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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4月8日，在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总结表彰
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系统阐明“胸怀大局、自信开放、
迎难而上、追求卓越、共创未来”的北京冬奥精神。北京
冬奥精神引领着卓越体育工匠成才之路，汇聚卓越体育工
匠磅礴之力建设现代体育强国。

准确把握卓越体育工匠的精神特质

卓越体育工匠是指工于匠心、专精体育、臻于卓越的
高素质体育技术技能人才，具备“鲜明国格、聪颖智格、
强健体格、健全人格、卓越匠格”等核心素养和“学习能
力、思维能力、践行能力、竞合能力、创新创业能力”等
核心能力。工于匠心，彰显精益求精、一丝不苟、知行合
一；专精体育，强调干体育、爱体育、专体育；臻于卓
越，意味追求极致、超越自我、超越平凡。卓越体育工匠
是北京冬奥精神和中华体育精神的生动体现。

为国争光、无私奉献是卓越体育工匠的底色。他们用
崇高的爱国精神、可敬的奉献精神，践行了体育强国的使
命，实现了人生价值超越，铺就了卓越体育工匠的底色。

科学求实、遵纪守法是卓越体育工匠的成色。只有科
学务实、向内求索、反求诸己，合规切、磋、琢、磨，寻
求新的“增长极”，才能在勇争第一的体育竞技中保持尊
严，永葆卓越体育工匠的成色。

团结协作、顽强拼搏是卓越体育工匠的亮色。体育的
核心要义是在竞争中合作、在合作中竞争、在竞合中发
展。我国女排精神不仅擦亮了卓越体育工匠的名片，诠释
了合作竞争的奥义，也为中华体育精神增添了一抹亮色。

深刻认识卓越体育工匠的社会价值

培育卓越体育工匠、助力体育强国建设、满足人民群
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筑梦、追梦、圆梦”的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轨迹相向一致，与“立业、兴业、强业”的体育
事业奋斗图景相应相融，与“重体、兴体、强体”的体育
事业坚定追求相连相通。

卓越体育工匠是全民健身主力军。全民健身公共服务
体系被列为体育强国建设的五大战略任务之首。一批以全
民健康提升为宗旨，以全民健身活动为主题，扎根人民群
众、扎根科学健身、扎根社会体育指导一线的卓越体育工
匠是全民健身主力军。

卓越体育工匠是竞技体育先锋队。他们直面问题、排
除万难、顽强拼搏、勇夺桂冠，以自尊、自信、自强的表
现引领社会新风尚，激发社会正能量。以科学身体素质训
练与顽强意志品格锤炼为特征的卓越体育工匠是竞技体育
先锋队。

卓越体育工匠是体育产业新动能。加快体育产业发展
要强化人才创新驱动，具备好学勤学善学、审问慎思明
辨、爱劳精技笃行、竞争合作立人和乐业精业敬业等职业
核心能力的卓越体育工匠能为体育产业发展注入新动能。

着力创新卓越体育工匠的培养模式

奥运五环象征五大洲的团结、竞赛和友谊，“更快、
更高、更强——更团结”的奥运格言与国际社会形势新变
化启发我们对卓越体育工匠培养模式的创新。

创新培养理念。百年变局与世纪疫情相互交织需要新
发展理念破局。坚持将新发展理念贯彻到人才培养改革
中，围绕体育强国和健康中国国家战略，涵育“工于匠
心、专精体育、臻于卓越、格能兼备”的卓越体育工匠培
养理念，让学习在兴趣中发生，让知识在研究中掌握，让
能力在训练中提高，让素质在竞赛中养成，让产业在悄然
中融入，在体育强国建设过程中，充分发挥卓越体育工匠
的中流砥柱作用。

创新培养机制。整合人才培养主体资源，形成“更团
结”的育人共同体。创新体教、体医、体艺、体产、体文
融合机制，打造政府、行业、企业、社会、学校共同育人
体制，搭建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立交桥，健全学知识、研
技术、训技能、赛素养、融产业的培养过程。

