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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都“最美交通追梦人”亮相
“与祖国同行暨最美交通追梦人颁奖典礼”

26日举行，经过行业前期推荐、主流媒体集中宣
传、百万网友积极票选、专家组认真评审并公示，
成都首届64个“最美交通追梦人”正式亮相。

今年3月中旬，由成都市交通运输局会同市
委宣传部、市精神文明建设办公室组织开展的首
届“讲述蓉城交通故事·寻找最美交通追梦人”评
选活动正式启动。

6月3日起，87名候选人进入网络投票环节，
他们全都来自交通运输第一线，包括公交、地铁、
出租、公路、航空、道路客货运等诸多行业。网络
投票活动参与总数为103万次。

近日，评审组结合候选人具体表现及网络投
票等情况，最终确定李天琪、李斌、吴映禄等“优
秀驾驶员”35 名，刘琳、苏勇、赵爽等“优秀服务
个人”22名，锦城公司“红旗车队”等“优秀班组”
7个。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严丹

如今，杨文浩一边忙着自己上
课，一边忙着给人上课。作为研究
生，他尚未毕业，但他同时已经是交
通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近来主要
忙于训练新的备赛选手。“比赛只是
手段。”他知道，相比于技能提升，更
需要努力改善的，是社会氛围和人
们的观念。“就好比德国之类的国
家，很少拿奖，比赛当玩，但没人说
他们不是技能大师辈出。”

而当“状元”光环下的鲜花和掌
声渐散，杨文浩觉得，或许比起这些
待遇，自己最重要的收获，是被承认
——对他的承认，对技术人才的承
认，对工匠精神的承认。毕竟比起更
多同龄人而言，自己因为这份承认，
已经提前走上了一条宽广大道，不
再迷茫，信心满满。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图据受访者

川大华西医院芳草门诊部挂牌
家离三甲医院太远？想挂华西医院专家号太

难？成都高新区芳草社区的市民有福了。7月8日
起，四川大学华西医院专家将常态化到芳草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坐诊，芳草社区的市民在家门口就
可挂华西专家号。

6月26日，成都高新区与四川大学华西医院
“嵌入式”医联体托管协议签约暨“四川大学华西
医院芳草门诊部”挂牌仪式在芳草街道举行。根
据双方的战略合作，成都高新区芳草社区卫生服
务中心的法人代表，改由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全科
医学科主任李双庆兼任。

那么，市民如何挂“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芳草
门诊部”的专家号？在这里可以看什么病？

“‘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芳草门诊部’启用后，
第一批来的医生将聚焦社区医疗卫生服务的基
本需求，即我们的全科医生及心脑血管科、呼吸
科、神经内科、内分泌科、康复科、营养科等科
室的医生们会先过来进行常态化坐诊。”李双
庆告诉记者，通过华西医院的线上线下平台，
市民可具体了解华西某专家在芳草社区服务中
心设置的诊室和服务机制，也可通过这些平台预
约挂号。

“依托华西医院优质医疗资源，助力高新区
政府为辖区内群众提优质高效的医疗服务，解决
老百姓看病难的问题。”李双庆表示，这种“三甲
医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的“嵌入式”医联体模
式，在全国尚属首创。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实习记者 彭祥萍

成都环保产业总产值
明年力争达到千亿元

绿色产业的蓝海有多大？6月26日下午举行
的一场签约会或许能回答。

在成都市举行的“2019环保产业成都商务交
流会暨签约仪式”上，成都市生态环境局、金堂县
人民政府与全联环境服务业商会正式签署战略
合作框架协议。成都市生态环境局介绍，明年成
都市环保产业总产值将力争达到千亿元。

根据框架协议，合作方将依托成都“一带一
路”战略交汇点和国家泛欧泛亚开放门户的开放
区位，广泛开展双向国际合作交流，积极借鉴吸
收发达国家积累的先进环保科技和有益经验，同
心协力推动先进环保技术和产业走出国门。成都
市将充分利用环境商会会员企业的关键技术和
核心科技的研发，促成一大批拥有知识产权和国
际竞争力的先进环境企业落户，在成都市形成环
境产业集聚基地，拉动环境产业投资增长，为成
都市经济发展提供新的支撑点。

