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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天然的能源
化之为心中的能源
Energetic Motivation from “Natural Energy”
这个世界呈螺旋状上升着，时而出现断层和碰撞。庚子鼠年便是
The world spirals upward, and there are faults and collisions from time to time. 2020

如此，以一场席卷全球之疫，影响世界之变局。信息爆炸的时代，我们

is no exception. The COVID-19 spreading across the globe has changed the world

太容易迷失于这些信息碎片的斑斓里，坐实“浩瀚一蜉蝣”的身份，着

once and for all. In this era of information explosion, it is too easy for us to get lost

实可惜了。时间静水深流，不如退回本心，把这个世界看出点端倪。

in the colors of information fragments, and it is indeed a pity that many of us regard
ourselves as only dust in the universe. As time goes by, we might as well look back at
our original dreams and observe the world from a new perspective.
We can always make ourselves happier through helping other people. Our lives are

当今每一个直立行走的个体，都有“授人玫瑰、手有余香”的能
力。所谓四季有时、节气有章，凡人煜煜、昱家昱邦。想起前些时日，
我与西泠印社几位社员前去杭州市燃气集团慰问，有幸参观了他们的

like seasons, following the laws of nature. A few days ago, some members of the

“大师工作室”和“盲眼安装表演”，工作人员娴熟流畅的技艺让人赞

Xilingyin Association and I visited Hangzhou Gas Group, and saw their master studio

叹。问起秘诀，师傅的回复似曾相识：惟熟能尔。

and “blind installation” performance. Their marvelous skills are amazing. When I

技艺之养成，不在朝夕，它形成于无数次的打磨与推敲之间。

asked them what made their performance so wonderful, the performer's response

《诗经》有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切磋和琢磨，靠热爱以养恒心，

sounded familiar: practicing a lot.
Mastering a skill requires years of diligent practice. It was said in the Book of Songs:
Practice makes perfect. Years of practice under passion and perseverance can help
us master skills. Practice makes skills, skills make experts, and then experts become

靠毅力以养巧力，年年岁岁，厚积薄发。所谓熟能生巧，巧而生匠气，
集匠气而成大师。使我想起《诗经》所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然有
匠心独运者渐成大师。看到杭燃人，用高规格的自律管理自身，以天然

masters. This reminds me of "Practice makes perfect" in the Book of Songs again.

之能源化为心灵的能源，便觉得由他们来管气、管火，管理这些与人们

Experts who keep focusing on their profession will become masters. The employees of

生活、安全息息相关的大事，是最好的了。

Hangzhou Gas Group follow strict self-discipline rules, and transform natural energy

写这段小文时，2021年将至。正值杭城降温，冰天冻地里，更感

into energy for their souls. I think they are best suited to manage matters closely

念温暖带来的舒适。窗外车水马龙、人潮嚣嚣，便又生出一些联想。站

related to people's lives and safety, such as natural gas and fuel.
I wrote this essay at the end of 2020. At that time, the temperature in Hangzhou
dropped sharply, and I missed the comfort of warm days. It was very noisy and lively
outside the window, which reminded me of a lot of past experience. When I was

在我出生的岁月里观望，2021年似遥不可及；如今， 疏忽而至。我们
的祖先告别蛮荒，以星星之火燃出人类文明的序章，今时今日世界之模
样，也是他们不可想象的。千百年来，人们为了更好地活着而不懈努

born, 2021 seemed to be a very distant future. Now, 2021 has come suddenly. Our

力，现在如此，将来如何？科技与发展，皆需以人为本，否则便违背其

ancestors bid farewell to the wild and illuminated the preface of civilization with fire.

发展的初衷。

They could definitely never have imagined what a modern world would be like. For

过往已逝、我们正以豪迈的步伐跨入新时代，奔赴新征程。如何

hundreds of years, people have made unremitting efforts to make lives better. What is

给未来的人留下花朵的馨香，每一个活在当下的人，都当努力，“心怀

happening now, and what will happen in the future? Both technology and development
must be people-oriented, otherwise, they will deviate from the original path.
The past is gone, we are stepping into a new era and embarking on a new journey. For

天下、其道大光”，体现出勇立潮头，敢为人先，敢于担当之精神，为
更美好的生活添砖加瓦。

the benefit of future generations, everyone who lives in the present should try to make
the future world a better place, and become a courageous, responsible, and industrious

西泠印社理事、浙江省文史馆研

person.

究员、杭州书法院院长

宋涛

Director of XiLing Seal Engraver's Society
Researcher of Zhejiang Provincial Museum of culture and history
President of Hangzhou Calligraphy Academy
SongTao

CARING WAMER PAGE 10

CARING WAMER PAGE 11

资讯
MESSAGE

CARING WAMER PAGE 12

CARING WAMER PAGE 13

World Premiere Of New Product Of Natural
Gas Leak Detection Artifact

The leakage of natural gas pipelines will not only cause
harm to the environment, but also bring extremely high
costs to manufacturers, which is a major safety hazard.On
November 8th, the Swiss industrial giant ABB Group made
the world premiere of its lates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results at the 3rd China International Import Expo—UAVborne natural gas leak detection solutions.
This drone-borne natural gas leakage detection solution is
mainly used in areas that are difficult to reach by vehicles
and people, such as small forests, parks, and green spaces
within cities, to meet the rapid, accurate, and transparent leakage of urban gas pipeline networks Detection and

Argentine President Announces
Natural Gas Production Development Plan

天然气泄漏检测神器新品全球首发

management requirements. If there are natural gas pipelines underground in these places, and the drone flies at a
low altitude of 40 meters, it can detect whether there is a
natural gas leak in the underground pipeline, and its cov-

天然气输送管道的泄漏不仅会对环境造成危害，还会给

erage is 10 to 15 times that of traditional methods.

On October 15, Argentine President Fernán-

生产商带来极高的成本，是一个重大的安全隐患。11 月8 日，

According to Pan Ying, head of North Asia and China for

dez announced the "Argentine National Nat-

瑞士工业巨头A B B 集团在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上全球

the measurement and analysis business of ABB Group

ural Gas Production and Development Plan

首发了最新研发成果——无人机载天然气泄漏检测解决方案。

(China) Co., Ltd., the drone-borne solution is an innova-

for 2020-2023" in the Ministry of Internal

这项无人机载天然气泄漏检测解决方案，主要运用于车

tion that integrates ABB Group’s professional and leading

Affairs and Ken, and put forward a specific

辆和人员难以到达的区域，例如城市内部的小森林、公园、绿

goal of replacing 18 billion cubic meters of

地等，满足城市燃气管网对快速、精准、数据透明化的泄漏检

natural gas imports. Fernández said that the

sensing technology and digital technology with Beidou
space-tim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Application, the combination of part-per-billion (PPB) leak detection technol-

测和管理需求。如果这些地方地下有天然气管道，无人机在

ogy and ten-centimeter-level positioning technology can

ports, increase the added value of the natural

4 0 米高的低空飞行，就能检测地下管道有没有天然气泄漏，

accurately and quickly detect and locate leaks, and truly

gas industry and jobs, thereby greatly saving

其覆盖范围是传统方式的1 0 到1 5 倍。

become a "sea, land, and air amphibious inspector."

plan aims to reduce Algeria's natural gas im-

foreign exchange and improving government
finances.
In order to implement the above-mentioned

阿根廷总统宣布天然气生产发展规划

Algeria, the Algerian Energy State Secretariat

YeJun, deputy manager of the technical department of

中国负责人潘瑛介绍，无人机载解决方案是A B B 集团专业领

Shanghai Natural Gas Pipeline Co., Ltd., mentioned in an

先的感测技术和数字化技术与北斗时空定位技术相融合的创新

plan and promote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the central and local governments in

据A B B 集团（中国）有限公司测量与分析业务北亚区及

应用，十亿分之一（P P B ）级别泄漏检测技术与十厘米级的
1 0 月1 5 日，阿根廷总统费尔南德斯在内务肯省宣布

interview that such technology is also available in China,
but it usually uses spiral wing fixed-point flight to scan
the riser outside the building to solve the problem of natu-

定位技术相结合，精准快速检测与定位泄漏情况，真正成为

ral gas leakage detection. The hand-held laser leak detec-

“海陆空三栖巡检员”。

tor used by the inspectors is generally 70-80 meters away,

plans to move from the capital to the Kenyan

《2 0 2 0 — 2 0 2 3 年阿根廷国家天然气生产发展规划》，提

Ministry of Internal Affairs where the "Dead

出替代1 8 0 亿立方米天然气进口的具体目标。费尔南德斯表

上海天然气管网有限公司技术部副经理叶峻在采访中提

Cow" oil field is located, and is currently

示，该规划旨在减少阿天然气进口，增加天然气产业附加值

到，这样的技术国内也有，但一般采用螺旋翼定点飞行的方

er.

awaiting final approval from the Congress.

和就业岗位，从而大幅节省外汇、改善政府财政。

式，针对楼房外立管扫描，解决天然气泄漏检测问题。检测员

Regarding the Beidou space-time positioning technology of

使用的手持激光检漏仪一般距离在7 0 —8 0 米，而无人机机载

ABB's unmanned aerial vehicle solution, Ye Jun believes:

In addition, Fernandez also pointed out
that the state-owned oil company YPF is a
benchmark enterprise in the energy sector in
Algeria, but it was heavily indebted during

为了贯彻落实上述规划、推动阿中央和地方协同发
展，阿能源国务秘书处拟从首都迁至“死牛”油田所在地内
务肯省办公，目前正在等待国会的最后批准。

式监测距离则更近。
对于A B B 无人机载方案的北斗时空定位技术，叶峻认

while the drone airborne monitoring distance is even clos-

"This use is still very large. In the past, GPS positioning
deviations were from a few meters to ten meters. The
problem of long-distance pipelines in the field may not be

the previous government. The current gov-

此外，费尔南德斯还指出，国有石油公司Y P F 是阿能

为：“这个用途还是很大的，以往G P S 定位偏差在几米到十

big, but in urban areas it may be It will be wrongly posi-

ernment will take special measures to stim-

源领域的标杆企业，却在上届政府任内负债累累。本届政府

米，在野外长输管线问题可能不大，而在城区可能就会错误定

tioned on the other side of the road, and the impact will

ulate the vitality of the enterprise.

将采取专项措施，激发企业的发展活力。

位到马路另一边，应急抢修时就影响太大了。”

be too great during emergency repai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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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other North-South Natural Gas Allocation
Channel In Central And Eastern China

On October 23, with the smooth welding of the last gold
port of the 000 piles in Shuyang, the Qingning Natural
Gas Pipeline was fully connected, and a major northsouth natural gas deployment channel was added to the
central and eastern regions of my country.
The Qingning Natural Gas Pipeline runs through Shandong, Jiangsu, 2 provinces, 7 cities, and 16 counties,
with a total length of 536.2 kilometers. It starts at the
Shandong Sinopec Qingdao LNG Receiving Station and
ends at the Nanjing Gas Transmission Station of the
National Pipeline Network Group Sichuan Gas Transmission. The design pressure of the pipeline is 10 MPa,
the pipe diameter is 1016 mm, 11 gas transmission stations are set along the line, and the designed annual gas

中国中东部又增一条南北天然气调配通道

transmission volume is 7.2 billion cubic meters. After
the project is completed and put into production, it will
effectively enhance the mutual guarantee and supply of
natural gas resources in the two major economic zones

1 0 月2 3 日，随着沭阳0 0 0 桩最后一道金口顺利焊接完

of the Bohai Rim and the Yangtze River Delta.

成，青宁天然气管道全线贯通，我国中东部地区又增一条南

The project started construction on June 5, 2019. In

北天然气调配大通道。

April 2020, its management power was transferred

青宁天然气管道途经山东、江苏2 省、7 地市、1 6 县

from Sinopec to the National Pipeline Group. During the

区，线路全长5 3 6 . 2 公里，起点为山东中国石化青岛L N G

construction process, the Qingning Natural Gas Pipeline

接收站，终点为国家管网集团川气东送南京输气站。管道设

Project Department quickly integrated into the manage-

计压力为1 0 兆帕，管径为1 0 1 6 毫米，沿线设置输气站场11

ment system of the National Pipeline Network Group
Construction Project Management Branch, realized a

座，设计年输气量7 2 亿立方米。项目建成投产后，将有效

smooth transition, successfully overcome the difficulties

提升环渤海和长三角两大经济区天然气资源互保互供能力。

of tight construction time, heavy construction tasks, and

该工程于2 0 1 9 年6 月5 日开工建设。2 0 2 0 年4 月，其管

high operating requirements, and solved the pipeline in

理权由中国石化移交至国家管网集团。建设过程中，青宁天

the water network area. Many problems such as laying,

然气管道项目部快速融入国家管网集团建设项目管理分公司

welding quality control in wet environment, and large-

管理体系，实现平稳过渡，成功克服了建设时间紧、施工任

scale directional drill crossing construction have created
an eye-catching "Qingning speed" and "Qingning mode".
It took 507 days to complete the project, with nitrogen

务重、作业要求高等困难，解决了水网地区管道敷设、潮湿
环境焊接质量控制、大型定向钻穿越施工等诸多难题，打造

injection conditions, and to achieve the overall goal of

了令人瞩目的“青宁速度”和“青宁模式”。历时5 0 7 天，

"three highs" construction with high quality, high effi-

工程全线贯通，具备注氮条件，实现了高质量、高效率、高

ciency and high return.

