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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
电机装配与
运行检测比
赛 的 选 手
们， 心灵手
巧、 一丝不
苟。

本报记
者 樊 世 刚
摄

技能人才培养“大阅兵”
———细说大赛之价值

■本报记者 张婷

6月25日早上5点半， 吉林长春中医
药大学护理专业大二学生李硕就起床了。
穿好白色的护士服， 又整了整衣领， 小伙
子对着镜子微微一笑， 对自己说， 今天要
用最好的状态迎接人生的第一次大赛。

炎炎夏日， 来自全国各地职业院校的
优秀选手集结天津， 向2014年全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的一块块“技能金牌” 发起
冲击。

作为检验技能人才培养水平、 促进学
校教学改革和校企合作交流的最高平台，
每年一度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吸引了
国内外职校的顶尖高手。

引领教学的风向标
“今年赛项的设置融合了物联网、互联

网的最新技术。 选手们要利用安卓程序控
制嵌入式小车， 完成赛道上的无线局域网
通讯、二维码扫描等任务，这些内容都是现
代信息企业新的业务增长点， 与之相对应
的岗位也十分缺人。 ”6月25日上午，在高

职组嵌入式应用开发赛项的教师休息室
中， 记者遇到了苏州工业园区服务外包职
业学院嵌入式技术专业教研室主任刘正。

刘正说， 研究大赛是学校每年的重点
教学任务之一。 仅这一个赛项就有好几位
老师参与， 赛前要吃透赛项说明， 赛中要
观摩学生的表现， 赛后要进行总结。 “研
究既是为了比赛， 更是为了教学。 从这几
年看， 赛项设置的水平一年比一年高， 越
来越贴近行业企业， 对学校教学有很好的
指导作用。”

在另一间休息室， 来自新疆农业职业
技术学院的张灵光老师正紧盯着电视画
面， 里面同步播放着选手们的比赛情况。

“物联网技术对于新疆来说有点超前， 但
随着经济的发展， 未来的需求一定会快速
增长。 去年， 我们学校开办了全疆第一个
物联网专业， 这次参赛就是来学习的， 根
据赛项要求、 获奖选手的操作示范， 改进
我们的课堂教学。”

大赛赛项的变化是职业院校教学改革
的风向标。 “‘以赛促改， 以赛促建’ 是
大赛的目标。 今年的比赛内容强调与产业

结构升级和高新技术同步发展， 涉及战略新
兴产业的赛项有32个， 占全部赛项的1/3，
目的就是带动一批新专业的开设， 为行业企
业培养急需人才。” 教育部职成司司长葛道
凯说。

历练精英的舞台
下午3点， 李硕走出高职组护理技能赛

项的赛场。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就相当
于足球的世界杯、 田径的奥林匹克， 职业院
校的学生们都想来参加一次。” 李硕这样总
结自己的参赛感受。

为了大赛， 这个大男孩准备了几个月。
静脉输液、 头部外伤包扎、 单人徒手心肺复
苏等项目重复练习了上万次。 李硕说， 从刚
开始的小错不断， 到现在对这几项技术烂熟
于心， 备赛让自己对从事护士这个职业更有
信心。

李硕的收获当然还不止这些， 据他的指
导老师王老师介绍， 学校历届参赛学生都会
被三甲医院抢走， 大赛经历是他们就业时的
金字招牌。

这样的成功范例每年都在招聘会上重复

上演。 去年，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获奖选手的
起薪高达每月六七千元， 最高的超过了一万
元。 今年， 这一数据还有望刷新。

王萍是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大三学生，
正在南开医院实习的她， 也赶来参赛。 “我
参赛并不是为了就业和高薪， 而是为了能在
技术上更进一步、 精一步。 我实习的医院也
特别认可大赛， 非常支持我参赛。 领导还说
让我回去后把比赛规范教给同事。”

多年来， 大赛遴选出的一批批技能精英
得到了社会、 行业和企业的认可。 最初各地
只是给予获奖选手高薪职位， 7届下来， 现
在已有不少省份在制度上进行了创新。 比如，
江苏省规定， 中职选手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奖项， 即可获得保送升学的机会； 天
津市给出了落户的诱惑， 以留住获奖的外地
优秀职校学生。 相信未来几年， 选手们还会
获得更多的发展空间。

