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新闻 15CHONGQING DAILY

2019年4月 18日 星期四
编辑 王濛昀 责编 张信春 美编 乔宇

在技术人员云集的船舶制造领域，
有这样一群人——如今，他们要入行，
研究生学历只是“起坎”，成长周期长达
10年以上。

同时，他们整天在船舶机舱等地钻
来钻去，经常又汗又臭、满身油污。

他们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如果疏漏
了一个问题，就可能导致船舶及所载人、
货的损失，甚至威胁整船人的生命……

入行门槛高、专业难度大、工作内
容又攸关生死——他们，就是验船师。

验船师个个都有“职业病”
“啰嗦”和超越常人的细心

“专门查错，不许犯错”是验船师的
座右铭。

一艘船舶，从设计、建造到投用，验
船师必须全程监控、检查全过程中可能
出现的任何问题，并指导解决。

一艘船舶，特别是大型船舶，拥有
数不清的构件、装置，要检查出每个具
体环节可能存在的问题，该需要多么庞
大的知识库和丰富的经验？

“10年前，老师带着我第一次检
验大船，虽然已学了很多理论知识，但
我还是有一种望洋兴叹、无处着手的
感觉。”4月5日，站在靠港的“长江黄
金2号”豪华邮轮面前，看着这艘江面
上150米长的庞然大物，36岁的中国
船级社重庆分社青年验船师宋江昊十
分感慨。

他多次说，自己能成长为一名合格
的验船师，离不开老师们的传帮带。

这个行业里，由于技术复杂、专业
方向多，每个人都有很多老师。

当天，宋江昊和其中一名老师，中
国船级社重庆分社高级验船师刘树明
一起，来到朝天门码头，对即将开赴宜
昌的“长江黄金2号”作开航前的重要设
备确认检查。

在“长江黄金2号”的“大脑”——驾
驶室里，刘树明站到操舵系统前，检查
操舵系统，操舵、计时，再重复多次。

“舵的反应时间有点长了，这会影
响船的转向速度。”刘树明让船长立即
通知轮机人员进行调整，然后再次反复
计算时间，直至确认达到要求。

另外，刘树明和宋江昊还发现了船
上一处信号灯损坏，并让工作人员立即
进行更换。

接下来，两人前往机舱。现场道路

曲折、环境复杂，刘树明提醒记者“小心
脚下”，说了不下数十次。

在机舱几个重要设备前，刘树明
不厌其烦，一个问题要反复确认好几
次才罢休。这种自然流露的“啰嗦”和
超越常人的细心，在宋江昊看来，是每
个验船师都有的“职业病”。“毕竟船要
是一出事，牵涉到的可能就是一条条
生命。”

检验上万个关注点
不放过每条焊缝每颗螺丝钉

“老师，再给我讲讲应急电源吧。”
“老师，关于灭火站操作规程，你还

有什么要说的？”
……
如今，宋江昊已经可以独当一面，

但他仍然抓紧时间向刘树明请教各种
问题。

刘树明介绍，船舶检验涉及上千个

环节，上万个要关注的点：船体结构、动
力装置、电气设备、涂装、环保……

每一艘船的种类、设计、结构都有
所不同，复杂多样的实际环境，对验船
师技术专业的深度、复合性和经验都有
很高要求。

像刘树明这样的高级验船师，至少
要完成300艘以上各类船舶的建造、营
运、电气检验。

类似“长江黄金2号”这样的大船，
建造周期长达一年半，从图纸开始，由
船体、轮机、电气等各个专业的验船师
组成的团队，就开始轮番检验，总共要
耗时300天。在实际建造过程中，每一
条焊缝、每一颗螺丝钉，都必须经过他
们的双眼仔细审视。

仅是检查焊接质量，验船师就必须
要踩遍船上的每一个位置，还经常要钻
到已经焊接成型的狭窄空间里。

例如双层底（船底狭窄的空间），
入口比窨井盖还窄，验船师需要在其
中爬行十几二十米，才能到达较为开
阔的一处底舱，然后又爬进下一个入
口……验一艘船，得像这样爬上百来
次。夏天时最困难，双层底里的温度
可高达80℃，验船师只能在凌晨进去
工作。

在刘树明看来，这一行工作环境艰
苦，体力消耗大，收入却并不比其他技
术性行业高，因此，要坚持下来，需要信
念和情怀的支撑。

但凡中国船级社重庆分社有年轻
验船师进来，刘树明首先教他们三件
事：第一，这个职业责任巨大、风险巨
大；第二，必须公正细致、一丝不苟；第
三，你要付出比其他行业多得多的努
力。

