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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00后终结韩国人“五连冠”

胡耿军夺得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冠军，昨日广东选手载誉归来

□

本版统筹 信息时报记者 黄艳

本版撰文 信息时报记者 黄艳 晏文龙

通讯员 粤仁宣 穗人社宣

本版摄影 信息时报记者 叶伟报 实习生 周茜

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俄罗斯喀山闭幕，广东选手共

有 22 名选手参加了 20 个项目比赛， 获得 8 金、3 银、1 铜

及 8个优胜奖的辉煌战绩，金牌数量占全国一半。在本届赛

事中，广东选手在数控铣、数控车、综合机械与自动化、制造

团队挑战赛、移动机器人、砌筑、混凝土建筑、时装技术 8个

项目赛事中斩获了金牌。 这些金牌选手大部分是 95 后，其

中还有 00后，在世界技能大赛的舞台上，他们用施

展精湛的技术，实现了广东省“数控铣”三连冠；

打破了韩国在移动机器人项目上的“五连冠”。

昨日下午，广东省参赛的全体选手、专家、翻译

载誉抵粤。

胡耿军：从入学时什么都不会到世界冠军

（项目：移动机器人）

今年 18 岁的胡耿军老家揭阳，

2016 年 9 月入读广州市机电高级技

工学校机电一体化

（自动化方向）

五

年制专业。 今年只有 18 岁。

此次世赛中， 他与来自云南技

师学院的选手跨省联手， 最终获得

这枚来之不易的金牌。

胡耿军的教练广州市机电高级

技工学校的老师庞春介绍， 该项目

的题目会提前一年告知 70%的内容，

另外 30%的题目是现场变化的，考察

选手的应变能力。“今年的题目是模

拟工厂物流分拣，从零开始设计。 现

场变化的是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场

地， 场地上设置了很多障碍、 坡度

等， 设计出来的机器人应该具备灵

活性，能成功避开障碍，能适应场地

需求。 而且项目本身很具有观赏性，

选手们设计出来的机器人五花八

门，各有不同。 ”

该项目历年来都是韩国的强

项，此前韩国已经实现了“五连冠”。

庞春称，在整个比赛中，胡耿军设计

出的机器人在分拣上有失误， 但胜

在体积小， 灵活度高， 速度快等方

面，力压韩国队。 胡耿军也在该项目

上实现了金牌零突破。

胡耿军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通过参加世界技能大赛移动机器

人项目训练使我快速成长。 ”他出生

在农村普通家庭， 小时候父亲经常

外出打工， 母亲在家也是靠打零工

维持家庭生计和供他读书， 在初中

毕业后，他报读了技校。 之所以选择

技校， 他说，“是为了争取学习一技

之长，早日工作为家庭分担负担。 ”

2017 年， 他加入了学校世界技

能大赛移动机器人项目集训队训

练，“起初在这个陌生的专业里我什

么都不懂， 软件不会用， 程序不会

写， 每当师兄用机器人完成各种动

作时我总是羡慕不已。 为了能追上

师兄们的脚步， 我通过网络翻译软

件自学英文编程资料， 在教练带我

们完成入门学习后， 有不懂的地方

我就向教练和师兄们请教， 现在看

来简单的 PID 调节和运动控制当时

却是我的拦路虎。 在通过持续一个

多月的加班熬夜后我终于能控制机

器人完成简单的动作， 我发现看似

无聊的机器动作里蕴含着无尽的乐

趣。 ”

胡耿军介绍，在以往集训阶段，

他也是不停地给自己“加压”。 在那

两个星期里， 他早上八点训练到晚

上 12 点多才回宿舍，中午吃完饭就

回到训练场地继续训练。 有没有想

过放弃或者逃避？ 他坦言，经常有这

样的念头， 但常常回头一看教练和

师兄们都在不眠不休的努力备赛，

他又充满战斗力。

田镇基：让数控铣项目实现“三连冠”