创新培养环境。“闭门办体育、部门办体育”的弊端
制约了体育人才培养。卓越体育工匠培养要“更快”融入
体育产业，打造“更高”水平“求真格物致知、求善文明
修身、求美体育艺术、求实社会实践和求创就业创业”的
教育体系。

创新培养队伍。卓越体育工匠需要“更强”卓越体育
教师导之。积极倡树北京冬奥精神、中华体育精神和工匠
精神，不断提升“双师”素质、完善“双师”结构，加快
推进体育大师、体育名师、体育骨干教师建设工程。以工
匠塑造工匠，以卓越引领卓越，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作者系湖南体育职业学院党委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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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中央一号文件真是一场及时
雨，提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的底线任务，
实施优质粮食工程。”温州科技职业学院农
业与生物技术学院作物研究所所长马国华
研究员踌躇满志、充满干劲地说，“推广我
们温州人自主选育的高产优质新品种，端
起最硬气的饭碗，这件事可以一直干下
去。”

作为浙江省两系杂交稻育种项目领军
人物，马国华是一位26年如一日躬耕稻
田、默默无闻却矢志不渝的水稻育种
人，他选育的稻种已是浙江及温州主导
品种。

“候鸟”——
初心赶路，只管风雨兼程

每年冬春，科研人员前往海南南部典
型热带气候地域，利用丰富的气候和生物
资源，开展作物育种加代，由此产生我国
作物育种的专业术语：南繁。

每年9月到次年5月，在海南三亚、陵
水的南繁基地，田间地头会出现一群追逐
阳光的“候鸟”，他们就是从事南繁工作的
科技人员——马国华和他的团队。

对于南繁人来说，海南不仅是椰林树
影、水清沙白，更多的是充满艰辛的共同
回忆，他们常常这样自嘲“南繁南繁，又
难又繁”。从温州到南繁基地直线距离
3000多里，上世纪末交通不便，他们乘汽
车、坐火车、过轮渡，历经几番长途跋
涉，住的是茅草棚屋，吃的是稀米干饭，
但这没能阻挡马国华苦苦寻找“良种”的
步伐。

1995年，从原温州农校毕业后，马国
华就来到原温州市农科所从事杂交水稻育

种与推广工作，农科所里“三老、四严、
四个一样”的科研精神、温州“杂交水稻
之母”林恭松“让大家都填饱肚子”的誓
言都深深地鼓舞着他，年复一年，周而复
始，马国华接过一代又一代老农科所“科
技候鸟”的南繁接力棒，立志做个“让百
姓吃好饭”的育种人。

育种之路是一条漫长而艰难的路。由
于连作及单季稻在温州只能种一季，为缩
短试验周期，马国华必须在温州和海南两
地穿梭开展加代、杂交配组等工作，每年
大约有1/3的时间要待在南繁基地，26年
寒暑从未间断，与家人聚少离多。“即使
到了春节，农时来了，照样要下地”，用
他的话说，到海南去，就是去兑现当初的
诺言。

“良种”——
潜心钻研，只为一粒良种

一粒好种子，要从南繁的试验田里走
出来，更要走向中国的田间地头，试验、
研育、推广等每个阶段都经年累月，凝聚
着未知数的期盼，十年亦或五载，马国华
始终坚信一粒种子可以改变一个世界。

春争日，夏争时。夏季最热的时候，也
是育种人最忙的时候，马国华奔走在高温的
田间，盯牢父本、母本十来天的花期。在盛
花时，每隔20分钟要进行一次操作，还要完
成水肥施加、虫害防治、田间观察、生育记载
等任务，陀螺似的连轴转。他逗趣道，“海南
的10点到12点，常常热得皮都要剥一层，有

人说我比农民更像农民”。
26年的坚守，马国华和他的团队收获

了一批成果并创下浙江省水稻育种工作多
个“第一”：他先后主持选育杂交水稻新品
种10余个，其中Y两优689品种成为浙江
省自主选育的第一个两系杂交稻品种、
V25S品种成为浙江省第一个利用DH技术
选育的两系不育系、泰两优1332品种成为
浙江省选育的唯一一个两系一级米品种、泰
1S品种成为浙江省选育的第一个大量配出
组合审定应用的两系不育系；其水稻品种荣
获国家、省市稻米金奖20余次，获农业农村
部新品种权5项；育种工作获省科技进步三
等奖2项，市科技进步一、二等奖3项。