而这些，也正是刘树明的老师黄浩
教给他的。黄浩前些年已经退休，他在
职业生涯中，见证了国内造船行业和技
术的发展。

过去，造船行业不发达、检验方式
也很单一，检验规范及技术标准也不够
完善，工作中更多是靠前人留下来的经
验。

现在，检验规范、法规、标准已经是
厚厚的一摞，船舶新类型和新技术也日
新月异，验船师这个职业就更得“干到
老学到老”。

为人公正诚信
才谈得上技术的真实客观

任何年轻的验船师，都会遇到一些
“艰难时刻”。此时，老师的传帮带显得
尤其重要。

一次，宋江昊去检验一艘船舶的轮
机轴系安装，理论虽都懂，但在检查安装
间隙时，他拿着工具量来量去，老感觉没
手感，无法判断自己量得对不对。

正在纠结之际，刘树明来到他身
旁，将量具插到间隙中，再让宋江昊去
感觉精度。一次不行，又示范多次，直
到宋江昊完全掌握。

宋江昊说，老师不仅仅是在教他知
识和技术，更是在帮他建立自信，这对
他的职业发展至关重要。

同样，刘树明年轻时也遭遇过类似
的困难。在一次轴系的运转试验中，刘
树明发现中间轴承的温度过高，怀疑是
安装时对线没对好，但一检查，两端对
线是满足标准的。百思不得其解间，黄
浩让他检查轴承的中段安装到位没有，
一查，果然有一点误差，这对刘树明产
生了很大帮助。

轴承方面的检验技术，由黄浩传给
刘树明，又由刘树明传给宋江昊。同时
传承下来的，还有老一辈验船师宝贵的
职业操守和品格。

刘树明回忆，黄浩一旦投入工作，
就会变得极为专注。当时船舶轴系的
扭矩需要人工计算，黄浩常常一算就是
几天，废寝忘食、一丝不苟。现在虽然
都是用电脑建模来计算，但是黄浩这种
细致和忘我的状态，仍然深深刻画在刘
树明心中。

如今，关于船舶的规范法规更加全
面，船的体型变得庞大，技术日益复杂，
影响航行安全的因素越来越多，验船师
肩上的责任越来越重，风险也越来越
大。在验船的过程中，更加强调团队合
作、交流。

对此，刘树明认为，验船师的成长
并不是千篇一律。每个人的特长不一
样，有的人喜欢设备理论，有的人喜欢
设计或者操作，你能看出的问题，别人
不一定能看出来，反之亦然。因此，验
船师多学习别人的长处，归纳总结形成
自己的一套方法，“传帮带”也必须因材
施教。

老师传授给自己最重要的财富是什
么？刘树明和宋江昊的回答都是：不仅是
知识和技术，更重要的是为人要正直。

他们说，船舶的检验结果关系到船
东、船厂的利益，更关系到船上每一个乘
客的生命安全。验船师要以规范法规等
技术标准为依据，为人公正诚信，才谈得
上技术层面的真实客观。唯有这样，才
能把好船舶质量的“终极关卡”。

入行门槛高，专业难度大，工作内容攸关生死——

验船师 为船舶质量把守“终极关卡”
本报记者 白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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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验船行业里，由于
技术复杂、专业方向多，
每个人都有很多老师。
能成长为一名合格的验
船师，离不开老师们的传
帮带。

■但凡有年轻验船师
进来，刘树明首先教他们
三件事：第一，这个职业责
任巨大、风险巨大；第二，
必须公正细致、一丝不苟；
第三，你要付出比其他行
业多得多的努力。

■如今，船的体型变
得庞大，技术日益复杂，影
响航行安全的因素越来越
多，验船师验船的过程中，
更加强调团队合作、多方
研讨交流。

红色主题活动
传承红色基因

在潼南一中校长张世国看来，主题活动是
学生生命得以表现的基本形式，活动过程是激
发学生内在潜能的过程，也是使学生不断地自
我觉察、发现自我、弘扬个性、完善健康人格的
过程。因此学校多年来科学规划，积极开展各
种主题教育活动,升旗仪式、主题班会、“学雷
锋”志愿者活动精彩纷呈，深学笃用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培育和践行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

教育不是注满一桶水，而是点燃一把火。
在“传承先烈遗志，重温入队誓词”少先队员红
色教育活动中，组织学校初一全体少先队员赴
潼南区双江镇参观杨尚昆故居和杨闇公烈士
陵园，了解革命烈士的生平事迹，学习先烈的
革命精神，培养学生的爱国主义精神。重温少
先队员入队誓词，增强学生的集体荣誉感和归
属感，感受信仰的力量，选择正确的人生目标

和方向。“我和我们的中国梦”主题演讲比赛，
以主题演讲的方式，围绕“识梦—筑梦—圆梦”
的价值主线，让学生理解中国梦的本质和内
涵，将个人梦和中国梦结合起来，丰富学生的
课外生活，锻炼学生的演讲能力、口才表达能
力，促进学生综合全面发展。

爱心公益活动
培养感恩少年

爱心公益活动是学校德育系列体验活动
之一，也是学校德育工作亮点中的新生长点。
作为潼南区“优秀志愿团组织”，一中师生在每
年的学雷锋活动中，对教师宿舍、汽车站周边
卫生死角、乱张贴等进行清理，用实际行动让
雷锋精神代代相传，永不熄灭。并通过主题班
会、讲述、讨论、宣誓的形式，使学生懂得爱心
要从平时的一点一滴做起，用实际行动来践行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值得一提的是，“潼南八方义工”志愿者协