（项目：数控铣）

1997 年的田镇基在参加比赛时，坦

言压力很大， 因为数控铣项目是广东的

强项，此前已经连续两届均是金牌成绩。

“压力大，导致我在参赛前一个月状态不

是很好，总是很着急，经常漏了题目中要

做的步骤”。 他很快发现了自己的问题，

通过加强训练来克服问题。“即使在后期

训练时，在战略上开始减量时间，但我并

没有，仍然每天坚持训练 10 个小时”。

在参赛的过程中， 他说也存在失误，

例如在尺寸上出现了差错。“我告诉自己

别紧张，保持镇静，别因此影响了后续的

发挥。 ”4 天的比赛除了这次去除材料时

出现了一点小失误， 一切都在自己的计

划中。 虽然去之前，田镇基称，目标是保

证“三连冠”，但当自己真的被宣布为冠军

的时候，还是非常欣喜。 他说，现在回忆

起之前的压力，一切都是值得的。

郑玉辉：22 小时内完成“自动倒酒机”

（项目：综合机械与自动化）

郑玉辉的项目是综合机械与自动化

项目， 这次他的考题是做一个“自动倒

酒机”， 看到考题的那一刻他很镇定。

在他看来， 因为平时训练强度大， 准备

充分， 比赛的考题要比他平时训练的还

容易。

“这次我在 22 小时内完成，它就是一

个工业机械手，对精度也有较高的要求，

能拿准酒杯，稳当地倒酒。 ”相对于其他

选手，他觉得他还胜在速度比较快，22 小

时内顺利的完成了制作， 很多选手在规

定的时间内还没做完。生于 1997 年的他，

比同龄人淡定许多，他说，在比赛前他定

过目标要拿冠军，有一定的底气，也有信

心。 他认为他归功于准备充足，“训练阶

段， 我基本都是早上 8 点训练到晚上 12

点”。

昨日，郑玉辉的家人都从广东各地赶

来接机。 他的二姐郑春柳从佛山赶来，她

说，“郑玉辉以前很爱玩，中考成绩也不理

想，家人就给他挑选了适合动手的技校让

他就读。 送他进入技校的时候，从未想过

家里会出一个世界冠军。 我们当时就希

望他能学一门手艺，将来好找工作。 但学

着学着，郑玉辉越来越感兴趣，从中找到

了乐趣和挑战。 ”她说，弟弟这一步步走

来，也有过灰心的阶段，但家人对他义无

反顾的支持。

“从开始到结束一共准备了 650 天”，

陈子烽对自己准备世界技能大赛的时间

记得十分清楚， 他特意在手机里下载了

一个 APP 用于计时。

一路走来到获得砌筑项目的金牌，

陈子烽感觉“成长了很多，这一路都要坚

持再坚持，要一直鼓励自己不要放弃，还

要相信自己有实力夺金。 ”回想起这次比

赛， 陈子烽印象最深的是，“有几个模块

工作量很大，第二天速度稍微慢了一点，

这可能导致任务无法完成。 ”重压之下，

陈子烽决定在第三天加快速度，“第三天

速度非常快， 最后两个小时砌了差不多

150 块砖。 ”第三天的发力让陈子烽在最

后一天轻松不少， 这也奠定了他夺冠的

基础，“到了第四天比其他选手都轻松一

些，后面都能做的很好”。 当陈子烽放下

工具后， 如释重负， “我觉得尽我自己

最大的努力做完就 ok 了， 没有什么遗

憾了。”

拿到金牌后，陈子烽认为自己的经历

将会鼓励其他人：“用自身的正能量去影

响周围的人，让他们更有热情的去学习，

让他们觉得来技工学校也是可以的。 ”

陈子烽：用自身经历鼓舞他人

（项目：砌筑）

胡耿军（左）在比赛现场操控移

动机器人， 他与队友合作夺得该项

目冠军。 通讯员供图

陈子烽 （左一）、

胡耿军（左二）与夺得

时装技术冠军的温彩

云（左三）及混凝土建

筑项目冠军李俊鸿 。

小图为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