校企对话的平台
晏志民是高职组“飞机发动机拆装调试

与维修” 赛项的裁判， 这位高级技师来自凌
云集团。 企业来的裁判， 在比赛中最看重的
是选手的职业素养。 “你不能把飞机发动机
看成是冷冰冰的机器， 而是要看到这背后的
几百条生命。 工人一个螺丝拧不紧， 就可能
带来致命的灾难。 我们希望学校培养出来的
学生都能有最基本的责任意识。”

德国奔驰集团技术培训部主任布鲁诺对
晏工的观点非常赞同。 “职业教育不仅是教
书本上的知识， 更重要的是培养出色的员工。
他们要对企业有认同感， 要有持续工作的热
情， 这些都是教育的内容。”

如何能让学生更加符合企业的需求？ 布
鲁诺认为， 一方面， 企业要尽早和学校合作，
参与到职业教育之中， 把自己的需求融入到
学校教学； 另一方面，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
也要更加开放， 接纳企业的加入。

中国企业如今也意识到职业教育的重要
性。 “企业里的工作很忙， 一分一秒都在算
效益。 但我们这次还是抽了几名骨干技师参
与大赛工作， 毕竟参与职业教育也是为企业
的未来培养人才。” 晏志民说。

作为德国职教专家， 布鲁诺对大赛提出
了自己的一些想法： “大赛由企业员工参与
设计和担任裁判， 这是一种很好的形式。 但
我觉得， 开放力度还可以更大一些， 让更多
的企业承担更加重要的组织角色。”

事实上， 近年来， 大赛的组织者一直在
朝这个方向努力。 今年， 有80%以上的赛项
吸引了国内外著名企业的参与， 企业的许多
理念通过大赛传递到全国上万所职业院校。

新疆艺术学校杨静： 大赛为艺术类职
业教育提供了难得的交流平台， 我们非常
高兴能和同行有交流的机会。 新疆自古以
来就是多元文化和多元艺术的荟萃之地。
在当前的教学中， 一方面要坚持弘扬和继
承民族传统艺术， 另一方面还要积极吸收
现代文化艺术的精华， 只有把这两者结合
起来， 才能使艺术教育在新的时代焕发出
新的生命力。

安徽桐城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倪甜甜：
今年大赛赛项的设置对选手的要求很全
面， 不仅要动作规范、 有表现力， 同时还
要有创造能力。 参赛选手都带着对比赛的
真诚而来， 每一个作品背后凝聚的是老
师、 学生的心血。 通过这样的比赛， 我们
都得到了锻炼， 对今后的教学工作也有了
更多的思考。

山东淄博职业学院张德迪： 一年一度
的大赛是职教界的盛会， 我们带着最优秀
的学生来天津赶考。 希望他们能够发挥出
正常的水平， 在比赛中取得好成绩。 当
然， 无论成绩高低， 在备赛的过程中， 学
生们已经收获了许多， 这段经历会让他们
受用终身。

江苏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姜敏敏：
时隔5年， 再次来到天津参加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 不同的时间， 一样的兴奋与
激情； 不同的选手， 一样的努力与投入！
大赛是一个宽广的舞台， 孩子们在这里淋
漓尽致地展示着自己的职业范儿， 而我们
也在这里书写着职教人的朴实追求。 5年
了， 从青涩到成熟， 梦想依旧。

天津中德职业技术学院居文宪： 今天
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一个具有国际
影响力的重大赛事。 在我校承办的自动化
生产线安装与调试国际邀请赛中， 有来自
德国、 泰国等8个国家的国外选手参赛。
作为一名老职教人， 我由衷地为中国职教
今天所取得的成绩感到高兴。 职业教育的
春天来了！

北京金隅科技职业学校刘朝： 4年前，
我作为选手在这里拿到了全国冠军， 今天
我又作为指导教师带着学生重回赛场。 我
现在还记得， 当年我走出赛场的场景， 老
师帮我把身上所有的重物都拿开， 今天我
也要对自己的学生这么做。 对学生来说，
好成绩意味着好工作， 难免压力大， 我跟
他们说， 平时训练那么苦， 就是让你们今
天觉得甜。