回报的“三高”建设总体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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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FS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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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政界

文化界

企业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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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界

市民界

五界联动专栏
VOLUNTEERS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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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

⑤

① 浙江省燃气协会理事长芦俊（右）向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理事长刘贺明赠书

② 市委党刊《杭州》杂志社社长、总编辑林乃炼致辞

③ 浙江省燃气协会理事长、杭州市燃气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芦俊致辞

④ 嘉宾代表袁党林、陆瑞芬、顾晓奋、翁正营、杨星、欧阳青向省部级以上劳模工匠孔胜东、陈腊英、缪文根、徐福平、沈卫国、

竺恩惠献花致敬

⑤ 中国美术家协会会员、国家一级美术师、西泠印社社员田舍郎（右三）向杭州绿色能源体验中心赠送“温度归来”主题组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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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推动绿色能源事业健康发展，促进生态文明建设。

“怀匠心、践匠行、出匠品、做匠人”展开交流探讨，旨在“以文铸魂、以文兴

基于前两次论坛的成功举办，本次论坛将目光聚焦于“匠”一字，内容围绕

匠往未来在杭举办。

州科诺节能工程有限公司、杭州市拍卖行有限公司协办的第三届能源与文化论坛之

州市城乡建设设计院股份有限公司、威能（中国）供热制冷环境技术有限公司、杭

牌促进会、杭州市燃气协会、杭州市地下管道业协会、香港中华煤气有限公司、杭

会、杭州市委党刊《杭州》杂志社、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公司主办，杭州市城市品

2020年10月30日，由中国城市燃气协会、杭州发展研究会指导，浙江省燃气协

⑥
⑦

⑧

⑨
⑩

⑥ 2019 届全国燃气行业技能竞赛第二名获得者且唯一实操满分选手丁荣荣带来调压器“盲装”表演
⑦ 西泠五老、浙江省中医大学教授林乾良（右二），中国辞赋家协会副主席王翼奇（左三），杭州市拍卖行有限公司董事长胡晓春（右一），
杭州市燃气集团党委副书记、总经理朱琴君（左二）共同为绿色艺术会客厅揭牌
⑧ 浙江省文史馆研究员、杭州出版集团副总经理、绿色义工尚佐文点评新书《浙江省城市燃气发展史话》
⑨ 浙江省能源局煤油气处副处长何京扬向中石油天然气销售浙江分公司副总经理张卫东赠书
⑩ 中国城市燃气协会理事长刘贺明（左五）向演讲嘉宾翁正营、贾文胜、蓝蔚青、宋涛、白俊、孙善春、俞柏鸿、周衡翔、Jeroer Sterel、
杨国华、沈卫国、钟奇、丁荣荣颁发感谢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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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晚上8点回家，每天在近40度的高温下拆卸
安装调压器4遍，一遍1个多小时，手上都是水泡

从师到徒，匠心传世

和被设备划出的伤口，第二天照样继续。

从手到心，匠艺无竟
我是钟奇，一名杭燃集团的调压工，一名
浙江省建设工匠。调压是什么？燃气调压设备，
就是燃气管网的“心脏”，让它平稳“跳动”是
调压工人的使命。工匠又是什么？他首先是一群
人，在各行各业里用手做事、用心做人的人；然
后是一种精神，在专业领域追求卓越，永无止境
的精神。对于调压来说，就是扎实的理论、精湛
的技艺以及不惧挑战的心。这些从哪里来？从艰
苦的训练和实战中来。
我毕业于浙江工业大学能源专业，毕业后
加入杭燃集团。2015年，我报名参加浙江省燃气
行业技能竞赛时，还是一个只懂理论不会操作的
新手，幸亏遇到了一个好师傅——沈卫国。因为
同时参赛，师傅既当选手也当教练，带着我从最
基础的工具识别和使用开始练习。早上5点到单

们用详实的数据曲线图让外国专家承认技术问
题，并无条件更新300多台设备，为企业节约费
用900多万元。通过这次博弈，我们用技术得到

在长期的训练中，我不仅从师傅身上学到了

了国外同行的尊重，我们为中国技术工人争了

技术，更从他身上看到了工匠品质和劳模精神。

气。在杭燃，有很多这样的师父和徒弟。有建设

对我而言，学习技术是没有什么捷径的，第一步

“排头兵”浙江省劳动模范竺恩惠、有管网运行

做事先做人，摆正心态，磨练意志；第二步做人

“活地图”杭州市劳动模范沈洪定、有安装“金

好做事，提升技术、发展专业，才能从手到心，

扳手”浙江工匠余号德……师父们手把手地教业

心手合一。燃气调压是什么样的匠艺呢？

务，用好品德、硬作风带领徒弟们健康成长；徒

在正式的调压技能比武中，操作时间是70
分钟，听起来很长，却是一项很难完成的任务，
即便在全国大赛中也少有几个人能在规定时间内

弟们提高技术，传承师父的经验和品质，成长为
我是沈卫国，一个燃气技术工人，一个工
匠，一名师父。

可以独当一面的工匠。
我一直认为：“一名工人最大的成功，并不

完成。但我师傅定下的时间目标是60分钟。这缩

1989年我进入杭州制气厂成为一名维修钳

仅仅是把自己淬炼成为一名金牌工人，而是要通

减的10分钟，凝聚的是无数次的训练，也是精益

工，2004年天然气进入杭州，我开始接触调压工

过言传身教，把技能传承下去，教出一帮徒弟、

求精、超越自我的匠心。正是有了这样的成长环

作，老师傅们言传身教让我迅速成长，至今记忆

带出一支队伍。”

境，杭燃集团的调压工们才能在2019年长三角调

犹新。所以，我也要这样做。2015年，杭燃集团

压技能竞赛中荣获金奖，更在全国燃气调压工技

以我为领衔人创立了“沈卫国调压技能大师工作

能竞赛中取得个人第二、第三的好成绩。有人

室”，通过拜师学艺、传帮带的形式提升青年员

问，一项技术从一窍不通到融会贯通要多久？1

工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工作室每月都会组织

年？10年？30年？不，我想说：是一辈子。因为

1—2次集中学习，研究讨论调压技术及操作规

技术没有顶峰，我们永远是攀登者。

范，并积极与其他燃气同行开展交流。同时，由

师傅曾经说过，不犯一个错误，比做一百件

我梳理归纳出的一套“沈卫国调压操作法”也被

正确的事更重要——这是干我们这行最朴素的真

拍摄成视频材料，让我多年的燃气调压经验与技

理。因为拥有这样的实力和信念，杭燃集团39名

术可以与大家分享交流。

调压工才能为杭城近500万居民用户和近万家工

通过5年的教学，工作室人才辈出。刚才的

业公建用户提供安全、绿色、清洁、高效的杭燃

演讲人钟奇、表演人丁荣荣，先后荣获“浙江

服务。调压拆装并不是调压工工作的全部，我们

省建设工匠”“浙江省青年岗位能手”等荣誉称

还要不断地在学习实践中磨练自己，以工匠精神

号，工作室也先后被认定为“浙江省技能大师工

铸造自我、锤炼匠艺。

作室”“杭州市级高技能人才（劳模）示范性创

为匠者，一技傍身，一技一生。

新工作室”。工作室及其成员先后获得全国、

为匠者，躬身前行，不忘初心。

省、市级荣誉32项，获公司级以上荣誉超过60

为匠者，不囿于自己，不止于当下。

沈卫国

项。而我本人则先后获得全国住房城乡建设系统

钟奇
杭州天然气有限公司管网输配
分公司管网运行科副指导员

劳动模范、浙江工匠、杭州市首席技师等荣誉称
号。但，我始终只是一个做工的匠人。

各业里用手做事、用心做
人的人；是一种精神，在
专业领域追求卓越，永无

分公司调压班班长

在这些荣誉之外，我们通过技术上的创新，
服务企业、回报社会。2010年，我们发现国外某
品牌的设备在用气高峰时有压降过大的问题，但

“工匠是一群人，在各行

杭州天然气有限公司管网输配

对方厂家否认。接下来的5年里，经过工作室全
体成员无数次的努力，终于解决了这一问题。我

“一名工人最大的成功，
并不仅仅是把自己淬炼成
为一名金牌工人，而是要
通过言传身教，把技能传
承下去，教出一帮徒弟、
带出一支队伍。”

止境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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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人到众，匠星闪闪

组织导师带徒拜师仪式、劳模工匠座谈、优秀导

动）、TQM（全面品质管理）、环保（绿色低

师评选、工匠荣誉称号授予、一师一法的编制和

碳、转废为宝）。

推广实施等一系列活动，自上而下营造了“尊重

天然气行业多年的发展，是借助于天然气

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

行业改革和天然气时代的市场机遇。城市燃气企

氛围，提升了导师的获得感和职业自豪感，让尊

业大力拓展市场，开疆拓土，发掘天然气新的应

师重道在全公司上下蔚然成风。形成了一个让老

用，为城市燃气的应用发展做出了努力和贡献。

员工发挥余热，技艺得到传承；中年员工岗位立

几年前，港华集团为了解决企业发展的一些痛

功，成为中坚力量；青年员工苦学本领，夯实后
备基础——这样一个“老、中、青”三代结构合
我是杨国华，现任杭燃匠心学院副院长兼总
教习，一名杭燃匠心的见证者。钟奇、丁荣荣、
沈卫国都是杭燃工匠的典型代表。杭燃工匠之所
以能够一个接一个地涌现，是因为杭燃集团从很
早就开始重视并谋划培育杭燃工匠，弘扬工匠精
神。
杭燃集团把技术工人职业化打造和工匠队
伍培育传承纳入企业发展战略，构建以“导师带
徒”为主载体、“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为分载
体、“工匠联盟”为自治载体的战略体系。集团
成立活动领导小组，下设活动办公室，每年通过

港华集团高级副总裁、苏浙区

往未来的主题十分吻合。真正接触用户、服务用

为功，集团出台了一系列战术性措施，提供各方

域总经理

户的是一线基层员工，“能工巧匠”计划实施的

面的保障。
有规划制定，将导师带徒、大师工作室创建
纳入集团党建、人力资源管理年度要点，对导师

“树大国工匠，立品牌强国。”

们对业务的钻研热情，把每一次重复的工作当作
一种创作，把每一次跟用户接触和服务的机会，
当作为用户创造价值、提升自己和企业的一个机

队伍建设等做出具体安排等。

会。

有机制制度，出台《操作职系职业技能等

水电气这个行业，看上去工作简单，把管道

级聘任》《劳动模范激励政策》《杭燃人才激励

接通就行。实际上，从安全隐患、美观大方等方

“新八条”》，实施杭燃工匠荣誉津贴、技师职

面来说，还有很多可以改进的地方。这些管道要

业技能教育及执业资格取证奖励等。
有载体创新，设立“926”工匠传道日，成

“能工巧匠”
企业文化分享

伴随用户至少6到10年，用户每天都要看到，每
天都要跟它打交道。管道不好看、不美观，再加
上内应力等一些因素，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容易
造成安全隐患。因此，现场工作的人员有没有用

有培养培训，创办“匠心学院”，联合浙江

心，有没有把每一次的安装看作一次自己创作或

大学、浙江工业大学、浙江财经大学等名校推进

者需要投入感情和认真钻研的机会就成为关键。

联合办学，打造职业技能培养的“黄埔军校”。

几年前，港华集团做了部分一线员工进入岗位的

有大师工作室创建，聚焦精工行动、开辟

通过杭州天然气合资项目，香港中华煤气

心态分析，发现他们认为自己只是一个工人，缺

有限公司与杭燃集团有10多年的合作与互动，双

乏自信和自豪感。国外一线燃气技术人员的专业

通过多年的努力，杭燃的工匠和导师徒弟的

方有着非常契合的企业文化和理念，包括对自身

地位、受尊重程度、自我形象认知比中国要高，

人数翻了3倍，6名杭燃职业导师累计带教694名

的认知和发展规划的定位。香港中华煤气创建于

也有发展空间和成长空间。所以，改变和改善一

徒弟，带徒岗位工种从最初的11个增至现在的31

1862年，是香港唯一一家城市燃气企业。1994年

线员工的工作状态和心理状态，甚至于改变他们

个；大师工作室从无到有，现在有13个不同专业

以后，以“港华燃气”为品牌在内地投资城市燃

的学习状况，非常重要。在这种情况下建立“能

的技能大师工作室，其中省级大师工作室1家，

气项目。港华集团的企业愿景是以创新和环保为

工巧匠”企业文化，是希望立足于改变和提升员

市级大师工作室2家，区级大师工作室1家；集团

本，致力发展成为亚洲地区清洁能源供应及优质

工的美观意识、工作姿态、工作态度，通过培训

有34人次获得国家级、省部级、市级各类荣誉近

服务之领先企业；企业使命是改善环境，为客

和学习，达到自我修养、自我提升的目的，从而

百项。

户提供专业、高效、安全、清洁的能源；核心

不断地提升他们的职业成就感和自豪感。

“导师带徒”云课堂等。

“杭燃工匠之所以能够一

在今天整个城市燃气行业快速发展的背景

价值观是问责精神、追求创意、领导才能、坦

具体而言，“能工巧匠”包含几个方面的

个接一个地涌现，是因为

下，对匠心品牌的打造，必将为杭燃乃至整个浙

诚沟通、称扬成就、尊重与正直、持续学习、

标准：技能高超、工艺细致、精巧缜密、匠心独

江省的燃气人才建设及发展带来更为正面和积极

团队精神、企业家精神。港华集团的企业文化体

运。香港中华煤气的文化包括优质服务计划、创

的价值。让匠星闪耀杭城！

系包括：G（企业增长）=I（创新力）×I（执

新文化、能工巧匠活动、追求卓越、精益求精，

行力）、BPR（流程改造）、SQS（基层创新活

这些与鲁班工匠精神不谋而合。在培训能工巧匠

杭燃集团从很早就开始重
视并谋划培育杭燃工匠，
弘扬工匠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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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是为了提升基层员工的工作自豪感，激发他

带徒扩面提质、大师工作室创建升级、劳模工匠

互帮互学活动等。

杭燃匠心学院副院长兼总教习

推出了“能工巧匠”计划，这与本届论坛“匠”

理的人才梯队。当然，匠心品牌的打造需要久久

立了“匠心工作室联盟”，每月开展形式多样的

杨国华

点，进一步从基层工作人员身上挖掘发展空间，

周衡翔

为匠者，为城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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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项工作，也代表对工具的创新和使用。通
过“能工巧匠”活动，激发了整个企业的学习氛
围，使得企业在发展过程当中能够不断地创造新
的产品，并应用到工作实践当中。
港华集团内部有一个宣传口号——匠心琢
磨，树大国工匠，立品牌强国，就是把企业的文
化和社会的文化，企业的发展和祖国的发展结合

工匠精神的时代内涵

起来。我相信每个企业多做一点自己的事，把事

翁正营

情做好，整个社会、整个国家一定会不断强大。
在强大的过程当中，有更多的员工能够感受到这
份事业带来的成就感、自豪感，以及对自己人生
的一种自信。

杭州市总工会二级巡视员、

杭州市总工会有一个劳模工匠协会，专门研

杭州市劳模工匠协会副会长

究工匠精神。杭燃集团对工匠的培育、工匠精神
的弘扬、工匠文化的积累做得很深刻、很全面。

的过程中，也有一些具体的维度和方向：一方

杭燃集团对工匠精神的理解，将工匠精神付诸于

面，要做到眼光独到、力争完美，要有创意。小

实践，走在了企业的前面。

到一个工具，大到一个布局，都有很多创新的空

“926工匠日”的由来。9月26日是杭州工

间。另一方面，要善用工具，追求美感。通过自

匠日，是全世界唯一一个工匠日。之所以定在9

己的思考，做出自己满意、自豪的工艺产品。

月26日这天，是因为1937年9月26日是茅以升设

“杭燃集团对工匠精神的
理 解， 将 工 匠 精 神 付 诸 于
实践，走在了企业的前面，
希望再与时俱进。”

