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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次参加技能竞赛
一路闯到国家集训队

婚礼上的花装饰大都和
童话一样美得令人惊艳，但你
一定不知道，在山东济南有一
位专攻花艺的小伙子，他不仅
能够做出婚礼所用各种花饰，
而且水平还不低。

他叫高鹏，2001年出生，
就读于济南市技师学院酒店
服务与管理专业。刚刚接触花
艺一年，高鹏就取得了第45届
世界技能大赛全国第六名的
好成绩，成功进入由前十名组
成的国家集训队，共同争夺

“全国第一”这张世界技能大
赛决赛入场券。

“拿出工具做花艺，大家都
搞不清这是在做木匠还是在搞
装修。”高鹏的指导教师孙欣介
绍，别看花艺成品精致，制作过
程中用的全是电钻、胶枪、锯等

“大汉”工具。第45届世界技能
大赛花艺项目比赛内容涵盖花
束、花首饰、新娘花饰、植物设
计等12个模块，每一项评分标
准都极其严苛。例如在花束项
目中，每支花都要斜切45°，尾
部必须浸在水里，花束手抓点
要求螺旋无交叉。

值得注意的是，在第45届
世赛国家集训队中，高鹏不仅是
该项目参赛年龄最小的选手，也
是其中的唯一一名“新兵”。

新兵是什么概念？这意味
着本届花艺国家集训队中的
其他九位选手全部参战过上
届世界技能大赛选拔，皆经过
两年以上的系统性训练。而本
次比赛不仅是高鹏的世界技
能大赛首秀，也是他人生中第
一次参加的技能竞赛，这位刚
满17岁的腼腆小伙直接冲进
了全国十甲。

铁丝拧了上百捆
训练时流汗又流血

2017年9月份，年仅16岁
的高鹏进入济南市技师学院
学习，自此和花艺结了缘。“这

是我省第一次参加世赛花艺
项目选拔，我做为全省第一名
获得参加国赛的机会，晋级后
又 获 得 挑 战 全 国 第 一 的 资
格。”高鹏说，在接触花艺项目
之前，自己大致认识10种花，
而现在除了稀奇古怪的品种，
花的种类基本上都认全了。

在孙欣看来，自始至终，
高鹏在训练中的每个模块都
很突出。“他的韧性和抗压能
力非常强，心理素质高，虽然
少言寡语，但在创作上极有灵
气。”孙欣提到，在花艺制作过
程中，有一个小技能是拧铁
丝。对于花艺新丁来说，只有
刻苦训练才能提高拧铁丝的
熟练度，拧得快就能提高作品
完成速度。从普通铁丝拧到环
保铁丝，整个团队用了上百

捆。高鹏在训练中手指都磨出
了泡，一不小心铁丝还会扎到
指甲缝里，真正训练起来，这
个项目是流汗又流血。

训练期间，高鹏总是早上7
点起床，晚上训练到凌晨一两
点、两三点……有时候为了完成
老师制定的创意命题，一天能够
十几个小时不休息，等到老师发
现了，才被撵着去吃饭去休息。

训练全是“惊喜盒”
赛前15分钟才知道花材

进入国家集训队，高鹏也
迎来了挑战世赛的重要关卡。
2019年前，第45届世赛国家集
训队成员将启动“10进3”小组
晋级赛，这意味着想继续在世
赛走下去，高鹏至少要再往前

突破3个名额。
山东选手能否在世赛花

艺中更进一步，高鹏的压力不
小，作为指导教师，孙欣身上
的担子也不轻。“真正在场上
比赛，老师就需要在赛前为选
手制定选材方案，这是最难
的。”孙欣举例，国赛中有四个
模块各有风、沙、水、阳光四个
主题，需要抽签选定主题。选
用不同的方案，用的花材就不
一样。在“阳光”“沙”两个主题
中需选取黄色的花，那么就要
考虑，如果黄色的花在一个主
题中用完了，后面的比赛再需
要怎么办。

除此之外，世界技能大赛
决赛所用的花材全是“惊喜
盒”，比赛前15分钟才能见到
题目和花材，无法提前制定方
案，就必须依靠高鹏的临场应
变能力。孙欣说：“高鹏每天都
会练一套题，为了锻炼这一
点，我们从日常的训练开始，
每天训练之前才告诉他当天
的花材是什么。”

花艺是一个创作性赛项，
参赛选手不仅要有极高的天
赋，还需对项目的热爱和勤奋。

“我现在一天不碰花就手痒
痒。”高鹏说。除了统一的国家
集训基地训练，空余时间，他就

“窝”在校外花艺实训基地，按
照指导教师制定的计划进行训
练。有时候孙欣回学校上课，无
法时时为高鹏盯训，但这位鲜
花少年却从不偷懒。“马上就要
10进3了，除了训练，什么事情
都影响不了他。”孙欣说。

在第45届世界
技能大赛中，花艺作
为我省首次参战的
项目备受瞩目。此次
代表我省角逐全国
第一的“鲜花”小将
年仅17岁，首次参加
技能竞赛便一举冲
进国家集训队。他不
仅是该项目参赛年
龄最小的选手，也是
本届世赛中花艺国
家集训队的唯一一
名“新兵”。

