难度加大了。滚滚长江水携泥沙奔流入
海。潜水员先行下水探查，能见度不到 1米，伸手
不见五指，只能凭经验，以及根据对讲机中沈光
的指令前行。

经过 10天的紧张施工，34公里的高压电缆
终于敷设到位。它们还要在海底进行 300千伏、2

小时超负荷运转测试。通过测试后，电缆才能接

入国家电网，为千家万户输入绿色能源。

每天， 当无数人在空中享受旅程的便利，当
一根根管线给城市带去水、电，带去温暖与光明，

其背后还有宋开宇、沈光这样的工程师，冒着风
险默默守护。

仅有坚持是不够的，还要有爱

“曾经在一些文学、影视作品中知道，远洋货
轮条件恶劣，但去了以后才明白，认识还是粗浅
了。”纪录片《上海工匠》摄制组编导陈阳说。

货轮机舱门打开的一瞬间，50摄氏度高温扑
面而来。2分钟后， 摄制组的每个人一脸大汗，不
一会儿，仿佛进了烤箱，胸闷气短，举步维艰。只
有孙玉杰和他的搭档习以为常，在六七层高的机
舱空间里上上下下，健步如飞。

机舱噪音特别大， 贴耳大吼依然听不见。摄
制组每一次与孙玉杰或船员沟通，每拍完一个镜
头，一行人都要先走出来，沟通下一个镜头再回
原位。 拍摄进度比预想得慢很多， 一直到下午 2

点仍没停机，所有人开始体力透支。船长说：“我
把你们的下船时间延后 2小时，让大家有半小时
吃饭时间，行不行？”

当时所有人特别高兴，但直到拍摄完成，船长
送摄制组下船时才透露，晚走 2小时，他和船员们
就要在夜里多加班 2小时，本来晚上 11点可开到
指定海域，现在凌晨 1点他们才能松口气。

另一个让人印象深刻的细节是，姚祺非常年
轻，长得比实际年龄还显小，私下里他与下属们
在一起十分轻松随意，没有领导架子。但所有人
对他的评价都是沉稳坚毅、心思缜密。摄制组一
开始还有点不信，直到开拍。

拍摄计划中，实验相关内容细碎繁多，每一
项都需提前准备好特定设备、实验用具、检测样
品、特定人员等。有多次科研拍摄经验的编导，本
已做好心理准备———拍摄过程难免会出差错。但
姚祺非常认真，提前核对拍摄所需物品和人员，细
致周到地备好一切元素。 正式拍摄时， 一条接一
条，竟然从没有因准备工作不到位而停顿等待。

严谨缜密，不只是对待本职工作，也是深入
骨髓的习惯和性格。

总导演王硕的直观感受是，新一代工匠更多
发自内心地喜爱这份职业，也大多主动选择了所
在岗位。比如姚祺，小时候和父母一起去外滩散
步。有一次路过外白渡桥时，他问：“为什么我从
水里看不到鱼呢？”父母回答说，因为水太脏。

这段不愉快的经历， 一直被他记在心头，埋
下种子。大学选专业时，他毫不犹豫选择了颇为
冷门的环保专业，并在大三细分专业时，明确了
水环境研究方向。

如今， 姚祺喜欢带孩子逛苏州河：“你看，现
在苏州河非常清澈，但是爸爸小时候，这条河是
很黑很臭的。”似乎所有的成就，都比不上亲身感
受水波潋滟的美好。

宋开宇也是如此，从小酷爱飞机。妻子至今
印象深刻的是，两人第一次一起坐飞机旅行，公
司特地安排坐在发动机旁。 其实这是一个很吵
的位置， 就为了让宋开宇对妻子讲解飞机起飞
的过程。

“他说起整个飞机结构，说起他们负责的工
作，讲个不停。”妻子说，“我们 2006年结婚，已经
14年了，他每次还在讲，所以现在我主动把这个
位置让给大宝，让孩子听爸爸的故事。”

一架飞机的几百万个零部件，在他看来是充
满挑战的拼图游戏； 一本本枯燥的维修手册，是
通关秘籍。即便回到家里，宋开宇给孩子讲得最
多的还是飞机模型。对蓝天的向往，从他小时候
一直延续至今。