香港中华煤气从2015年开始导入“能工巧

计建设的钱塘江大桥的启用之日。当时这座桥是

匠”计划，2016年举办第一届“能工巧匠”比赛

中国最先进的公路铁路两用桥，此外，设计使用

活动，2018年举行第二届。通过两届的能工巧匠

年限只有50年的钱塘江大桥，至今却已运行了83

系列活动，有很多进步，总结出了六大安装工艺

年。2019年，茅以升女儿茅玉麟来杭参加了《工

美观标准：四平八稳、量材而用、整齐清洁、化

匠精神》节目，她通过父亲的事迹来宣传弘扬工

繁为简、有条不紊、浑然天成。按照这样的方向

匠精神。节目期间，她建议杭州市政府把大桥保

和理念，港华集团也推出了一系列的活动：2015

护起来，不要再使用了，因为大桥已经超期服役

年导入“能工巧匠”理念；2016年港华集团全面

33年了。现在大桥桥梁的维护是上海铁路局公路

界大赛、国家大赛、省大赛的前三名；条件二，

启动以“能工巧匠”比赛活动为主线的培训和选

段负责，潜水员每年两次潜到水里查看水下桥墩

需是评上国家级的工艺美术大师，杭州总共才7

拔活动；2017年进行“能工巧匠”的图册宣传以

状况,但是这么多年桥墩都没有出现内部氧化等

个；条件三，需是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2019

及优秀案例分享，成立“能工巧匠”工作室，一

问题。钱塘江大桥用的钢材是当时比较先进的英

年，杭州工匠的评选拓展到了文化战线，其工作

线员工不再被动地承认自己是工人，而是可以

国克虏伯钢材，用的水泥是美国的水泥，这些钢

者也可以推荐工匠。文化战线去年推荐了6个工

很自豪地说我是一名港华燃气匠人；2018年举办

材水泥质量之好，也体现了工匠精神。

匠，最终获得文化界工匠的是崔巍——杭州歌舞

第二届“能工巧匠”活动，内地同事和香港同事

2019年2月，杭州市人大开两会，建德、余杭

剧院院长、2008年奥运会副导演。杭州工匠非常

同台竞技。这一系列举措对激发基层员工积极性

的代表团提出杭州应该设立工匠日。市委非常重

难评，杭州工匠的荣誉非常高，是市政府给予的

起到了非常好的提升作用。港华集团对“能工巧

视，周江勇书记极力点赞。2019年4月3号，经杭州

荣誉。市政府认定杭州工匠，同时授予“杭州市

匠”的一系列宣传、顶层的重视，制度的配套以

市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

五一劳动奖章”。2020年，杭州全国首发“匠

及一系列活动有条不紊地推动，保证了这项活动

议审议决定，把每年的9月26号确立为工匠日。

心卡”，工匠们凭该卡可免费游公园、坐公交地

的长期坚持。“能工巧匠”作为港华集团着力推

评选杭州工匠难度非常大。杭燃集团有两

广的一个文化品牌、文化符号，也不断加强各方

个工匠，浙江工匠沈卫国、杭州工匠余号德。沈

面的交流。港华集团的工程学院与杭燃“匠心学

卫国是调压阀技能方面的领军人物，余号德是管

杭州工匠的评选跟全国、跟浙江省不一样。

院”基于双方背后一致的文化价值观和目标，建

道维修方面的领军人物。杭州工匠很难评，为什

2019年的全国工匠是全国总工会和中央电视台推

立了沟通交流的机制。“能工巧匠”计划不仅仅

么难评？主要有3个硬杠条件：条件一，需是世

出的大国工匠，以制造业为主加上传统工艺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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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停车等。拥有这张匠心卡，对工匠而言是一
种自豪，是工匠精神的自豪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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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学徒制
与大国未来

贾文胜
嘉兴学院党委副书记

“成为大国工匠，必须解
决好三个问题，即人与自
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
系、人与自我的关系。”

术，一共评选了10个人。全国的工匠评选主要在

“现代学徒制与大国未来”这个话题意义深

手工制造业，杭州工匠的评选今年是第四届，第

远。十九届五中全会刚刚落幕，有两个词非常关

一届、第二届以制造业、服务业、传统工艺为

键：一是创新，这是核心地位；二是发达的实体

主。从第三届开始，老师、文化工作者、卫生工

经济。在现代产业体系里，第一次提出了要把未

作者、社会管理人员，包括检察院的检察员都可

来经济发展的重心落实到实体经济上，要着力构

以后一个月内，生产方会把零部件安装好后调试

以评工匠，评的是精益求精的精神，不是单纯的

建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网络强国、数字中国。

投运。中国收到吹塑机之后，想立刻投入生产，

手工。如果在传统意义上评工匠的话，范围会越

把“制造强国”放在了第一位，这比以前的《中

根据说明书自行安装好机器。开动机器后，本来

来越小。所以，杭州工匠是各行各业精益求精的

国制造2025》还要往前进了一步，向世界发出了

五米多长的吹塑机又摆出去了一米，不敢再次使

领军人物。

宣告。

用。过了一个月，意大利的工程师上门安装，

工匠精神和劳模精神的区别。2019年，杭

“没有大国工匠，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大国

说：“中国人厉害，看说明书，用一个扳手就能

州电视台有一台圆桌会，讲述劳模精神、工匠精

制造。”这是改革开放后一个关于制造业的故

把吹塑机安装出来。”而意大利工程师则带了3

神。杭州市工会一直在评劳模、评工匠，怎么

事，上海大众公司在生产桑塔纳轿车时，把德国

个工具箱，每一颗螺丝、螺帽都有固定的一个安

区别两者？我认为工匠精神就是8个字：持之以

的大众线带到了中国，但是组装的第一台桑塔纳

装工具。

恒，精益求精。新时代的劳模精神，我认为是爱

轿车，上了检测线后却不达标。德国工作人员包

“先进技术的实现与超越，有赖于大国工

岗敬业、无私奉献。像全国劳模孔胜东是杭州典

机飞到中国，组装好一台桑塔纳轿车，并上检测

匠。”在创新方面，中国有两个企业很厉害，一

型的劳模先进，坚持30年免费修自行车，无私奉

线，结果是合格的。为什么？因为德国制造安装

个是民营企业华为，另一个是国企京东方。电视

献，爱岗敬业，车也开得非常好。简单论述，工

中具有“工匠精神”，比如每一颗螺丝和螺帽的

机为什么便宜了？因为京东方解决了“缺屏”的

第二，让工匠精神进校园。2020年9月1日开学

组装，尽管是一个标准件，但德国工人不会直接

问题，目前全世界40%以上的屏（包括华为、苹

如何推进工匠日？杭州首创了全世界第一

日，杭州把工匠故事、工匠精神送进校园，上好

装上去拧到底，他们会找一个最适合的螺丝和螺

果、三星等）都来自于京东方。京东方执行副总

个工匠日，那该怎样推进工匠日？目前推出了两

开学第一课，边讲边演示，受到学生的欢迎，中

帽，把杂质擦干净，进四圈退三圈，这样操作之

裁讲了一个故事：“2003年我们的屏很糟糕，计

项措施：第一，建立了全世界首创的工匠公园

央电视台《朝闻天下》进行报道，认为这项举

后每一个螺丝才真正符合标准。一辆汽车有多少

划引进韩国三星的屏。但合作过程中，韩方只给

“城西休闲公园”，计划2021年9月26号对外开

措是正确的。学校推思政课，工匠精神是很好

颗螺丝，但凡一个螺丝出点差错，那么这辆车就

引进生产线，却不提供技术与人员。怎么办？我

园，占地300亩，把世界工匠、中国工匠、全国

的一项思政课内容。同时，杭州还把工匠的培育

不会合格。“好的设备，没有工匠精神，也会成

们就派师傅跑去韩国学了两年技术，再回到北京

劳模、杭州劳模、杭州工匠全部都集中到这个地

计划——每年评30个杭州工匠，用10年时间评

为一堆废物。”中国驻希腊大使曾来访杭职院，

亦庄开始做屏幕。2003年，一模一样的生产线，

方。全世界产生了很多工匠，但没有一个宣传平

选出300名杭州市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纳入到

讲了一个亲身经历的故事。20世纪80年代初，中

我们第一次生产出只有60个看不见隐形点的液晶

台，杭州考虑到了这方面并且建立了工匠公园。

“十四五”规划中。

国从意大利引进了一台吹塑机，按照流程，货到

显示屏（电视机中允许的额度是10个以内），虽

匠是又专又红，劳模是又红又专。

CARING WAMER PAGE 30

CARING WAMER PAGE 31

涯指导中心就像中国社区服务中心一样，一个孩

织20个校长去瑞士，遇到一个瑞士少女给一匹马

子未来适合干什么，任何阶段都可以去请教专

的马蹄钉马掌，她开来一辆汽车，所有的工具一

家，“人职匹配”概念就是从这里来的。以色列

应俱全，她说：“一个星期我只要钉两次马掌，

是一个在沙漠上的国家，但在纳斯达克上市的创

我很希望跟马在一起工作，给它修脚，我的生活

新公司，在全世界排名第二，这里面绝对不是偶

就很开心，每天晚上可以泡吧。”这就是一种价

然而是必然。有个以色列的小女孩介绍她的作品

值观。所以，没有内心的认知是不可能真正成为

时说：“老师从小就教育我们要去研究自己喜欢

一流工匠的。

的问题，去研究让我们能够不断创新的问题。”

三条建议：第一，要将生涯教育纳入基础

然当时韩国的液晶显示屏只有6个点隐形点。”

晚上睡觉会把被子蹬掉，所以就想办法把被子用

教育的范畴。让孩子们从小就开始建立他的职业

这就是工匠精神，需要工人不断去琢磨，最后把

扣子扣到床边，这就是以色列一个小孩的创新思

性向的研究，一个孩子适合干什么，一定是有他

隐形点从60降到30个、20个、10个，直至最后6

维。第二，重视国家现代学徒制的顶层设计。学

的基因。兴趣爱好、身心健康、道德品质、学习

个，甚至超越韩国的技术。随着制造业的发展，

徒制不仅是中国在提，德国、瑞士、美国、英

习惯、学习成绩这5个维度里面，兴趣爱好一定

尤其是制造强国、质量强国的崛起，对工匠的重

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的“学徒制”顶层设计都

要作为一个重要的生涯教育的概念纳入到基础教

视有着很重要的意义。

比较好。但凡崛起的国家，在这个领域都非常重

育中。2014年，我在杭职院开发了60门职业体验

“学历不高，爱琢磨爱创新，从‘不入流’

视。这里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大国工匠的核心

课，让杭州市的中小学生可以让父母带着来学校

到一流。”2020年，杭州评出了30名“杭州工

素养，源自“人职匹配”。一个人能不能成为大

体验，学生们在体验中的兴趣偏好就是一种基因

匠”。其中一位是杭州职业技术学院特种设备学

国工匠，就看他在这个社会当中能否解决三个问

的外在表现。第二，要将人职匹配纳入家庭教育

院专业实训老师孟伟，他虽然学历不高，但为人

题，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

体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教育的定义有四类，

喜欢琢磨。他原来的职业是在民营企业从事技术

自我的关系。但凡一个有成就的人，一定能够解

家庭教育、学校教育、宗教教育和社会教育。四

创新，到杭职院后当了一名普通的实训指导教

决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还能很好地解

类教育里面，现在太多地关注学校教育，实际

师，成为专业负责人，用工匠精神来引领专业的

决与自我的关系。只有把自我的关系解决好了，

上学校教育对人的成长和成功的关键影响因子

建设，职业教育需要这样的人。“改行择业，从

人才能真正具有“匠心”，这个人的灵魂才能是

只有10%，家庭教育占到30%，但现在家庭教育

被动走向主动。”另一位被评为杭州工匠的杨

飘逸的。职业认知就是解决人与自然的关系，一

的30%变成了学校教育的有益补充，这是舍本逐

洋，毕业于传媒学院，曾是县电视台新闻主播。

个人成为大国工匠，首先他对这份职业是发自内

末。家庭教育的重点是人职匹配。一个人的成长

主持功力不俗的她，觉得比起做新闻主播，对传

心的热爱，能把他的兴趣爱好跟他的职业做一个

研究。一个人适合做什么，是可以用基因，用美

就是几个阶段，即职业启蒙、职业体验、职业规

统茶艺的兴趣更为浓厚。主持不是她内心真正的

有机结合。如果两者是背离的，他不可能成为大

国霍兰德职业能力倾向测试标准等很多因素去确

划、职业教育、职后培训，人的一生就在这5个

追求和灵魂发展的方向。于是，她从主持行业改

国工匠。职业习惯要能解决人与社会的关系，社

定。每个人都有他的特点，这里面就有基因的因

环节中进行。家庭教育里怎样做好职业启蒙、职

行到了茶艺行业，现在已是全国技术能手、全国

会经过几百年几千年甚至上万年的发展，形成了

素。第二个关键就是现代学徒制的建构在于国家

业体验，和孩子一起来共同实现职业规划，这

金奖茶艺师、杭州市首席技师、杭州市五一劳动

一种人类应该遵守的社会规则，对社会规则的坚

的顶层设计。现代学徒制是为了应对整个社会的

是让中国能有更多大国工匠的一个重要因素。第

奖章获得者，这些荣誉都是改行后10年内获得

守，就是创新的一个基础。遵守纪律、坚持标

发展，劳动力的更迭形成的。现代学徒制最好的

三，要重视顶层设计，强化系统的建构。2020年

的。

准、追求卓越，都是一种社会规则的体现。解决

是德国的“双元制”，但是并不是只是德国在

8月14日，浙江省委、省政府发布了《浙江省人

世界风云变化，中国一定会崛起。在不同

了与自然的关系、与社会的关系，大国工匠真正

做，大国崛起的秘密武器就是现代学徒制。事实

民政府关于印发浙江省实施制造业产业基础再造

时代，不同国家，在近现代发展史上，大国崛起

崛起的背后就是第三个维度，能够形成一种职业

上，所有的国家都在做，美国在1937年就已经出

和产业链提升工程行动方案（2020—2025年）的

背后隐藏着什么秘密？在全球品牌价值的排行榜

反思。就是能主动思考怎么进一步提升自己，没

台了国家学徒制相关法律，现在还在不断推进。

通知》，这个文件是第一次系统性地跳出了教育

里，位列全球前100的品牌中，中国只有一个华

有人去迫使，像很多艺术家一样，精益求精，这

这是一个全人类进入到现代社会以后共同的一个

口子来谈教育问题，由省委、省政府亲自牵头，

为，而且已从68掉到74。从品牌来讲，品牌背后

是发自内心的，是灵魂的一种召唤。从这个意义

话题，所以顶层设计非常重要。由此得出两个结

开展“匠苗”成长行动、“匠才”成长行动等，

是质量是标准是价值。同样，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上讲，“大国工匠”可以总结为“四个善于”：