“成都正在加快建设美丽宜居公园城市，
为发展环保产业提供了巨大的市场空间、有利
的发展机遇。”成都市生态环境局副局长易波
表示，成都环保产业发展基础稳健，投资领域
众多，2018年，成都344户节能环保规模以上企
业实现主营收入 782 亿元，下一步将加快完善
生态价值核算机制及转化通道，实施产业绿色
升级和绿色供应链工程，力争到明年全市环保
产业总产值达 1000 亿元。“本次合作协议的签
署将进一步深化成都与有关各方在生态环保
技术研发、产业论坛、商务交流、项目投资等方
面的务实合作，推动成都节能环保产业能级迅
速跃升。”

将产业发展目标瞄准到明年跻身千亿级产
业集群，成都将通过怎样的路径来实现？易波透
露，具体而言——

在环保产品生产与设备制造产业集群方
面，成都将以先进污染防治设备生产制造产业
为方向，以大气、水污染防治装备，废弃物处理
装备和环境监测设备制造产业为核心，重点引
进和培育国内外具有影响力的装备制造和仪器
仪表设备生产企业，吸引产业链横向纵向中小
微企业同步入驻，形成制造业专业化分工和协
作网络。

在环保服务产业集群方面，成都将以锦江、
青羊、成华为中心，辐射全域打造总部经济，发展
环保咨询、环保管家、环保金融、环境监测等服务
业，建立成都市环保产业信息服务中心，对产业
发展进行采集分析和政策评估。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李彦琴

509分“状元”

高考带给杨文浩的影响很大。以至
于，几乎每年6月，杨文浩都会在朋友圈，
追忆那年高考。

去年，他还晒出过一份《招生考试报》
的照片，里面是密密麻麻的专业和录取指
标。他告诉记者，当年，自己对外面的世界
所知甚少，几乎就是靠着这么一份《招生
考试报》完成志愿的填报的。

1995年出生的杨文浩，在遂宁的乡
下，由爷爷奶奶带大。父母常年在外，对于
他的学习甚至高考，干涉得并不太多。

许多人觉得，杨文浩在汽车技术上都
成了世界级大师了，那小时候一定天分过
人。而事实上，“上大学前我都没怎么碰过
汽车。”

他说，自己小时候成绩中上，高中成
绩中等，从未参加过兴趣班，也没有学过
别的才艺。

到了高考出分时，他既不惊喜也不失
望：509分，正常发挥，超出当年四川二本
录取线17分。

报什么志愿呢？老师问他，你对什么
最有兴趣呀？彼时，杨文浩比较茫然，对许
多专业还不太了解。

“而且我这个分数，其实能选的也不
多。”他回忆当时，报二本院校有可能落
榜，三本院校又学费太贵。他最想选西华
大学的土木专业，因为觉得全国各地都在
搞建设，不过分数可能“悬”。在厚厚的招
考公告中，他看到了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同西华大学联合办学的汽车服务工程
专业，当年正是首批招生。

“这个我觉得可能有戏。”于是，他做
出了这个选择。最终，他以过线3分的成绩
被录取，他觉得“还挺值的”。

杨文浩所选的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其
实在职业院校通常还比较受欢迎。就业的
主要方向，是汽车售后服务，要掌握汽修等
技能，许多毕业生未来会进入车险公司或
者4S店等等。不过，和专科生略有不同的
是，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同西华大学联
合办学的这一专业，是本科专业，意在培养
兼具理论知识与动手能力的人才。

如果说刚入学时，杨文浩还不知道未
来自己要成为什么人，做什么事，那么在他
初次知道世界技能大赛的时候，似乎方向
就不那么模糊了。

大一的时候，老师做了一次关于世界
技能大赛的宣传及介绍，然后在校内海选
有兴趣的同学加入训练。杨文浩就报了名。

“真正全身心投入训练，是从大三开
始。”杨文浩的大一大二，除了日常课程打基
础，最重要的“训练”，其实是英语提升和体
能提升。他甚至办了两年的健身卡锻炼，“因
为参加世界技能大赛英语不能差，赛题和沟
通是全英文，并且比赛4天8个板块，对体力
要求太高了。”