孙玉杰的情况略有不同。他起初是为了供弟
弟读书，从事艰苦的海上工作。但做了以后，就不
仅出于责任。

陈阳问他：“你业余喜欢做什么？用什么方式
减压？”他答：“写论文。”这个答案把所有人吓一
跳。接着，孙玉杰滔滔不绝讲起一篇篇论文创作
的初衷、困难、克服的过程。

比如他主编《压载水管理公约履约及检查实
务》一书时，请教了许多技术专家，没能得到理想
答案，他又找到造船公司、压载水设备公司，但对
方给出的图都不是从海事检查角度绘制的。最后
孙玉杰决定自己画图，他向同事、儿子请教绘图
软件的用法，边学习边摸索，绘制出几十页插图。

从他绘声绘色的言谈中，陈阳感受到，孙玉
杰真心地享受钻研的过程。

“没有爱，仅有苦苦坚持是不够的。”王硕感
叹。新时代的工匠，可能首先是出于个人职业、人
生、兴趣的选择。但同时，也是肩负的使命感驱
动。他们知道，尽管岗位平凡，但自己肩负的是整
座城市的正常运转，安全有序。有些领域，还关乎
中国在国际上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家形象。

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从这些
工匠身上，得到了生动注解。

今天，为什么工匠精神更显重要
上海市总工会的上海工匠选树活动，

自 2016年启动，计划 10年千人，即使遇到
疫情，也仍然坚持至今。今年的一个有趣变
化是，个人自荐申报创历史新高，从去年的
68人，增长到 284人，同比增长 317%。工匠
精神不仅没有过时， 且更加凸显出其对城
市的价值。如何理解今天的工匠精神呢？

记者：新时代的工匠精神，是否有一些
新的内涵和解读方式？

陈周旺（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
学院政治学系教授）： 上海是中国最早、最
大、最先进的工业化城市之一，在工匠精神
的建设上，一直是塑造者、先行者、引领者。

但是过去，谈起工匠精神，主要还停留
在组织制度和思想作风建设上。 新时代重
提工匠精神，是因为它面临挑战，又被赋予
了新的内涵。 我们可以从几个转型背景来
理解。

第一，产业革命，让生产组织方式和技

术要求发生了根本变化。 今天我们需要工
匠吗？答案是肯定的，但今天的工匠已经不
同于工业革命前的工匠。

第二，产业结构调整，意味着更多新兴
领域、更多工种诞生。工匠可以不再局限于
制造业，同样体现在服务业、第三产业。

第三，市场化，面临市场竞争的考验。

可能过去的工匠，埋头做事即可，但今天，

工匠的产品，需要市场的检验。

记者：与之对应的，上海工匠应该更注
重哪些能力建设？

陈周旺：我认为第一是创新，要不断创
新。因循守旧、按部就班，做得再好都不能
算是新时代的工匠精神。

其次是精细化，需要精益求精。

再者是专业化。专业的人做专业的事，

那就要体现出职业精神、岗位责任、服务意
识。 新时代的工匠不仅坚持完成本职工作
即可，还要表现出专业的一面，发挥其在某

领域的专家作用。

记者：对工匠，人们的理解早已不是一
份职业，而是一个抽象的精神。

陈周旺：工作，不仅仅是为自己安身立
命。我们是城市建设、国家建设的一分子，

不仅为了谋生， 同时也是服务于我们的祖
国、我们的人民、我们的城市———上海工匠
需要具备这样的胸怀和格局。 仅仅安身立
命、忘我工作是不够的。

对上海这座城市来说，在发展层面，城
市经济成长需要工匠精神； 城市的精细化
管理，需要工匠精神；城市文化、城市气质、

城市形象等，这些无形的东西，也需要工匠
精神。

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离不开上海工匠。

再好的创意，再好的设计，没有高超技能、

绝妙工艺，也很难实现。工匠精神永远不会
过时，可以说，它塑造着上海城市的面貌和
精神，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

专家访谈

姚祺正在检测样本。 沈光指挥铺设海底电缆。 均 受访对象供图

孙玉杰仔细检查船只设备。 宋开宇组建的制冷性能检查工具已被正式投入使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