论：一是没有一流的工匠就不可能有一流的品牌

非常好。国家层面的顶层设计很重要，大国崛起

织对创新竞争力的排名中，全球排前10的国家有

善于总结找规律、善于发现找问题、善于创新找

和制造；二是没有内心的认知，就不可能成为真

势在必然。但全世界中但凡大国崛起，大国工匠

50%以上来自于北欧。为什么北欧国家的创新精

方法、善于执着找成功。要具备这样的核心素

正的一流工匠。我曾经调查过，在英国清运工人

必然是先行一步。

神会比较强？第一，重视生涯教育和创新教育。

质，关键是源自“人职匹配”。在中国，我第一

待遇不低，甚至祖辈也是清运工人，才有资格去

国外的职业指导中心非常厉害。在北欧，职业生

个提出来“人职匹配”。10年前，我开始做这个

当清运工人，这就是一种职业优势。教育部曾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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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威能，百年匠心

威能创始人最早是一个工匠，开铜铺，制作铜

企业的成长基石不仅是有好的产品，还要有好的设

2018年开始，威能已经连续举办了三届全国安装技

计、好的服务、好的系统解决方案。威能成立于1874

能大赛，有1500多名代理商报名参加，比拼安装工

年，历史悠久，但拥有非常年轻向上的动力和追求，

艺和安装水平。

一直关心着整个社会能源的转化情况——用电还是

“以改善生态环境为己任，让每个家庭更舒

用气？还是用其他清洁能源？关心自己的员工，关心

适，让世界更美好”是威能的企业愿景，这个愿景

整个集团对社会的贡献。归根结底，威能要给用户

背后有很多其他因素，最主要的因素是每个员工的

提供一个最终的整体的系统解决方案，比如HVAC

理解和执行、态度和激情以及内在的驱动力，能够

（采暖、新风、生活热水、制冷、服务）解决方案。

朝着目标不断的往前走，能够将燃气设备应用到更

威能是一个比较强的品牌，而品牌的背后不仅是强

多的地方去。威能有一个关于环保的新愿景，设定

大的产品，更主要的是有强大的工匠、强大的服务

了一个新目标：2030年，整个威能集团的二氧化碳

团队、强大的员工，一起铸就了这个品牌。此外，威

排放量减少50%。这个目标主要针对全球各地的生

能在设计、质量等方面也获得了很多荣誉。

产基地和车辆使用产生的二氧化碳。此外，威能将

白俊
北京燃气集团研究院副院长、
原国家发改委国际合作中心
国际能源研究所执行所长

壶、铜器，后来成为师傅，带了很多徒弟。140多年

20世纪80年代，威能和香港中华煤气合作，通

通过今年开始的植树造林项目来抵消剩余50%的

前，德国开始出现“师徒制”和“匠人精神”。1894

过香港中华煤气，威能在上海、北京销售了60多万

二氧化碳排放量，这是威能集团的一个战略方向，

年，威能创始人“敲”出第一台燃气热水器，接着

台燃气热水器。1995年，威能正式进入中国大陆市

朝着更环保、更智能化的方向发展。具体可以分为

是壁挂炉和采暖产品。1967年，威能把采暖和热

场；2007年，威能无锡工厂正式启动；2018年，建立

以下五个方向：一是要成为欧洲燃气类解决方案的

创新、共享。中国工匠精

水结合到了一起，发明了采暖与生活热水两用设

了威能无锡访客中心；2019年，威能的分支机构扩

首席提供商；二是保持欧洲热泵市场的领先地位；

神的培养、企业的发展，

备。威能近20年的发展有新锅炉、新风领域、新研

张到34家，取得“燃气壁挂炉十大品牌”“‘中国低

三是巩固在中国壁挂炉市场的领先地位；四是成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发中心等。1995年，威能推出首台使用冷凝环保技

碳榜样’称号”“‘冷暖智造’最高奖金智奖”等一

为数字服务和商业模式的主要提供商，打造智能

术的供暖设备；2003年，威能集团进入新风领域，

系列荣誉。威能中国的售后服务部门、研发部门和

数字解决方案，让设备之间、设备和服务人员之间

推出新产品；2015年，威能集团获“德国可持续

质量控制部门有一个月度例会。德国方每月会统计

可以远程对话。五是形成以未来为导向、以结果为

发展奖”；2018年，全新研发中心落成。威能坚持

在中国范围内，前十大燃气设备故障、前十大容易

动力的企业文化。

损耗的零部件，分析原因，检查数据是否异常。如

杭燃集团一线员工的蓬勃朝气给我留下深刻

果有异常，根据会议纪要做行动表，找出需要整改

的印象，威能集团在这方面也很重视，希望我们的

的地方，着手研发。两三个月后，德国方会发通知，

员工也能够更加强大。

“工匠精神包括自豪感、
敬业、精益求精、专注、

工匠精神之国际比较

某年某月某日开始的某一批次产品使用了一个新

工匠精神代表着品质、责任、信任、服务，是很

的零部件，威能会在市场上监测这一批产品的使用

执着很长期的追求。在中国，
“匠”从传统意义上讲，

情况。德国方根据这批产品的服务数据，进行大规

和“官”“学”相比，在操作层面、社会评价、社会地

模推广使用。十几年来，威能在市面上卖的纯进口

位等方面，都有局限性。
“匠”往往和手工、工艺结合

炉子，外观改了无数次，产品的内部零配件也在一

在一起，需要去操作，不能规模化、程序化。实际上，

直做改进，但还是原来的产品，名字都没改。

“匠”不能局限在这些传统的概念中，更多的应该

威能的售后服务业务一般，原因是现在每个

是代表着一种行为的精神。这些精神包括：一是要

月都在优化产品质量，优化到最 后，产品的故障

有自豪感。做事情哪怕是很细小的事情，可能在这个

率非常低。可以看出，德国人做事情有韧劲，这是

行业里面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事情，但是对于自己来

工匠精神的一种体现。威能与德国手工业技能发

说一定是引以为豪的一件事情，要有这样的精神。二

展中心在南京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开办了“威能工

要敬业。敬业是一种职业精神，做任何事情都需要

坊”，投入非常大，每年会选出来自代理商和房产

职业精神，要认真尽责。三是要精益求精。要用不断

开发商的20多名优秀安装工人，进行四五个月的封

进取的态度去对待任何事情。四是要专注。要心无

大的工匠、强大的服务团

闭式培训，请有工匠师傅认证的德国老师进行授

旁骛，不能受外界干扰、迷失方向。五是要创新。作

队、强大的员工。”

课。到目前为止，培训了4年，公司内已有80多个已

为一个工匠，要有创新意识，就像很多传统的百年产

经毕业的、拥有德国认证的“匠人”称号的技师。

品，看似没有大的变化，实际上它在不断创新和改

Jeroen Sterel
德国威能集团亚太区集团总监

“品牌的背后不仅是强大
的产品，更主要的是有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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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合一”的意思是说没有分开，无分别、

奉献和牺牲就是一个人通达这个“道”的基

无别离，用简单的生活语言来讲，两个人很好相

础。如果一个人只想着自己，就不可能有奉献、不可

处，左膀右臂、阴阳交泰，或者夫唱妇随，非常

能有牺牲、不可能有真正的创新。意识不到自己的

顺遂，非常美满。

“小”，就不可能接受别人的“大”。认识不到“人

进。六是要共享。工匠精神要在一个团体中传承，长

“道”是什么？“道”就是路，路有很多

道”的局限，就不可能认识“天道”的恢宏。奉献，

期持续下去，一定是要有共同感，有集体的荣誉感，

种。“360行，行行出状元”，这“360行”就是

就是把自己的给别人；牺牲，就是为伟大的东西献出

通过组织的发展，自己成长、团队成长，对社会作出

人间的360条路，但是任何的“360行”只能出一

自己的东西甚至生命。青年劳模在台上演讲，青年工

个“状元”。所以，“道技合一”是一个漫长的

匠盲拆调压器，这是活生生的哲学。庄子的《庖丁解

修炼和学习的过程，这是庄子《庖丁解牛》语境

牛》中已经达到眼里面已经看不到牛，“以神遇而不

里面“道”和“技”的关系。中国古代经典里面

以目视，批大郤，导大窾，恢恢乎游刃于其间”，留

有八个字讲的非常深邃，叫“道心惟微，人心惟

下了美好的故事。蒙眼拆装调压器，不用眼睛看，这

危”。匠心与“道”“技”联系在一起，人用

是一个非常高的境界，这是反反复复的训练，长年累

“惟危的人心”来实时体察“惟微的道心”。用

月的积累，以及愿意为某个东西奉献自己，才可能到

庄子的话来讲，“技通乎天”就变成“道”，这

达的一个阶段一种境界。这样的工作者、劳动者，简

个需要切实的功夫，真实的学习。要在学习中间

直可谓活生生的“大匠”。

奉献。工匠精神应该包含这六方面，这六方面不是局

孙善春

限在某个行业，但代表了一种共同行为。所以，无论
是一线工作者，还是管理者，任何行业的人都应该具
有这样的意识。追求卓越这个问题，有的时候会产生

中国美术学院教授、浙江大学
哲学博士

一些比较极端的案例。比如，形式主义也会追求卓
越。会场摆杯子和纸笔，用尺子去量，拿线去比，这

工匠的本质在于匠心，匠

也是精致，也是一种追求。这样的追求，是不是值得

心可以做到“道技合一”，

追求？这种精神要不要弘扬？有一些管理部门管理
城市的菜摊，商家摆放的菜是否整齐，需要用尺子量

并落实在日常的奉献，实
践的生活当中。

解决问题，干中带练，稳步向前。

“匠心”的本质，在于能够有更高更大的追求，

一量。生活中有很多这种极致的追求，是不是一种精

从老子的“道可道非常道”谈“道”和

更重要的是能够有奉献和牺牲的精神，并且需要不断

神，需要去反思。讲话中的很多套话，大家耳熟能详

“技”。老子说：“道可道，非常道”，这里

实践。“道可道非常道”，不是靠说的，是靠走的，

“道”字，很值得解释：“道”，当然是“路”