到了大三开始，他就全身心投入，开始
备赛。

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感觉到社会对于
技能人才的关注和重视，开始有了明显的
变化，因为各地都在备赛，力度也很大。但
自己能拿个什么名次，将来会怎样，他坦
言，“没想太多”。

一路很顺畅，他从校内的选手变成了
四川队的选手，再作为四川唯一的选手同
其他省市的选手PK，进入了只选10人的“国
家训练队”。再经过至少五六轮的筛选后，
成为了最终代表国家参加世赛的“汽车技
术”赛项选手。

至于为什么是自己，他说，自己的英语
和体力稍好一些。技术嘛，“也还行”。毕竟一
同训练的选手，大多是从中职到大专多年深
耕技术的佼佼者，而他高考后才接触专业。

自己的天分，他不否认。全专业只有一
个西华大学的保研名额，作为专业成绩第
一，参赛之前，他已保送了研究生。

听一听发动机响，杨文浩就知道车子有
没有故障。以这样的才华，他已经有很多选
择。其实，即便到了得知自己在世界技能大赛
上拿了奖的那一刻，他依然觉得，自己以后要
按部就班地找工作，找个好工作。

同专业的同学，不少去了保险公司。学习
同类专业的专科生，可能会进入诸如宝马、奥
迪之类的4S店，“如果当上个小组长，一个月
也会有差不多过万元的收入。”

不过，他没想到的是，当自己出战归来，
许多荣誉和待遇也纷纷而来，甚至改变了未
来的生活。

从国家到地方，以及集训地所奖励的
奖金，“总共加起来差不多有100万。”这笔
钱超出他的想象，除了贴补家用，他买了房
子和车。

“全国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的
荣誉称号，他也拿到了。并且依照现有政策，
世赛拿奖归来，他已直接在技能人才的队伍
中连跨五级，直接晋升为高级技师，可享受副
教授同等待遇。

要知道，国家技术性职业（工种）和职业
资格证书，分五个技术工人职称等级：初级技
能、中级技能、高级技能、技师、高级技师。而
技术人员要从初级技工成长为高级技师，通
常需要十几年甚至数十年的时间。

大约半年前，四川省人社厅公布了第五
批15个四川省技能大师工作室名单，杨文浩
汽车维修工技能大师工作室赫然在列。工作
室，就设在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内。许多学
校和企业开始纷纷邀请杨文浩去做讲座，给
出的亮眼头衔，是“大国工匠”。

整个6月，高考带来的热度，似乎不输给夏天的烈
日。进考场、等出分、报志愿、盼通知……所有人的目光
也都随着考生们一起，聚焦在了这重要的每一个节点。

“95”后杨文浩也一样。6月6日，他的思绪，回到了
自己高考前夜，然后发了条朋友圈：“距离高考结束已6
年”。

6年前，杨文浩走出考场，发挥正常，最终得分509
分。然后，他“压线”考取了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同西
华大学联合办学的汽车服务工程专业，在四川交通职业
技术学院度过了四年大学时光。

看上去，这个分数与选择，距离“状元”的光环甚远。
但也正是因为这个分数与选择，杨文浩迎来了另一

种“高光时刻”，成为了另一个版本的“状元”。

正常发挥
以过线3分的成绩被录取

耕耘

参赛
除了日常课程

还要训练体能和英语

另一种高考人生
在汽修大师路上

收获

载誉
年纪轻轻成高级技师
可享副教授同等待遇

这一路，最重要的收获：
“工匠精神被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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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技能大赛获奖证书

杨文浩

全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证书全国青年岗位能手证书

不到两年前，他作为全国选拔出来的技能“状
元”，代表国家，站上了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赛场，
在汽车技术这一门类中斩获银牌，为国家实现了这一
项目奖牌零的突破。

转眼间，6年前的考生们，人生已到了迎接社会竞
争与检验的阶段。而杨文浩也走上了自己新的人生
路：西华大学保研在读；提前在四川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任教；直接晋升高级技师，待遇可等同于副教授；由
四川省人社厅授牌，成立杨文浩技能大师工作室……
还有参赛后收到的各方奖金约100万元。

“我也有焦虑和压力。”他说。只是对比许多同龄
人，他的压力来自既定方向的努力，而非未来如何
选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