“怀着一颗初心促共富，带着一粒种子
保粮安。”这是马国华及其团队的追求。中
国人多地少，浙江省粮食自给率仅为36%，
温州更是不超过30%，马国华始终牢记“中
国人要把饭碗端牢在自己的手里”，为实现
粮食大国向粮食强国跨越而努力。多年来，
他主持育成的品种在南方稻区推广高达
500余万亩，新增经济效益近5亿元；利用种
质资源育成累计推广1800余万亩，增产水
稻7.4亿斤，用一粒稻种，缓解粮食收储压
力，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春天从哪里来，“候鸟”就往哪里去。
从南到北，春耕备耕全面铺开。正在海南
南繁基地忙碌的马国华说，“鸟叫，虫鸣，
风声……这里繁忙的自然声比城里的流行
乐更亲切”。育种对他来说不仅是一项工
作，更是一种责任和情怀，扎根田间，才
能多出品种、出好品种。

这充满希望的田野，藏着未来的收
成。而这群穿梭在希望的田野上的“候
鸟”还将继续扎根乡村沃土，不断把创新
的金种子播撒大地。

马国华：“候鸟”南繁三千里“良种”寻得廿六载
通讯员 曾剑 陈梦翔 陈晓莉

能人速写

2021年度“最美温州人·感动温州十大人物”提名奖获得者马国华在海南陵水南繁基
地做水稻杂交测配工作。 学校供图

创新案例

甘肃交通职院“政行企校”融通培育现代物流工匠

实现人才培养与产业发展同步
锁冠侠

2018年以来，在“人才强邮”战略和
“互联网+流通”行动计划的推动下，甘肃
省物流需求快速增长，物流业总收入连年
增长。伴随着物流业的技术进步和流程创
新，行业对高素质高技能人才的新增需求
年均15%以上，行业原有员工的技能提升
需求同样巨大。

面对社会需求，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
院以国家邮政行业人才培养基地为依托，
与甘肃省邮政管理局、甘肃省物流行业协
会和兰州顺丰速运有限公司等甘肃物流龙
头企业深度融合，构建了基于“政行企
校”融通的现代物流人才培养体系和技能
提升培训体系。

赋能师资团队
实现铸魂培根

以全国邮政行业人才培养基地为支
撑，以师资队伍培养为抓手，甘肃交通职
院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融通政府、行业、
企业、学校多方优质资源，开展现代物流
管理专业建设和师资队伍建设，在学术研
究、科研攻关、政策解读、宣讲培训、赛
事承办等多方面展开合作。目前，学院已
经建成一支专兼结合、技艺精湛、素质优
良的高水平结构化教学团队，获得省级教
学团队、省级职业教育创新教学团队、甘
肃省职业教育郭凯明名师工作室、甘肃省
职业教育张文彦名师工作室、园丁奖等省
级质量工程和奖励。教师参加教学能力大
赛获国赛三等奖两项、省赛奖励10余项，
获教师职业技能竞赛省赛一等奖3项、二

等奖和三等奖5项。
通过赋能师资团队，现代

物流管理专业形成校内教师、
企业导师、技能大师“三师共
育”，践行“德育为本，服务社会为
根”育人理念，铸造学生高尚的职
业道德。校内教师以自身专业知识
和基本技能，不断提升学生的就业能
力；企业导师团队融入企业文化与岗位需
求，不断提升学生的职业能力；技能大师以
爱国情怀和工匠精神为导向，不断提升学生
的素养能力。“爱国情怀、工匠精神、就业能
力、创业能力”的培养贯穿于职业能力培养
全过程，形成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