而且要自己走；这个更难。不说话，不说空话，已经

学习有没有形式主义？ 提倡工匠精神，最终一定要

的意思，但路有很多。“条条大路通罗马”，但

是非常高级的境界，无言之诫；但是走路很不容易，

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不能只是满足领导的要求，不能

要知道“罗马”在哪？“罗马”意味着什么？

360行，行行行路难。自己走，筚路蓝缕，世界上本

的话，有没有必要一定要把这个话套上再说？我们的

道技合一 , 工匠本质

形式主义。提供的服务和产品，最终是一定要让市

工匠的本质是道技合一，它里面包含很多

这里的“道”不是只有“路”的意思。第二个

来都没有路，要走出自己的路，艰辛而伟大。工匠的

场认可。努力的方向、投入的时间、精力和付出，应

哲学道理。作为一个劳动者，最终的境界是一个

“道”字有两个意思：一是“做”和“走”的意

本质在于匠心，匠心成就大匠，成为巨匠，真正的艺

该是把产品和服务变得更加适合用户的需要，适合

艺术的境界和艺术家的境界。任何一件事情只要

思，可以走的路，不是真正的路；二是“导”的

术家，人们称之为艺匠。

市场的需要。比如造房子，有的房子几百年还能维持

做到最好的境界，就称之为艺术，这是一个广义

意思，意思是教别人走路也是“道”。如果一个

“道技合一”，是工作者的理想境界，但却是

原样，有的房子建造二三十年后就需要进行维修。问

的说法。我想把道理说得很简单，但是很难做

道路可以教会别人怎么走，可以让你学会，那么

应该追求的现实理想。“合一”有各方面的合一，如

题在哪里？值得深思！

好；就好比看优秀的工匠劳动，看起来如此得心

它也就不是真正的路；这是“道”比较深邃的

专业跟职业的合一、劳力跟劳心的合一、动手跟动脑

国外Statista机构对全球人口占比90%的52个国

应手，如此简单。因为简单是一种很难达到的境

含义了。什么是“匠”？从庄子的学问来讲，

的合一、技术跟大道的合一。“合一”是什么？无分

家、43000多个消费者和2500个以上产品样本进行调

界。艺术和哲学的本质在一点上是相同的，最高

“匠”就是指“大匠运斤”的“匠”，就是技术

别，无分隔，没有分开，意味着真实的、可以长存的

查研究，德国制造排首位，中国排名第49位。中国制

境界都是简单：简单，就是用最直接的方式连

非常好的人叫“大匠”。艺术家、画家、书法家

实践人生。有心即无别离。工匠的本质在于匠心，匠

造最深刻的指标是便宜，在其他维度的比较，中国制

通、打通很多东西，由此融会贯通，化繁为简；

也可以就是工匠，他们通过千锤百炼，达到技通

心可以做到“道技合一”，还要落实在日常的奉献，

造评价比较低。2008年，韩国央行对全球寿命最长

这也可以说是文化的本质。

乎神，这个境界就是艺术中的“大匠”。“大

实践的生活当中。鲁迅先生有一句非常有名的诗：

从庄子的《庖丁解牛》谈“道”和“技”。

匠”，也可以说是360行中的“状元”，他已经

“愿乞画家新意匠,只研朱墨作春山。”匠心独运，

庄子语录中的“道近乎技”，从哲学角度来讲有

懂得了“大道”，就是不可说的，不能希望让别

有自己内在精神的伟大画家，可以用红色的墨水画出

中国要成为在世界上有影响力的大国，要成为

两种理解：一是要理解“道”，应该从“技”开

人教会的那个东西。什么是“匠心”？匠中间是

美丽的、春天的山林。

引领全球的大国，放在国际的维度，放到长远的时

始，从“技”出发；二是只关心“道”，而不

个“斤”，“斤”就是刀。不能学会，不能让别

转眼就到冬天。“冬天”有隐喻的意味，更有现

间来看，中国工匠精神的培养、企业的发展，还有很

是技术，“道”在“技”的上面。这两个是不一

人教会，要自求自证，要创新，要走自己的路，

实的压迫力量。我们国家处在非常着急的发展阶段，

长的路要走。希望所有人一起努力，让工匠精神真的

样的，有着微妙的差异，但是两者之间有着很深

每个人走自己的路就是创新。不是每个人都能创

自然伴随着相当大的考验与挑战。在这里，我特别把

发挥出来，让企业更快成长，让中国在全世界能够赢

邃的结合。“道技合一”关注的重点是两者是怎

新，因为不是每个人都能够有力量拿起这个大匠

鲁迅先生这句非常美丽、非常深刻的诗句送给各位朋

得更多的尊重。

么结合起来的。一方面要“身在山林，心存魏

的“斤”，刀斧。创新是跟刀相关的，是要“动

友，送给各位坚持奋斗前行的劳作者，各位工匠与未

阙”。另外一方面要想着如何与工作相结合，最

刀”的，是要下狠手的，是要壮士断腕的。创新

来的工匠。最后衷心祝愿杭燃集团蒸蒸日上，冲破冬

好能做到直接相关，这就是学习和工作的具体问

靠什么？要靠奉献和牺牲。

天，迈向春天，光明永远在等着我们。谢谢！

的5500多个公司数据进行调查比较，其中3000多家
是日本的公司，德国排第二。

CARING WAMER PAGE 36

CARING WAMER PAGE 37

俞柏鸿

宋涛

中央电视台特约评论员、

西泠印社理事、浙江省文史馆

浙江省文化艺术智库专家

研究员、杭州书法院院长

专家点评
工匠精神是一种精神能源，我渴

艺术家是从喜欢到

望通过像今天这样点点滴滴的努力，

爱、到酷爱、到迷恋，然

有一天工匠精神、工匠氛围就像进入

后痴心为止，这样才会真

千家万户的燃气管道，就像日常生活

正成为艺术家。工匠精神

使用的燃气灶，因为燃烧而温暖，这

就是需要迷恋和痴心的精

就需要我们的不遗余力。“匠”往未

神，坚持到底才能把事情

来，这是一种冷静、理性、真实。德

做好。工匠精神也体现在

国64%的学生考职业院校，中国现在

这次“能源与文化”论坛

还没有工匠的社会氛围，认为做工人

过程当中，环环相扣，每

低人一等。如果考职业中专、职业大

一个都很出彩。目前，杭

专门庭若市，这就是工匠的社会氛

燃集团重视工匠精神已经

围，现在还做不到。杭州有“926工

走在很多企业和行业的前

匠日”，记者也能成为工匠，这是引

面，我们感到高兴，这个

浙江省社科联原党组副书记、

以为傲的。有多少社会团体、社会机

城市的民生工程、安全工

副主席，浙江省政治学会会

构、社会企业为之而努力呢？盼望重

程、绿色工程、温暖工程

长、省政府咨询委员

视工匠精神的企业家多一点，这样工

涉及千家万户的每天每

匠精神才会发扬光大。

日，尤其要弘扬和培养工

蓝蔚青

能源与文化论坛是一
场文化的盛宴，以前来杭
州绿色能源体验中心是一
种历史的沧桑感，感受燃
气的发展史，这次是丰富
的文化的盛宴。在此也向
大家提前报个喜，杭州绿
色能源体验中心以高票当
选“2020年杭州最具品质
体验点”。

北京录制《大国工匠》，有一个
人在当地评不上工匠，因为他是农民

封面特辑
SPECIAL COVER

工。但事实证明他是真正的工匠，他
在岗位上工作20多年。有一条纸盒的
罐装流水线，由于技术问题，无法避
免流水线上存在空盒子，一个科技团
队开价1500万，可以用科技手段进行
操控。这个工匠说：“需要这么多钱
干什么？给我个机会。”他算准了4
个方位，用4台最简单的电风扇将空
盒吹掉，顺利解决了这个问题，这才
是真正的工匠，是从实践当中积累出
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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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精神。

扫描二维码
观看第三届能源与文化
论坛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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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天然气体制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2020年以
来，城镇燃气改革被列为浙江省政府重点工作加以推

采访 / 仝晓波 撰文 / 仝晓波、张金梦 图片 / 孙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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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规模化整合，形成“一城一网一企”。力争到
2022年底前全面实现城镇燃气改革目标。

进。为此，浙江省在2020年发布的一系列推进天然气

浙江省既是经济大省，又是能源资源小省。自

体制改革文件中均有提及。特别是浙江省建设厅相继

“气化浙江”工作启动以来，天然气产业得到快速发

出台的《关于深入推进全省城镇燃气改革工作的通

展。目前，省内终端燃气行业参与主体众多，但普遍

知》《浙江省管道燃气特许经营评估管理办法》更是

规模较小，市场竞争异常激烈。“扁平化、规模化”

为浙江省城镇燃气改革工作明确了方向。

的改革方针指引，将为浙江省城镇燃气事业发展带来

根据浙江省现行政策指示，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怎样的“新动能”？燃气企业该如何顺势而为，迎接

加快推进城镇燃气企业“扁平化、规模化”发展，

挑战、把握机遇，在改革中实现自身高质量转型发

2020年8月底前，各市地要完成城镇燃气扁平化改革

展？以浙江为缩影，同样面临深化改革大势的全国燃

实施方案上报；12月底前，初步完成城燃企业规模化

气行业，又应如何引以为鉴？为此，《中国能源报》

改革实施计划编制；至2021年底，有条件的地市通过

记者展开了调研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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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建清洁能源示范省离不开“天然气”
Natural Gas Is The Only Way To Develop Clean Energy
Demonstration Province

根据浙江省统计局数据，2019年末,全省
常住人口为5850万人。另有数据显示，截至

量仅为74立方米/年。

2019年底，浙江省共有管道天然气居民用户

与此同时，浙江省早在2014年就提出要创

670余万户，涉及用气人口约1835万。也就是

建清洁能源示范省，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提

说，目前浙江省天然气普及率仅约三分之一。

高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的比重，提高

记者梳理相关数据发现，作为国内第四大

天然气居民覆盖率。根据《浙江城镇燃气发展

经济大省，2019年，浙江省GDP总量为第二大

规划(2019—2022年)》(征求意见稿)，该省计

经济大省江苏省的63%；用气规模却排到全国

划在2022年实现常住居民天然气普及率45%以

第八，不及第一用气大省江苏省的一半。

上。

采访中记者了解到，在浙江，天然气终

从三分之一到超过45%，这意味着，天然

端市场发展区域不平衡现象极为突出，其中浙

气作为清洁低碳能源在浙江进一步推广普及还

北、浙东，与浙西、浙南天然气利用水平呈现

有很大空间。

明显两极分化态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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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米，占全省总用气量20%，人均天然气消费

“浙江省要想实现城镇燃气事业的健康有

以2018年数据为例，杭州、绍兴、嘉兴、

序发展，推进清洁能源示范省建设，并真正让

宁波、湖州、舟山作为浙江省主要用气城市，

投资者、老百姓享受到在经济快速发展过程中

用气量占到全省总用气量约80%，人均天然气

由清洁能源带来的便利和实惠，任重道远。”

消费量近240立方米/年；而温州、台州、金

浙江省燃气协会理事长、杭州市燃气集团有限

华、衢州、丽水五市总用气量则只有约19亿立

公司董事长芦俊对此直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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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购统销”制约天然气高质量发展
"Unified Purchase And Marketing"
Restricts The High Quality Development Of Natural Gas

浙江省现行天然气管网运营属于典型的

临界地，两省工业企业虽仅有一路之隔，但用

“统购统销”模式，即由浙江省政府特许省级

气价差却高达20%，直接制约了高价气企业用

管网公司建设、运营省内天然气长输管网，同

户的产品竞争力。

时负责省内气源采购、天然气下游市场开发及

对此，多位受访专家直言：“浙江省现行

销售，形成“多气源供应，全省一张网”，天

‘统购统销’的天然气管网运营模式，不仅运

然气气源供应商不能与下游用户直接交易。

行效率低，而且拉高了终端用户气价，并不符

记者采访中了解到，由于管网供应层级较

合当前油气改革大势，亟待通过改革破局。”

多，层层加价问题突出，不仅省级管网与终端

浙江省亦多次给出明确政策指示，要加快

用户之间存在多层级转输加价，部分地区还存

天然气市场化改革，打造“网络化、县县通，

在“背靠背”建设收取转输费不合理现象。无

多气源、少层级，管中间、放两头”，符合浙

疑增加了天然气输配成本，进而抬高了浙江终

江实际的天然气新体制。

端用户气价。

“改革的初衷和核心就是要让人人享有可

以杭州市为例，该市天然气门站价格位列

持续的清洁能源。浙江此番改革根本目的就是

全国第三。“高气价直接制约了杭州地区的天

降成本、增供给、促发展和惠民生。”芦俊认

然气消费规模进一步扩大。”芦俊坦言。

为，“通过改革减少配气层级和供气环节，降

芦俊向记者介绍，虽然杭州主城区天然

低企业用气成本，同时推动天然气基础设施向

气管网覆盖率已达到96%以上，但受较高气价

所有市场主体公平开放，以多元化气源，让更

制约，目前杭州地区整体天然气在一次能源消

多老百姓能用得起、用得上天然气。”

费结构中占比仍不到10%，与该市既定11%以

对此，多位受访的浙江燃气人士均向记者

上“十三五”天然气消费占比目标仍有一定差

表达了通过改革降低企业用气成本，促进全省

距。

天然气综合利用的期待。
另有公开报道显示，在浙江省与江苏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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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赢合作、整合重组“风口”将至
Mutually Beneficial Cooperation、
Integration And Reorganization Both Challenges And Chances
Are Approaching

“改革从来都是一把‘双刃剑’，浙江
此番深化天然气体制改革之举，意在推动省内

“现如今，浙江省积极推进天然气体制

天然气产业健康发展、天然气消费规模持续扩

改革，实际上就相当于对全省燃气行业的20年

大，同时也将为众多燃气企业未来发展带来极

回头看和再梳理。浙江省提出推动城镇燃气扁

具想象力的机遇和挑战。”芦俊对记者直言，

平化和规模化改革，将有力推动燃气企业通过

对浙江而言，未来下游城燃企业间的竞争将日

加速资源整合，传统天然气管网运营模式一旦

趋激烈，致力共赢的合作与整合重组浪潮也将

破局，浙江燃气事业版图将有望换新容，规模

不可避免到来。

化、高质量发展前景可期。”芦俊说。

记者了解到，浙江城镇燃气行业目前呈

“浙江省推出的油气体制改革整体部署，

现出国有燃气企业、合资（港资）燃气企业、

将为包括新奥能源在内的专业运营燃气集团带

民营燃气企业“三足鼎立”的局面，全省管道

来更加灵活多样的规模化合作机会，有助于

燃气经营企业130余家，市场竞争格局基本形

发挥规模化经营优势，降低终端客户用气成

成。

本。”采访中，新奥能源相关负责人亦对记者
但因燃气企业众多且普遍规模偏小，无序

竞争重复投资市场乱象矛盾不少，极大地制约
了浙江燃气事业的高质量发展。

说。
在芦俊看来，产业链融合、体制链重塑正
是这次改革的核心所在。“在这种情况下，行

以杭州为例，该市市域范围(11区3县/市)

业重新洗牌在所难免，要通过市场化的方式实

年用气量约30亿立方米，城市天然气法人主体

现优胜劣汰、强者更强，与此同时，有实力、

企业就多达17家，仅临安区就有4家。

社会责任强的大企业之间通过强强联合，实现

一方面，小企业资金实力弱，建设标准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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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持续扩大。

合作共赢也将是重要方向。”

次不齐，极易导致过分竞争、投资重复、资源

“如果浙江能通过本轮改革切实推动产业

浪费，安全管控难度大，难以高水平满足民生

链融合与体制链重塑，同时建立合理的市场化

用气需求；另一方面，由于多企业、多环节，

价格链，理清政企关系，就能从根本上解决浙

层层加价，加之历史原因，导致浙江省气价居

江省天然气气价居高不下的问题，从而促进全

高，省内工业燃气、天然气化工、车用、发电

省天然气行业的市场化、法治化发展。”芦俊

等行业用气积极性不高，从而制约了用气规模

进一步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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燃气企业向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成大势
Tendency Of Gas Companies Becoming Integrated Energy
Service Providers

那么，以浙江为缩影，延伸至全国，改

能源保障体系。”芦俊同时指出，与此同时，

革是为促进下游消费，通过公平竞争推动行业

伴随着智能化、数字化已成全球大势所趋，我

效率的提升，相应带来的消费者选择权也将增

们也正着力推进数字燃气、智慧燃气方面的工

加。

作，这与国内掀起的新基建发展热潮不谋而
有业内专家指出，就全国而言，按目前发

合。

展态势，我国天然气高速增长态势很难再现以

据介绍，杭州市燃气集团已连续四年发力

往高点，对燃气企业而言，亟待在迎合改革大

采用前沿科技理念技术、持续创新优化燃气一

势中，克服市场增速下降带来的生存危机，进

体化、一站式服务，以报装服务+委托服务+延

而谋求实现高质量转型发展的新路径。

伸服务的系统服务模式来增强用户的体验感，

“改革成功与否有两个关键标志：一是价

让传统营业厅“变身”客户服务中心，实现了

格降下来，二是服务提上去。”芦俊强调，燃

让用户足不出户在线办理燃气业务，走在了全

气作为一个准公共产品，未来城镇燃气行业要

国燃气行业“最多跑一次”前列，且燃气办理

特别重视以用户第一为原则，加强在服务链改

流程从原先的30余天大幅缩短至3天，成为国

善方面的工作。同时政府也应努力改善燃气营

内燃气行业最活跃的百姓办事平台，燃气营商

商环境，并将其作为改革的一个根本切入点，

环境名列全国前茅。

以激励企业为老百姓提供更低成本、更高效的
配套服务，满足老百姓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该集团同时推出燃气管家综合能源服务、
预约制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服务，以及代办制

据记者了解，纵观全国，目前，不少主流

延伸服务等多项衍生服务业务，并在南方地区

燃气企业均已提出由单一城镇供气企业向全产

率先实行家庭分户式供暖模式，推出燃气壁挂

业链综合能源服务商转型的目标。

炉供暖定制化集成安装一条龙服务，从单一的

“燃气行业未来发展既要立足自身，也
要放眼世界。对杭州燃气而言，当前也正致力

产业链竞争拓展到服务业竞争，为燃气企业高
质量、全方面发展提供了“范式”。

建设与杭州城市国际化发展需要相匹配的绿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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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专题报道杭州燃气服务

杭燃集团连续四年创新服务，
积极打造燃气优质营商环境，
为杭州的“重要窗口”展示“头雁风采”

城市燃气是民生工程、安全工程、绿色工程、温暖工程。

二 一七年
二 二 年

杭燃集团历经46年发展历程，服务区域已辐射到杭州市11区3

【时间】

【主旨】

【服务】

服务强才是真的强

提供绿色能源助力

县（市）。2017年以来，顺应省、市“最多跑一次”和优化营
商环境的改革精神和要求，杭燃集团紧紧围绕“为城为民”的
理念，始终坚持“客户第一”战略，连续四年向社会公开发布
《企业社会责任报告》和为城为民“十件实事”，持续创新优
化燃气服务外延和内涵，不断提升杭城百姓的安全感、幸福
感、获得感。