会的会员体育老师徐广，从事志愿者活动多
年，个人服务时长长达几百个小时。徐老师还
在2017年负责成立了“潼南蓝天救援队”，并
积极带领志愿者投身于2018年夏季潼南的抗
洪抢险救灾中，帮助减灾和灾后恢复。针对潼
南江北特殊教育学校的95名先天带有缺陷或
后天心理有障碍的孩子们，该协会所有志愿者
从2015年至今的关爱从未停止过。这种关爱
也时时刻刻影响着一中的学生，培养关心他
人、服务社会、忠于祖国、道德高尚的有用之
才。

开展阅读活动
促进内涵发展

良好的阅读习惯为学生人生发展奠基。
学校以阅读活动为着力点，学校张贴栏、教学
楼走廊墙报里随处可见的美文美诗，为学生营
造适宜的阅读场景，让校园处处充溢着书香。
并开展了一系列主题读书活动、知识讲座、辩
论赛、课外知识探讨，夯实学生的基础，提升学
生的内涵。

就在2018年12月，学校被评为2018年度
重庆市潼南区全民阅读书香学校。在各种阅
读活动浸润中，我们也看到了一中学生的成
长。在演讲、朗诵及征文活动中，朱以竹、黄小
娜、陈巧、刘纯兵、张婧娟、胡相阳等多名老师
指导的学生都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2018年 12月，在潼南区“中华魂读书活
动”征文比赛中多名学生获奖；学生吉欣雨获

“潼南区红旗飘飘”朗诵比赛二等奖；学生罗杰
尹参加“书香校园”征文比赛获奖；学生在书刊
《2018潼南文化》上发表作品；学生获“潼南区
2017年度校园文学奖”高中组二等奖。

丰富文体活动
提高综合素质

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最好的素质教育是
熏陶出来的。校园艺术节、书画摄影作品展
览、趣味科技竞赛、足球、排球、篮球、兵乓球比
赛……不同类型却精彩纷呈的各项活动成为

同学们最幸福的期盼，也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学生参加国家级、市级、区级的各种学科竞赛、
才艺大赛、机器人大赛、青少年创新设计大赛、
航模比赛等，获得国家级一等奖2人次、二等奖
4人次；获得市级一等奖5人次，二、三等奖28
人次；获得区级一、二、三等奖40人次。

“丰富多彩的活动，可以让学生发现自己
的禀赋、兴趣、爱好和特长，在熏陶学生的文化
素养和审美情趣的同时，为学生的表现和发展
提供充分的条件和正确引导，无论是球场上展
示的拼搏精神,还是书画展上感受到的艺术情
趣；从主题班会上展示出的组织能力和表现能
力，到文艺汇演中洋溢出来的澎湃激情，都使
他们的未来有了更多的可能性。”一中团委书
记唐广表示，文体活动的有序开展给了学生施
展才华、发挥个性特长的空间，全面提高了学
生文化素养和身体素质。

开展国际交流
拓宽学子视野

为给学生创造更优质的学习氛围和更好
更多的学习机会，潼南一中开展了多项国际交
流活动。从去年开始，学校与德国GE文理中
学开展了多层次的教育交流，促进教师的专业
成长，助力学生全面成长。

在德国林特尔恩市代表团访问潼南座谈
会上，双方代表签订了两校的合作交流意向
书，在语言、文化和教育等方面深入交流的同
时，也促进了中德两国在教育教学方面的良性
互动，实现了教育资源的有效互补。

今年4月刚刚结束的与德国GE文理中学
的交流活动中，成功实现了师生之间的互访。
德国GE文理中学的学生入住中国寄宿家庭，
负责接待德国学生Malte的孙也力同学说，

“这种互动方式很新颖，这10天和Malte一起
上课共同学习，周末一起参加家庭活动，进行
生活体验，不仅我们之间建立了深厚的跨文化
友谊，也增进了两国之间的文化尊重和国际理
解，拓宽了我的国际视野。”

谭茭 万芮杉 蒋伟希 图片由潼南一中提供

学校运动会精彩纷呈

为贯彻落实全国
及 重 庆 教 育 大 会 精
神，重庆市潼南第一
中学校作为潼南唯一
的一所单设高级中学
校，秉承“为每一位学
生 未 来 成 功 人 生 奠
基”的办学理念，不断
探索德育工作创新机
制，不断促进学校内
涵、特色发展，全面落
实立德树人的根本任
务，办学质量稳步提
高，社会知名度和美
誉度不断提升。

从红色主题活动
的誓词、阅读活动中
的琅琅读书声，到辩
论 赛 思 维 敏 捷 的 辩
论；从每年爱心满满
的公益活动，到穿过
大洋彼岸的国际交流
活动……属于潼南一
中的校园主题文化正
在点滴中积水成渊，
形 成 自 己 的 办 学 特
色，进一步丰富学校
办学内涵。

潼南一中 用特色活动为每个学生加油助跑
校园文化积水成渊 活动主题异彩纷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