本报济南11月4日讯(记者
尹明亮) 记者如何开展工

作？一份报纸是如何被制造出
来的？记者节快到了，3日，齐
鲁晚报小记者团来到齐鲁晚
报编辑部，了解报纸的生产流
程，也在齐鲁晚报·齐鲁壹点
融媒调度中心一睹智能时代
报纸的融媒发展。

在齐鲁晚报编辑部，了解
着报社不同环节工作人员的
分工，小记者们感受着记者在
追究真相中所需要的严谨作
风。“从记者采访到稿件见报，
原来需要这么多环节的审核，
以便保证一篇新闻报道的严
谨。”一位小记者说。

新闻评论要引导正确的
社会舆论，消息要准确传达发
生的事件，通讯要把更深度的内
容呈献给读者……在一堂新闻
课堂里，小记者们全面地了解着

新闻写作的基本常识。从看到
听，再到发问，齐鲁晚报记者向
小记者们传授着采访技巧。

上完新闻课，再一起看看
齐鲁晚报的融媒体转型。从全
省发行量最大的齐鲁晚报到
已经有1700多万下载量的齐
鲁壹点新闻客户端，齐鲁晚报
也不再简单的是一份报纸了，

来到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融媒
指挥调度中心，小记者们通过
智能大屏直观的感受智能时
代新闻生产的变革。

红点是5万多名分布在全
省各地的齐鲁壹点情报员，蓝点
就是正在各地采访的记者们，在
大屏所显示的地图上，红点、蓝
点交错，各地情报不断传来。

小记者团走进齐鲁晚报编辑部

哇哇！！齐齐鲁鲁晚晚报报已已不不单单是是一一份份报报纸纸了了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当一个齐鲁晚报小记者，
跟我们一起去探索大千世界
吧。在齐鲁晚报小记者团，我
们准备了丰富多彩的研学实
践以及职业体验等活动。

在“小记者上大学”系列
活动中，我们带着小记者走
进各个大学校园，在大学实
验室、图书馆、博物馆里，去
探索大学校园之中积淀下的
故事。

在“职业体验营”系列活

动中，我们带着小记者体验不
同的行业。去银行做个小小银
行家、去医院当一个小医生、
去消防队里做个小小消防
员……让小记者的职业意识
从现在开始萌芽。

在“小小科学家”系列活
动中，小记者将有机会一起去
看看国家级的重点实验室里
是什么样子的、科学家都在开
展什么工作。

在小记者团，我们还有
“工厂大探秘”系列活动，在可
口可乐的生产线上看看饮料

的生产流程、在肯德基的厨房
里亲自参与做个汉堡、在中国
重汽了解卡车发展历史，在通
用汽车的车间里看看工业机
器人如何造出一辆辆小汽
车……在实践中，发现不同工
厂之中的秘密。

申请加入齐鲁晚报小记
者，您可以先加入小记者QQ
群234540182，从群文件中下
载报名表填写后发送至邮箱
357751414@qq.com。您也可
以拨打电话0531-85193855或
15969678226详询。

齐齐鲁鲁晚晚报报小小记记者者纳纳新新了了

小记者们参观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融媒指挥调度中心。

近日，淄博职业学院与
山东鑫旭集团有限公司、山
东慧英通才人力资源管理有
限公司签署协议，为鑫旭集
团培养外籍人才。

根据协议，淄博职业学
院受企业委托，分3批为鑫旭
集团培养共计60名外籍技术
和管理人员。每批接受培训
的时间为2年，主要学习汉
语、机械、电化学，以及企
业文化、中国文化等。山东
慧英通才人力资源管理有限
公司负责从巴基斯坦选拔适
合的人员参加培训。首批10
名巴基斯坦学员将于今年12

月到校开始学习。
据悉，鑫旭集团是一家

以铅酸蓄电池、蓄电池专用
装备研发、生产为一体的现
代化集团公司，在印度、巴
基斯坦设有分厂，是山东省
服务“走出去”战略，服务
国际市场、参与国际竞争的
代表。一直以来，淄博职业
学院坚持面向世界办学，服
务“走出去”企业，为其培
养本地化人才，近年来招收
培养“一带一路”沿线17个
国家的来华留学生500余名。

(冯沛然 苏元彬)

淄淄博博职职业业学学院院为为

““走走出出去去””企企业业培培养养外外籍籍人人才才

本报聊城11月4日讯(记者
周国芳 通讯员 刘泽华)

近日，聊城大学商学院
社会 实 践 服 务 队 走 进 莱 商
银行调研。银行工作人员
以专业的角度向志愿者们
讲了理财以及理财产品的
概念，从银行理财产品具
体分类、投资风险、收益
等多个具体方面向志愿者

们 进 行 了 全 面 详 细 的 介
绍。其中，不少内容与志
愿 者 所 学 知 识十分吻合，
志愿者们也更加形象立体地
了解到了自己课堂所学的知
识。通过“走进银行，了解
理财”活动，志愿者们不进
对理财产品有了更专业的了
解，同时提高了自身实践能
力，受益匪浅。

聊聊城城大大学学商商学学院院
社社会会实实践践服服务务队队走走进进银银行行

资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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