连续四年
创新服务！
推广绿色能源，杭燃集团是“绿水青山就

民生工程
安全工程
绿色工程
温暖工程

【理念】

为城
为民

是金山银山”的践行者，致力提高天然气
利用率，城乡服务均等化。

2004年，随着“西气东输”到杭，杭州进入天然气时代。
目前，杭燃集团天然气用户数超140万户，年供气量达15亿立方
米，累计供应天然气100亿立方米，相当标准煤1220万吨，减少
二氧化碳排放1321.8万吨。杭州主城区气化率已达到94.7%，远远
超过中国城镇居民平均气化率，这与杭燃集团一直大力推广天然
气，致力推动城市绿色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特别是主城区一些老
旧小区、景中村、城中村以及市域西部的偏远乡镇，因客观条件
限制，百姓要求管道气的呼声较高。2017年以来，杭燃集团急百
姓所急，不断摸索提升施工技术，借力借势创造施工条件，向社
会公开承诺“让景中村和城中村变身绿色能源村”“消除老小区
用气空白点”“实现镇镇通和村村通”。截至2020年底，23个西
湖“景中村”已经全面变身绿色能源村，惠及3813户村民；60个
扫描二维码
阅读报道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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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中村、老小区通气；20个乡镇用上了管道天然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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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作为杭州市唯一燃气企业

气建成小区已入户安装用户点火，12点

代表，认领省建设厅浙江政务平台10个

截办当日完成。用户还可以通过19网上

办事事项，进一步细分、优化、完善服

服务厅实现对燃气安装、点火全过程跟

务指南，形成“最多跑一次办事指南4.0

知心服务，是杭燃服务的追求，民有所呼

版”，实现了三大类服务（报装服务、

我有所应，致力于成为城市生活的供亮

配套代建服务、延伸服务）28项燃气业

关注老人，关心特殊群体
尊老是中华民族的美德，2018年

方便用户，就是杭燃集团最大的动力，推
46年的城市燃气发展，有年轻家庭

“一次都不用跑”。

的用气需求，更有几十年支持燃气发展
的忠实老用户，他们习惯到燃气的服务

气服务实现线上办理。这是杭州市公用行业第一家网上服务厅，
实现了让用户足不出户办理燃气业务，走在了“最多跑一次”前
列。四年来，19服务厅实现了“业务全覆盖、用户全覆盖、区
域全覆盖”，28项业务“零上门”办理，19服务厅App版同步上
线。目前，“19网上服务厅”活跃用户超过95万人，访问总量超
1300万人次，单日最高访问量达2.49万人次；总业务办理量455万
笔，单日最高业务办理量1.9万笔；网上办理业务数量占从15.11%
上升到35.84%，成为国内燃气行业最活跃的百姓办事平台，2小
时内有响应，及时解决用户所有事。2017年7月开始，杭燃集团
拓展19服务厅功能，推出用户自主抄表，100%信任用户，抄表免
打扰，2017年—2020年用户自助抄表分别为27万次、122万次、
151万次、171.3万次。自助抄表，让企业与用户共同构建了城市
的温暖与信任。2020年7月，杭州燃气推出了更为简洁、方便的
“杭燃码”，每户家庭贴上专属的“杭燃码”，支付宝或微信扫
一扫，用用户用气信息全知道；联通19厅，所有业务均可办；真
正做到“码上全、码上知、码上办”。

厅走一走，看一看，办一办业务。2018
年，杭燃集团根据服务半径，保留了18
个实体服务厅，进驻15个政府行政服务
中心，燃气服务一体化，用户均可就近
选择服务厅，实现无差别办理。同时，
我们对11个营业厅进行优化升级，传统
营业厅“变身”客户服务中心，集“业
务办理、产品展示、理念推广、个性化
服务、用户体验”五大功能为一体，
引进国内第一个燃气服务机器人“苒
苒”，增加科技力量，提升服务品质。
同时，实体营业厅与网上19服务厅、浙
里办、杭州办事App、967266，共同构
成了杭燃集团用户诉求的“多面体”魔

2017年，杭燃集团作为全国文明单位，积极响应省市提出的
“最多跑一次”改革工作，率先推出“最多跑一次燃气服务清单
1.0版”，形成“最多跑一次”、零上门、我上门、一站式服务、
零门槛等5类共39项标准化清单，“用户第一”理念贯穿其中。
2018年，与杭州市公共数据共享平台进行联网，一张身份证
办燃气事项，实现“一证通办”。对1.0版服务清单进行再梳理，
合并服务项目、简化服务流程、细化服务步骤，形成“最多跑一
次服务清单2.0版”。
2019年，“最多跑一次服务清单3.0版”形成容缺办理机制，
提高服务覆盖率和便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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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是一次能源，传统家庭用气仅限于烧饭、洗浴。
2017年，杭燃集团向市民推出“十件实事”之家庭分户式供暖
定制式服务，符合南方城市供暖特点，引起《人民日报内参》
等70多家媒体关注。设计、施工、供气供暖一条龙服务，杭燃
集团提出了一个电话、两天上门、四天出具设计方案、一个确
认、三天施工时间 “12413”承诺服务，当年为1000多户用户
出具设计方案，300多户普通用户享受了杭燃集团组织施工的
居家分户采暖，百姓说：“家有燃气三宝（热水器、墙暖、地
暖），身体就好，燃气取暖确实与电空调不一样。”四年来，

3月开始，杭燃集团开展“益起来尊老
爱幼”活动，为杭州主城区56家福利性
养老机构、有需要的幼儿园提供“季季
送安检”、燃气具免维修服务费活动；
为80岁以上的孤寡老人、退伍老军人免
费更换金属波纹管；为有残疾证家庭减
免燃气安装服务费50%；提高一户多人
口家庭年度基础气价用气指标；综合服
务站为特殊用户提供免费上门缴费服务
等；微小服务，点滴关心。

上万户家庭的冬天不再寒冷、湿冷，部分养老机构和福利院的
老人用上了天然气供暖。
2019年，在分户式供暖定制式服务的基础上，杭燃集团再
推家庭用气用暖“改、换、装”集成服务，用户有电改燃、太
阳能改燃、热水器改采暖炉等需求，不用找第二家配合施工单
位，杭燃集团的工作人员全面实施气管、水管设计和安装，一
次委托，全面完工。老小区的居民们深有体会：“找杭燃集团
就是找放心，一点不用担心。”

方。
提供代办制延伸服务

一站式服务，减环节减时长，燃
气服务“加速度”。2017年1月，杭燃
集团试点推行非居民用户（工商用户）
燃气工程代建“一站式服务”，进一扇

简化办，最多跑一次

提供“改、换、装”定制式集成服务

就近办，方便用户多种选择

行“网上办、简化办、就近办”，让用户

2016年11月28日，杭州燃气网上19服务厅正式上线，7项燃

视化享受”。

者、供暖者、供美者。

务“一次也不用跑”。

网上办，足不出户

踪查询，真正感受到“零距离服务、可

门，找一个人，燃气公司提供踏勘、设
计、造价、签约、施工、通气全流程解
决方案，不断“减环节、减时长、降费
用、减材料（申请受理）”。经过近四

他们用气的迫切愿望。杭燃集团一站式服务不仅提供用气委托
建设，还可代办与此关联的接管前期审批，出具交警、市政道
路开挖专项方案，缩短审批周期，提供燃气泄漏报警切断系统

一般中等规模的公建用户平均建设期从
43天缩短为5天，四年让5300户非居用
户早用气、更便捷、更经济、更满意。
以杭燃集团为代表的优化营商环境用气
报装“102”标准在全国名列前茅。

实行巡检抢修一体化，
打造 “330” 抢修保障区

和燃气设备产品，解决用户后顾之忧。特别是杭燃集团提供的

燃气安全是城市安全的生命线

燃气泄漏报警系统，价格只有市场价的50%，但配套服务速度

之一。杭燃集团提出燃气抢修3分钟

最快。

出车、30分钟内到达现场的“330标
准”，致力更快速度、更安全保障。

年的持续努力，目前小型餐饮等用户平
均建设期从2016年的34天缩短为3.4天，

专业服务，彰显国有能源企业担当。

小微企业，是国民经济最活跃的组成部分，经济、快速是

预约制满足用户个性化需求

2019年底，在杭州主城区成立5个区域

以前，用户响应燃气的标配服务；现在，燃气服务选择权

化运行管理站，划小单元，网格化管

交给了用户。2017年10月1日，杭燃集团首先在网上19服务厅推

理，专业化集成，实现巡检、巡护、抢

出了预约安装、预约点火服务；2018年7月1日，线上、线下同

修“三位一体”，构建城市燃气安全快

步实现个性化预约服务，由用户选择上门服务时间。2019年，

速保障机制。

杭燃集团承诺燃气建成小区，居民燃气入户安装3天内完成；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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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特勤总队，在杭燃集团服务范围内，以零破坏、零事故、全
天候服务大建设为目标，全面实施地下燃气管道“双七个一”保
护管理机制。三年来，通过特勤队员日夜现场管理和每年走进工
地、走近挖机师傅的20多场培训，第三方破坏事故逐年下降。
绿色能源综合服务站，
是百姓家门口的“燃气管家”

主城区实现瓶装液化气
销售“四统一”，LPG瓶组供气成为杭州标准

以“服务区域化、管理网格化、服务精
准化”为目标，杭燃集团在主城区成立了5

G20杭州峰会后，瓶装气更加规范管理。杭燃集团在政府主

个“绿色能源综合服务站”，通过多工种协

导，企业主体的要求下，积极推动百江、中天、之江、上泗四家

同，对管理半径内燃气居民用户用气安装、

瓶装液化气公司体制整合，统一使用“百江”品牌，统一配送、

拆改、抄表、安检、维修抢修、燃气具置

统一电话、统一安检，实现安全化、专业化、标准化运营。2019

换、超期胶管更换等进行近距离服务，一个

年，实现百江液化气钢瓶零事故、零伤亡，作为城市生活的补充

电话，家门口的“燃气管家”服务站专业人

能源，安全、专业保障有力。2020年，杭州百江继续深化瓶装液

士上门对接，解决用户后顾之忧。

化气的“四统一”模式，积极拓展钱塘新区、西部城市瓶装气市
场，以期高标准、专业性覆盖城乡一体。特别对管道气未覆盖区

“三社联动”
解决安全用气最后一米

域的小餐饮用户等实施LPG瓶组供气“杭州标准”，规范设计、
建设、运行，源头控制恶性燃爆事故。

2019年9月10日，杭燃集团以服务百
姓、服务社区纪念杭州燃气成立45周年，与
采荷街道的社会组织、社区一起，推出“三
社联动，安心安居”现场服务，走进用户家
中，利用社会组织、社区的邻里效应，利用
社会企业的专业特长，劝导用户户内超期灶
具、超期热水器、橡胶管、无自动熄火保护
履行国企责任担当，“六保六稳”共促经济发展。

装置灶具“两超两无”整改。
企业成立杭城
首支燃气安全监护特勤总队

2020年疫情期间，贯彻国务院、省、市有关“打赢疫情防
控，打赢复工复产”两大战役的指令，为企业开市复工推出“两

杭燃集团拥有地下高中低压管道8000

促进两免一降一站一道”特别服务举措，8552家用户受惠。按

公里。2022年亚运会前，杭州将建成464公

照省、市有关文件部署，对符合政策的7569家企业全面落实降费

里快速路网和500公里城市轨道交通，进行

10%政策，7月以后再次下降调整。在“两促进两免一降一站一

1000多个老小区改造，燃气管道防止第三方

道”的基础上，杭燃集团4月22日还推出特别针对小微企业新开

破坏压力巨大。2018年初，集团率先组建杭

通用气的优惠政策，助力社会经济发展回归“快车道”。只要用

州首支燃气管线安全监护特勤队，形成“统

气量小于16方/小时的餐饮小店、美容小店、快捷酒店、农家乐

一服装标识、统一检查标准、统一拍照留

小店、民宿小店、镇村礼堂等，新用户可享受工程降费30%、维

证、统一曝光反馈”的管理机制，加强燃气

保延时服务降费50%、1+1报警切断安全系统不高于6000元/户的

管线监护、加强地铁施工行为监护，对管线

优惠。2020年以来，已有790户用户享受特别服务和特别优惠。

沿线施工单位进行管道燃气保护宣传，减少

杭燃服务，见专业、见细节。杭燃集团坚持“客户第一”，

第三方施工破坏。2020年，为助力亚运会燃

始终心系百姓，心系社会，致力于服务均等化、人本化，以专业

气安全保障，在原有特勤队基础上，组建一

的服务护航城市的安全发展，在优化营商环境的大工程中，以服

支以20+5+5（20名特勤队员、5名综合管理

务促经济发展、以服务亮国企品牌，让城市更安全、更舒适、更

员、5名专家成员）为基本架构的燃气安全

美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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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作为一种绿色清洁能

天然气高效利用

源，具有低碳、环保和高效等
优势。通过调查发现，世界范

1

围内石油和煤炭在一次能源消

水 或 蒸 汽会应 用工 业锅 炉。

费中的占比超过60%，而作为

从 环 保 方 面 分 析，工 业 采 暖

化石能源中含碳量最低、最清
能源消费中的占比仅为24%，

万吨

洁的能源，天然气在全球一次

杭 州市 工 商用户 使 用 热

锅 炉的 热 效 率一 般在 92%以
上，而燃煤锅炉通常在65%到

在节能减排、能源转型的大背

70%。同时燃气锅炉不会产生

景下，天然气必将担当主力能

二氧化硫,氮氧化物等有毒气

源的角色。

体。
其他
16%

绿色
清洁能源

杭州市天然气利用情况
根 据 杭 州市 环 境 质 量公
石油和煤炭
60%

天然气

天然气
24%

一次性能源消费占比

报数据显示，2013年，杭州市
市区PM2.5平均浓度70微克/立
方米，霾天数185天。
2018年P M2.5平均浓度消
减 到39.8微克 /立方米，霾 天
数40天。空气质量的改善很大
程 度 上得益于杭 州市天 然气
的广泛应用。
2019年杭州市域范围内，

天然气与环境
化 石燃 料燃 烧 后所排废

绿色能源
清泽城民

气 是 造成 大 气污染的元凶。
温室效应的94％、臭氧层耗减
的 85％及 对 流 层中的大 部 分

/

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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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