重构人才培养方案
落实立德树人

甘肃交通职院与甘肃省邮政管理局、
甘肃省物流行业协会和物流龙头企业构建
互为需求侧的“命运共同体”，打造政行企
校深度融合、产学研用贯通、岗课赛证融
通的专业群建设平台。以平台建设为支
撑，实现育人对接用人、学业对接创业和
就业、实践对接生产。平台人员定期就培
养方案、课程体系、教学大纲、教材编
写、实践教学等人才培养关键环节开展专
题研讨，遵循“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
现代职业教育要求，“岗课赛训创”融合，
深化人才培养方案改革。

以培养有爱国情怀、有工匠精神、有
就业能力和创业能力的高素质技能人才为
目标，学校专任教师、企业导师、技能大

师共同培
养，校企双主体协

同育人，构建了“四有导向、双元
协同、三师共育”的人才培养模式，形成
基于“政行企校”融通的现代物流人才培
养体系。学生以学生和学徒双重身份在校
内和物流企业交替学习，学校负责系统的
专业知识传授和技能训练，企业负责岗位
实践能力培养，把学习过程、工作过程紧
密结合在一起。

推动教学资源建设
助力启智强技

依据“共建、共管、共用、共享”的
原则，甘肃交通职院坚持开展协同育人为
导向的校企合作，以顺丰现代学徒制班为
依托，校企共享设备、技术和人力资源，
共同建设教学资源，共同开展课程教学。
现代物流管理专业2018年成为国家级骨干
专业，2018年建成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室，
2019年建成虚拟仿真实训室，建成省级精
品资源共享课程一门，编写国家规划教材
3本，开发省级思政微课24个，完成质量
工程20余项，完成课题研究8项，形成虚

实结合、理实一体的教学资源平台。该专
业结合物流作业全过程各项典型工作任务
设计学习情境，开发视频、图片、文档、
案例、活页式实训课程教材等开放式的数
字化教学资源，使物流教学体系朝着动态
化、虚拟化方面转变，促使学生切实提高
实践能力，培养高质量物流管理人才。

强化社会服务
在行业播撒大国工匠的种子
甘肃交通职院以服务社会为最终目

标，培养适应新时代要求的高素质高层次
现代物流工匠人才。

学院整合政府就业部门、企业导师、
辅导员、专业教师、优秀毕业生等各类资
源，帮助学生制定职业生涯规划，对学生
进行分类辅导，促进学生全面发展；邀请合
作企业人力资源部门心理辅导师，通过抗压
测试、团队建设等活动，围绕学生特点做好
心理健康教育；引入“剪纸工作室”和“葫芦
雕刻非遗传承”两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加强
人文教育，培养工匠精神；成立社区物流运
营训练中心和电商新媒体营销创业就业训
练中心，围绕学生成才和职业生涯发展，
开展基于专业的创业就业训练，训创结
合，加强学生就业创业服务。

学院主动对接国家战略，参与组建甘
肃省邮政行业人才领导小组，参与快递工
程职称评审条件制定，参与组建甘肃省快
递工程专业职称评审领导小组，2019年协
助省邮政管理局组织完成第一次邮政行业
快递工程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评审，有效促
进了全省邮政快递从业人员整体素质提
升。依托全国邮政行业人才培养基地，针
对甘肃物流快递企业培训需求，大力发展
职业技能鉴定和职业教育，由政府牵线搭
桥、学校组织实施、企业全面配合，开展
快递职业技能鉴定，人数每年约500人，
年均增长率为35%；开展社会培训，人数
累计达1000人，年均增长率为5%。

学院与县域企业开展合作，通过深入
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发展需求，校企有针对
性地在网络销售、品牌推广、快递物流等
方面展开合作；依托本专业与政府和行业
深度融合的优势和教学改革的需求，为农
村电商培养人才，为县、乡、村三级物流
体系和快递下乡工程培养人才。通过培养
高素质人才，推进农村电商发展，引导快
递进农村，服务乡村振兴。

以甘肃经济产业结构、人才需求结构
和社会服务需求之间的相互逻辑关系及基
本规律为出发点，通过多年的实践检验，
现代物流管理专业实现了专业人才培养与
甘肃产业发展的同步，促进了产业链、教
学链、人才链有机衔接和专业人才培养生
态圈的良性循环。

（作者系甘肃交通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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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行企校”

融通，培育现代
物流工匠。

学校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