/

的

/

清

/

洁

/

高

省直供电厂），其产生的热量
与 使 用煤 炭相比 减 少二 氧化
碳排放约370万吨，几近于35
个杭 州植物园一 年所 吸收的
二氧化碳量。

/

利

/

用

锅 炉改 造成 天 然气蒸汽锅 炉
外，在 天 然 气 蒸 汽 锅 炉 的 运
行中还可以 采 取 措施 进行节
能。具体 方 法 包 括合 理 选 择

烧后废气 所 诱发 或 产生的。

以及锅炉台数；调节适量天然

通 过专 业 人 士 研 究 发 现，天

气 和适量的空气组 成 最 佳比

和粉尘的排放。

效

的，除了 将 传 统 的 工 业 燃 煤

天 然气蒸汽锅 炉的额 定功率

天然气利用的领域

大 降 低 硫 氧 化 物、氮 氧 化 物

/

为了实 现 节 能 环 保 的目

有害气体 均是由化 石燃 料燃

然气代 替 煤 炭 和石油可以 大

Green Energy Unpolluted City
天

消费天然气约28亿立方米（含

例进行燃烧；有效利用排烟中
产 生 的 余 热，降 低 天 然 气 蒸

天然气利用范围广泛，可

汽 锅 炉 的 排 烟 温；回 收 利 用

用于发电、城镇居民用气、城

锅 炉 排 污 水 的 热 量；回 收供

镇非居民用气（空调、锅炉用

热 系 统 中 的 凝 结 水，并 对这

气等）、车船用天 然气、分布

些冷凝 水的 热 量 进行回收利

式能源系统等。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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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然气利用的领域
根据《BP世界能源展望（2019年
版）》的预测，未来天然气需求将以
3

日常居民生活用气。结合

年均1.7%的增速增长，2040年较2017

许多燃气具使用技巧，例如适

年需 求 量将增 长 近 50%，至 2040年

当运用灶具大小火，烧饭多焖

天 然气在一次能源中的占比将达到

少蒸，烹饪时火焰分布面积与

25%左右。根据2020年《杭州市燃气

锅底相平，锅底与灶头保持适

发展规划》中的天然气发展目标，预

当距离，定期清洗炉具。这些

测到2025年，天然气在杭州市能源消

措施能够有效 提高天 然气使

费结构中占比达12%，天然气市场消

用效率，达到节能目的。

费需求达到44亿立方米；到2035年，
天然气在杭州市能源消费结构中占
比达20%，天然气市场消费需求达到
78亿立方米。

南 方冬 季居民 分户 式 采

4

推 广天 然 气 汽 车使 用。

暖。通过计算，杭州家庭维持

汽 车尾气 是导致 城 市空气 质

室内20℃的温度，采用燃气锅

量恶化的主要原因之一，使用

炉采暖比使 用电 采暖节约 能

天 然气 汽 车可以有 效 解决 这

源费用约40%。以合理方法应

一问 题。天 然 气 汽 车 的 排 放

用燃气锅 炉采 暖不仅 可以带

污染 大 大低 于以汽 油为燃料

来舒适的生活环境，而且有效

的汽车，尾气中不含硫化物和

减 少 天 然 气 的用 量。具体 方

铅，一氧化碳降低80%，碳氢

法包括：做好房屋的保温、保

化合物降低60%。

亿立方米

2

持 适 当 的 室 内 温 度、定 期 清
洗 保 养 燃 气锅 炉、调 低 无 人
居 住 房间的阀门以 及设 定准
确的壁挂炉运行程序。

2022年亚 运会将在杭州举办，
杭 燃集团将积极配合亚组委的各项
工作，护 航 安 全 亚 运，按 时 完 成 包
括杭 州体育馆、西湖 高尔夫球 场 等
在内的19个亚运场馆天然气配套工
作。
为 保 卫杭 城 的 绿 水青山，杭 燃
集团呼吁社会各界关注天然气的发
展，充 分认识 发 展利用清 洁 能 源 天
然气的必要性、重要性，同时也要注
重节能 环保，在 提高天 然气 利用效

5

大力发展天然气分布式能源。作为一种科学有效的用能方式，

率上下功夫。杭燃集团愿意与杭城百

可以改善能源结构，实现能源梯级利用。能源综合利用率从原有电

姓一同努力，推广清洁能源，享受绿

力系统的50%左右提高到80%以上。

色生活、构建美丽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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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观比世界大
World View Is Larger Than The World

杭燃集团数字传媒中心
Hangzhou Gas Group Digital Media Center

扫码二维码关注
精彩体验等你探索

我们的抖音短视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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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微博

我们的微信公众号

我们的今日头条

CARING WAMER PAGE 61

杭燃优家
HR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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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例展示 仅供参考
客户蒋女士新房地暖安装

经典款报价（地暖）

每天在家养花，是56岁蒋阿

尊享款报价（地暖）

用户
选择

姨退休后最喜欢做的事，但外孙
女的出世改变了她的生活轨迹。
为了帮忙带孩子，生于北方的她

锅炉及辅机设备

和丈夫搬去了南方的女儿家住。
由于蒋阿姨的腿脚在寒冷的冬季
气腿脚还好些，因此在女儿装修

杭燃优家
HSB2401
壁挂炉

房子时，她希望家里能装上地

7980 元

会生疼，在北方时因为户内有暖

德地氏
PMC-M 24/28 MI
PLUS 壁挂炉

22462 元

暖。冬天，开着地暖的室内，从
足底开始温暖全身的体感很是舒
服。同时，也不用担心活泼可爱
的外孙女，总喜欢坐在地上玩游
戏、看电视会着凉了。

85 折优惠价6783 元

85 折优惠价19093元

国产品牌。可 满足 采暖 及 生活 热
水 用水 两 种需求；使 用时 噪 音 在
48dB以下；地暖使用温度在30℃

可满足采暖及生活热水用水两种需
求；整机欧洲原装进口；多回程冷
凝换热，热效率高达110.5%，对比

至60℃，采暖（散热片）调节范围
40℃至80℃；最大运行状态耗电量
119W；尺寸为750×400×335mm。

传统冷凝壁挂炉节能高达35%，最
大运行噪音低至38dB，最大热水流
量近19升/分钟。24至30KW的锅炉
自带8L膨胀水箱；超静音设计。

安装后成品图
室内高温散热器采暖系统

分集水器箱1只（600*450*150）；

分集水器箱1只（600*450*150）；

分集水器1组（8+8）；

分集水器1组（7+7）；

边界保温条112m（60*10）；

边界保温条112m（60*10）；

硅晶网112㎡（5*5）；

硅晶网112㎡（5*5）；

PERT采暖管112㎡（PERT16*20）等辅料

PERT采暖管112㎡（PERT16*20）等辅料

浙江曼瑞德 分集水器

德国瑞好 分集水器

20160 元

24640 元

本体为黄铜，经特殊防腐工艺处理；
卡扣式墙面安装支架，便于快速安
装；主管与支管整体无缝，轴向静密
封防漏技术；模块化组合高密度锻
造，硬密封，硬链接

本体为优质 黄 铜，德国制造；内径
大，水流分配均匀；分、集水器端标
配尾件带有手动放气和泄水阀；标配
尾件为偏心设计，排气效果佳；分水
器端配有梯度式截止阀，流量平衡；
不锈钢支架，坚固耐用，防生锈

设备安装、辅料、施工

HEATING
170 升温计划 LAYOUT

新湖武林国际
四室两厅 两卫

1800 元

28743 元

45533 元

总计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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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00 元

967266

定制专线

＊以上为参考价格，最终费用以实际情况为准。

实例展示 仅供参考
客户赵先生老房墙暖加装

经典款报价（明装）

今年33岁的赵先生，由于
工作原因经常在北方常驻点出
差。他发现北方城市的冬天，虽
然室外总是零下几十度十分寒

尊享款报价（明装）

用户
选择

锅炉及辅机设备

冷，但是室内却是温暖如春，这
是因为北方冬天室内会有暖气。
暖气的制热与空调不同，温暖的

杭燃优家
HSB2402
壁挂炉

威能
L1PB27-VUM
242/5-5(H-CN)
壁挂炉

6880 元

17180 元

同时肌肤却不会觉得拔干。因
此，出差回来后的赵先生打算在
家也安装一套暖气设备，考虑到
国 产 品 牌。可 满 足 采 暖 及 生 活 热
水 用 水 两 种 需 求；使 用 时 噪 音 在
48dB以下；地暖使用温度范围30℃
至6 0℃，采暖（散 热片）调节 范围
40℃至80℃；最大运行状态耗电量
117W；尺寸为730×385×320mm。

装修施工问题，在联系燃气工作
人员上门踏勘后，他选择了施工
简单的墙暖。

安装后成品图

德国原装进口。供暖/生活热水两用，
24/28/36kW三种输出功率；液晶显示
屏，蓝色背光，100余种海量信息显示；
独有的“四点温控”技术保证热水温控
精度达到±0.5℃；生活热水速热功能，
欧洲三星级用水品质；设备集成有外置
水泵联动功能，适合中国传统式大阻力
采暖系统设计；结合威能附件可通过电
脑或手机远程控制；结合水罐使用可
满足用户大水量需求。

室内高温散热器采暖系统

600 ×1200 mm 1组

900 ×800 mm 2 组

600 ×1200 mm 1组

900 ×800 mm 2 组

600 ×1000 mm 1组

300 ×1200 mm 1组

600 ×1000 mm 1组

300 ×1200 mm 1组

600 ×600 mm 1组

600 ×600 mm 1组

索兰德 钢制板式散热器

玻玛 钢制板式散热器

土耳其进口

芬兰进口

8045 元

10526 元

产品表面采用国际最先进纳米技术，具
有“防尘、耐潮、耐酸、抗擦划”能力，
确保长达10年的质保使用年限；最高工
作水温可达95℃；5种不同高度（300至
600mm间隔100mm、900mm），27种
不同长度（400mm至3000mm，间隔
100mm）可供选择。

产品表面经五步上色法“去油脂、磷化
处理、第二代KTL电泳底漆、环氧树脂
粉末喷绘、200℃高温烘烤”，达到长期
防腐效果；占用较小的体积，最大程度
减少空间占用率；多种安装方式,有弹簧
支架、德式支架、落地支架安装等。

设备安装、辅料、施工
14200 元

14200 元

29125 元

42536 元

24756 元

36156 元

总计

HEATING
109 采暖改造 LAYOUT
仙林苑

三 室两厅 两卫

8 5 折优惠价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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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67266

定制专线

＊以上为参考价格，最终费用以实际情况为准。

策划 ／孙丹

编辑／孙靓

图片／孙力

FULL-FLAVOR OF SOUP
汤之至味

喝汤，是在喝时间精华。
让那些廉价的贵重食材物料在汤煲里上下翻滚互混，
让慢火熬出那一室温暖的香气。
这是作家欧阳应霁在他的半饱一书中向食客诉说的喝汤的意义。
的 确， 解 构 一 碗 汤， 它 容 纳 着 食 材 的 演 变， 蕴 含 着 时 间 的 痕 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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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关乎着美味，也藏着人间至暖。
暖冬时节，喝一盅汤，许是一种记忆，许是一种文化。

燃小厨
GOURMAND

Pig Stomach Contain Chicken
猪肚包鸡
暖 胃 益 气
猪肚包鸡，一道传统的广东客家

身体虚弱，加上她有胃病，胃口十分

名菜，又名“凤凰投胎”。广东人爱

差，使得凤体日渐消瘦，乾隆召集太

喝汤，这道汤不仅是他们饭桌上的家

医和御膳房，下旨无论如何都要治好

常菜，也是客家人常用来招待客人的

宜妃的病。御膳房想到了“药补不如

美味佳肴之一。猪肚和鸡肉的相遇，

食补”的方法，将民间传统坐月子的

使得汤头鲜美而浓郁，胡椒的点睛之

鸡汤加以改良，配上了名贵药材一起

笔，在去除猪肚与鸡肉腥味的同时，

煲汤，成功引得宜妃胃口大开，久而

还解了肉汤的油腻感。

久之身体痊愈。而这道既可去病强

关于猪肚包鸡，这里还有一个
典故，传说在清朝，宜妃生完皇子后

身，又可保健养生的汤品，从此在民
间广为流传。

食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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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

1只

猪肚

1个

姜

适量

白胡椒粒

50 粒

党参

适量

红枣

5颗

枸杞

适量

黄芪

10—15 克

莲子

16 颗

牛奶

1盒

烹饪步骤
❶ 生猪肚先用大量盐巴里外搓洗，冲洗

❸ 另取一个砂锅，加入水和姜片，开火

干净后，再用大量生粉再次里外搓洗，

煮开后将鸡块、猪肚、党参、莲子、胡椒、

如此重复3次，去除猪肚异味；整鸡清洗

红枣倒入，小火炖1小时以上；

干净，去头斩块；

❹ 出锅前30分钟，加入枸杞、
盐以及一

❷ 开锅倒入清水，放入姜片、
料酒，将处

整盒纯牛奶，搅拌均匀再煮2分钟即可。

理好的鸡块倒入锅内，过水去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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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
椰子

Braise Chicken In Coconut
原盅椰子鸡
温 中 健 脾

椰子鸡，原汁原味的地道海南特

富，深受海南当地消费者的喜爱。关

色菜，“三个椰子一只鸡”是这道菜

于文昌鸡与椰子的相遇还有这样一个

的基本做法。口感咸鲜清淡，汤头椰

传说，据说在宋末元初，纺织家黄道

香四溢且爽口，不仅能够温中健脾，

婆在海南岛学习黎锦纺织时开创了纺

还能起到生津利尿的功效。

织历史先河，而受到了黎族人民的崇

在海南，正宗的椰子鸡选用的

敬，人们为此将久负盛名的文昌鸡赠

鸡肉一定当属海南特有的文昌鸡。海

予她。一日，黄道婆在烹饪鸡时将椰

南文昌鸡是具有五百多年的传统名牌

子水倒入锅中，没想出锅后汤汁鲜

产品，此鸡的体型方圆，脚胫细短，

香、鸡肉嫩滑，她对此菜赞不绝口，

皮薄骨酥，肉质香甜嫩滑，营养丰

取名椰子鸡。

1只
1/4 只

鸡
党参

3块

黄芪

3片

桂圆肉

5颗

枸杞

少许

生姜

适量

盐

适量

烹饪步骤
❶ 准备好鸡、
老椰肉（老椰肉才能使椰

烧开，煮出浮沫后，撇去浮沫，将鸡块捞

油渗入鸡肉和汤汁中，增加汤的风味）；

出备用；

❷ 鸡肉洗净切成小块，椰子倒出椰汁备

❹ 鸡块、椰肉、党参、黄芪、桂圆肉、枸

用，椰肉切成条状，椰壳保留备用（椰子

杞、生姜全部放入空椰壳盖上椰盖，大

开壳时注意保留完整性）
，生姜切片；

火烧开后转小火隔水蒸1个半小时；

❸ 切好的鸡块放入锅中，加入清水大火

❺ 出锅前加入适量盐调味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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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rk Soup With Fig And Apricot
无花果南北杏瘦肉汤
清 甜 润 肺

无花果，中药名。明代陈淏子的

材，无花果是煲汤的百搭首选，搭配

《花镜》中曾写道：“五月内不花而

上具有润肺平喘功效，味道比较甜的

实，状如木馒头；生青熟紫，味如柿

南杏仁和具有祛痰宁咳、润肠功效，

而无核。植之其利有七：味甘可口，

味道苦的北杏仁，再加上蜜枣、瘦肉

老人小孩食之有益无害……”从中对

一起煲煮，两小时的小火慢炖，可将

于无花果的口感，可获知一二。然而

每一种食材的功效都发挥到极致。此

当这味药材落入广东人之手时，它便

汤口感清甜且不油腻，从中医角度

又成了一道养生靓汤。

看，还具有促进食欲、镇咳止痰、清

广东人煲汤总爱在汤里面放药

甜润肺、清热消肿的功效。

烹饪步骤

食材
300 克

❶ 无花果、
南北杏浸泡10分钟，再清洗

枣、姜片放入锅内，倒入清水；

干净；

❹ 将洗净的瘦肉、无花果、南北杏、蜜

6颗

❷ 生姜切片，猪瘦肉洗净切厚块，冷水

枣、姜片、水一同放入砂锅内；

南杏

20 克

下锅烧开撇除浮沫后，再捞出洗净备

❺ 大火煲开后转小火煲2小时，加入盐

北杏

10 克

蜜枣

1颗

用；

后，关火出锅即可。

生姜

少许

猪瘦肉
无花果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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❸ 焯过水的瘦肉块、
无花果、南北杏、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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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

Fungus Flower Stew Trepang
虫草花海参汤
益 肾 补 精

海参，餐桌上的上乘佳肴，有着

质、氨基酸、微量元素和维生素，具

“海八珍”之一的美誉。最先对海参

有调节人体免疫功能、提高抗病能力

烹饪进行详细描述的是《明宫史·饮

的功效。

食好尚》，书中说道：“先帝（朱元

虫草花和海参都是比较容易获取

璋）最喜欢用海参、鳆鱼、鲨鱼筋

的食材，将两样食材放在一起炖煮，

（鱼翅）。”可见其不仅味美，且历

虫草花的鲜美，海参的滑爽，让整道

史悠久。而当今另一个颇受欢迎的食

汤汤清味美不油腻，羊肚菌的加入，

材，便要属药膳界的新宠虫草花。但

则让汤的鲜味更上一层。如此绝佳食

虫草花并非花，也与冬虫夏草无关，

材，在经过火候洗礼后，具有益肝

它是一种菌。虫草花含有丰富的蛋白

肾、补精髓、止血化痰的功效。

虫草花

20 克

海参

4只

瘦肉

200 克

羊肚菌

5朵

生姜

适量

盐

适量

烹饪步骤
❶ 海参提前泡发清洗干净，虫草花洗净

❸ 砂锅中加入冷水、
瘦肉、羊肚菌、姜片

后冷水浸泡15分钟，捞出沥干备用，浸

后，大火煮开转小火煲半小时后加入沥

泡的水不要丢弃；

干的虫草花和泡虫草花的水；

❷ 羊肚菌洗干净备用，瘦肉切块冷水下

❹ 煲半小时后，加入海参，再煲15分钟

锅，水滚后撇去浮沫，捞出清洗干净备

后，加入适量盐调味即可。

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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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威尔·肯特是一位不愿将生活局限在画室和咖啡馆里的非通常意义的艺术家。他在阿
拉斯加的狐狸岛上，砍树锯木，改造木屋；他在爱斯基摩人的小渔村里，亲手建起一座木屋。
他乘船去新开垦的缅因州旅游，他将“探险”经历绘制成图，记录成册。《航行》《荒野集》
《北偏东》等，这些他去世后曾限量再版的文集，证明着他持久不衰的独特魅力。

洛克威尔·肯特是20世纪最负
盛名的美国版画家，他最重要的艺术
成就包括《莎士比亚全集》、小说

《荒野集》

默生、梭罗、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

洛克威尔·肯特

兰岛，他在这些地方汲取题材，创作

《白鲸》等经典文学的插画。但肯特
不只是一位艺术家，他还是作家以及
探险家。“我不是通常意义上的艺术

斯泰、叔本华，靠打零工和捕捞龙虾
生活。此后，他又去了火地岛和格陵
了许多描绘当地风光的油画和版画，

体，顶着月光在冰封的湖面滑冰……

家。”肯特曾这样说道。

以上提到的种种，都可在洛克威

撰写了一些有关航海生活的著作，并
为其绘制了插图，其中最出色的便是

从字面上来理解，就揭示着肯

尔·肯特这本广为流传的《荒野集》

这本《荒野集》。

特的生活一定充满了不平凡。1918

中得以窥见。这是一本美妙的书，书

视线回到《荒野集》上，1918

年，他带着9岁的儿子小洛克威尔去

里他画了很多生动的插图，再现了岛

年，从日期上你会发现，这些日记写

阿拉斯加复活湾狐狸岛上的原始小屋

上美丽的风景，同时这也是一本肯特

于100年前。是的，它不仅在地理上

里生活，那一年肯特36岁。原始生活

的 阿 拉 斯 加 的宁静历险日志，用纯

与我们如此遥远，在时间上也是。

就是面对虚无，刚到岛上，他们连住

粹的生活，歌颂着人类早已失去的荒

2020年，《荒野集》首版100年，也

的屋子都得自己修整。白天，劈柴、

野。

是这本书第一次以中文的形式出现。

做饭，面对群山和大海作油画写生。

这段隐居生活，是肯特生活中的

这是一本很适合在睡前阅读的书，从

夜晚，伏案记录随感或创作墨水画。

拐点。不过，这不是他第一次到岛上

外而内，这本书都给人一种宁静的

这是肯特最主要的生活轨迹。而儿

隐居。

感觉。它不需要太多的思考，也没有

子小洛克威尔，除了整日在树林里嬉

1905年，23岁的肯特就在缅因州

激烈的情节，有的只是这对父子的日

闹，在海滩上玩耍，还会和父亲一起

的莫西干岛上建造了一间自己的小木

常、见闻以及所思所感。正如肯特在

锯木头，或创作自己的神奇绘本。他

屋。在那个孤绝的小岛上，他阅读艾

序言中所说，“如果你要在书中寻

会画幻想的海岛地图，也会画岛上的

找极北荒原的冒险故事，必定会失

风景。他和山羊玩，试图获得一只宠

望”。

物。隔一段时间，他们也会去镇上获

这本书展示了一种逃离的可能。

得补给，和外界交换消息。这里的生

或许，我们或多或少，都想从城市生

活与世隔绝，却也更能体会到时间、

活中暂时离开。去过一段什么也不想

自我和生活的意义。

的生活。就像肯特写下的那样，“我

从1918年8月末到1919年3月，一

们两人幸运地逃离了各自厌恶的、拥

个男人和一个男孩在一个“安静的世

挤的世界，肩并肩面对这无尽宽广也

界”，用原始的生活方式，度过了一

无穷深邃的荒野。在这里，我们都找

整个秋天和冬天。漫长的冬日和可怕

到了自己”。

的黑暗，水晶般的月光照在湖面上，
虎鲸在水中嬉戏，父与子用雪擦洗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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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底层的知识分子，该如何审视自己和原生家庭的关系？保守还是进取，屈从还是反抗，
凋零还是重塑……家庭的弊端和阶级的差异，成了许多人心中的困扰。迪迪埃·埃里蓬，法
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出身于贫困的工人阶级，他同样也被上述问题所困扰着。为此，他结
合自身经历，跨越社会阶层的鸿沟，创作了《回归故里》一书，通过回溯与解构记忆的方式，
来结束心灵上的流亡。

《回归故里》

埃·埃里蓬的人生，我们可以得到和

阶级从来都不曾消失，在我们的

书中所呈现的完全不同的叙事：文化

生活细节中，有时候会体现得尤为残

程度不高的工人父母，早早辍学的哥

忍。正如作者提到的，他的有些朋友

哥弟弟。在学习上，家庭给予不了他

根本意识不到阶级的存在。原因也很

任何的援助。然而，他通过自己的努

简单：“当我们属于平民阶级时，我

力，考上大学，在巴黎当上了文化记

们很容易发现阶级的存在。”所以，

《回归故里》这本书并不厚，只

者，出版了《米歇尔·福柯传》《少

这本书对于同属于平民阶层的人来

有179页，但其中却有着很高的思想

数派道德》等大受好评的专著，成为

说，肯定会有许多共鸣之处。

密度。你很难讲清楚它是一本怎样的

被国际公认的当今世界最重要的思想

迪迪埃·埃里蓬说：“我曾以

书，它既是一本非常真诚和坦诚的回

家之一。然而，事实的另一面是：在

为，人们可以远离家庭独自生活，可

忆录，也是一部反思性社会学著作，

他逃离家庭的过程中，内心世界早已

以忘却个人历史以及那些生养自己的

而一切的分析都是从他自己和他的原

是一地碎片。

人，重新创造自己。”然而，在全书

迪迪埃·埃里蓬

他在书中回忆自己，逐渐挣脱

的最后，在他总结的自我遗憾中，我

出生于1953年的迪迪埃·埃里

内心的荒芜。他开始理解，父亲的坏

们看到的却是无法彻底实现的背离，

蓬，是一位哲学家、社会学家、思想

脾气，母亲的遗憾，他们一辈子的争

背离家庭与过去这一事实。真正的

史家，同时也是一名同性恋，一个法

吵，兄弟们的辍学……许许多多的人

“回归故里”，可能是体谅和理解幕

国普通工人的儿子。关于第一种身

生选择，都由不得他们自己。学校教

布后的残酷真相，自己与自己和解的

份，那些光鲜的头衔，是他自我重

育、社会规则，所有的一切都没有看

历程。

塑、努力奋斗换来的勋章。而第二种

上去那么简单无辜。这个世界对于平

身份，是曾让他羞愧，但也早已被他

民阶层的暴力，比我们以为的要更为

认同的独一无二之处。然而，他的第

巨大。

生家庭开始的。

三种身份，他很少提及，甚至一直在
试图隐藏。

坦诚，关于自己的自私，关于家庭的

他在《回归故里》中写道：“对

不堪，关于他的成长之路和这个世界

我来说，讲述性取向带来的羞耻比讲

隐形的各种暴力。工人身份是他的人

述社会阶级带来的羞耻要容易。”多

生底色，他回忆起小时候母亲给别人

年来，他一直与原生家庭保持距离，

做保姆。他和哥哥待在餐厅，听到女

只用明信片勉强维系着自己与家人的

主人指使母亲做这做那，表扬或是责

关系。写下《回归故里》一书，正是

骂的声音。他和哥哥被看到的场景吓

他审视自己身上的阶级烙印，重新理

坏了。他说：“我对这世界，对这个

解父母和自己的一种尝试与思考。

人们随随便便地羞辱母亲，就像呼吸

如果从成功学角度来概述迪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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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迪埃·埃里蓬在书中写得极为

一样正常的世界充满了厌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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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VIE
TIME
《坚如磐石》
2020 年， 电 影 产 业 被 迫 进 入
了长达半年的“休眠期”，直
至 7 月，国内电影院才终于重

这是一部背景设置在城

2020年，估计是张艺谋

市的犯罪警匪大片，也是张艺

导演多产的一年。该片根据全

谋导演回归现实主义题材的又

勇先原创故事改编而成，讲述

一力作。从该片已公布的预告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为获得日

片可看出，该片是与打黑有关

本展开反人类实验的证据，由

的故事，从墙缝藏尸、手入火

张宪臣、张兰、王郁、王楚良

锅等重口味桥段来看，这注定

四人组成的乌特拉的小组前往

是一场困难重重的搏斗。影片

东北进行任务的故事。影片的

聚集三代实力派演员，由雷佳

视觉美学一如既往，保持着张

01

音、张国立、于和伟、周冬雨

《悬崖之上》

02

艺谋过往的水准：黑夜、白

领衔主演，孙艺洲、李乃文、

雪、林海、火车、人群、枪

许亚军、田雨、何政军主演，

声……勾勒出一幕紧张而刺激

陈冲、王迅友情出演。

的大戏。

启。这是疫情对电影行业影响
的最显著的例证。如今，随着《我
和我的家乡》《姜子牙》《夺冠》
等大片的回归，影院票房正逐
步复苏，但在电影市场被激活
的这段时日里，仍有一些还未
上映的影片。

田壮壮作为中国第五代

这部许多人心中迟到已

导演的代表人物之一，这几年

久的“大年初一”影片，终于

却基本没在导片子，反而转做

要来了。该片仍由陈思诚执

演员出演了好几部电影，表

导，该系列案件在“曼谷夺金

演还深受好评。而影片《鸟鸣

杀人案”“纽约五行连环杀人

嘤嘤》是田壮壮阔别十年的导

案”后，即将进入“东京离奇

演新作，剧本改编自阿城的小

谋杀案”环节。此次前去东

说《树王》，讲述了二十世纪

京是受侦探野田昊的邀请。

03

六十年代，保树护树的树王与

《鸟鸣嘤嘤》

知情进行斗争的故事。主演是

《唐人街探案 3》

榜”中的侦探们也将闻讯赶

浩（黄毛）获最佳男配角提名

来，进入挑战其中排名第一的Q

的章宇，以及周奇、李宛妲，

也将现身，最强神探较量即将

阵容相当令人期待。

展开。

从运动题材的《破风》

《第一炉香》是许鞍华

《激战》，到战争类题材的

执导的一部剧情爱情片。该片

《湄公河行动》《红海行

改编自张爱玲的成名作《沉香

动》，电影的场面越拍越大，

屑·第一炉香》，当代作家、

完成度也越来越高，导演林

文学家王安忆担任编剧，马思

超贤终于拍出了属于自己的类

纯、俞飞鸿、彭于晏、张钧甯

型。《紧急救援》依然是一

等主演。影片讲述了上海女孩

部让人肾上腺素飙升的电影，

葛薇龙到香港求学，被花花公

06

讲述了一场惊险的海上救援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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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RIMASTER世界侦探排行

凭借在《我不是药神》中饰彭

05

《紧急救援》

04

据悉，在这次的东京大案中

务。直面重大灾难的挑战，生

子琪乔吸引后的故事。虽然该

《第一炉香》

片的选角引起了不少争议，但

与死的时速比拼，这就是紧急

原著、编剧、导演的人选还是

救援。

可以让我们值得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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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场地址：杭州钱塘新区农业开发区十六工段杭州大江东能源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13362198119（丁先生）/ 0571- 82127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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