吉林长春中医药大学李硕： 两年前，
我走进中医药大学时就梦想着有一天能参
加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今天， 这个愿
望终于实现了。 虽然我在赛场的表现并不
是十分出色， 但我还是很开心能够来到天
津。 长这么大， 我第一次来到这么远的地
方， 认识了许多朋友， 我很喜欢这个美丽
的城市， 喜欢这里的人。

北京昌平职业学校白安荣： 比赛哨声
一响， 我顿时觉得全身的神经都被抽紧
了， 整个人像上满了发条一样。 手里做着
这个动作， 心里想着下个动作， 眼睛里只
有眼前这台汽车， 其他什么都看不见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 我终于做完了最后一项
检测， 几乎在同时， 裁判吹响了结束的哨
音。 比赛， 真是一次高度紧张的体验。

山东即墨第二职业中专姜晖： 带着家
人的期盼、 老师的祝福， 我走上了2014年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赛场。 比赛开始
后， 我并没有马上开始操作， 而是在心里
快速回忆了一遍老师提醒的技术要点。 这
次短暂的思考， 让我的头脑一下子清晰起
来， 随后顺利地完成了比赛。 我想对参赛
的选手们说， 相信自己， 别慌张， 就能发
挥最好的水平。

天津医学高等专科学校王萍： 我今年
大三， 目前在一家不错的单位实习。 当老
师问我是否要参赛时， 我没有丝毫犹豫，
立刻答应下来。 工作之余， 我抓紧时间训
练。 每一个动作都在老师的指导下重复了
千百遍， 直到没有瑕疵为止。 这真是一段
终身难忘的经历。 今天， 我战胜了考题；
明天， 我也能战胜生活中的各种困难。

北京金隅科技职业学校刘继鑫： 比赛
完了， 我想好好歇几天。 成绩离最好估计
差不太多。 这次比赛让我们加工一个套
件， 误差要求是“一道”， 也就是一厘米
的千分之一。 4个半小时比赛下来， 我想
对以后参赛的同学说， 不要紧张， 再坚持
一下， 我们能做到。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王兆聪：

从兴趣出发练就一手绝活
■本报记者 刘博智

透过8倍放大镜， 才能看到隐藏在电
路板下管脚露出的那个小小接口。 在电子
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和数据恢复的赛场
上， 北京工业职业技术学院电气与信息工
程学院的大二学生王兆聪要在15分钟内
将一个个微型的元器件焊接到这些密密麻
麻的管脚上， 难度可想而知。

这是考验人耐性和精准度的“巧活”，
“这种QFN电路板特别娇贵， 对湿度和温
度都有要求， 时间长了芯片就失效了， 时
间短了元器件对不上管脚。” 他的指导老
师樊利军说。

赛场外， 樊利军目不转睛地盯着大屏
幕里的比赛实况， 看到屏幕里王兆聪紧张
得有点发抖的手， 他的心也提到了嗓子眼
上。 这里既是王兆聪的考场也是樊利军的
考场， 半年来的辛苦成果将会在这里得到
检验。

顺利完成！ 盯着大屏幕的樊利军终于
松了一口气， 而且比平时还快了5分钟。

数据修复是今年的新赛项， 北工院并
没有相关专业， 樊利军和他的同事白手起
家， 遍访名师， 从行业企业请来专家大
牛。 “企业大牛来了， 我们跟着学生一起
听课， 自己消化一遍后再讲给学生听； 芯
片主板来了， 我们先拆装焊接， 掌握了其

中的难点疑点后再教给学生。” 就这样， 3个
月的训练， 樊利军和学生们没有休过一个周
末， 没有一次在晚上10点前回家， 收获的
是数十场讲座、 几块用坏的主板硬盘和比赛
场上的攻坚克难。

王兆聪能站上全国大赛的舞台并非偶
然。 从小学开始， 他就迷上了电器电路， 家
里的电器基本无一幸免， 都被他拆得七零八
落。 对于这个电路迷来说， 选择北工院的电
气与信息工程学院也是“蓄谋已久”， 今年
的数据修复比赛更是对了他的胃口， 他的宿
舍一直是班级同学的“维修站”， 只要是损
坏的U盘、 硬盘送到他那里， 没有修不好
的。

“你可别小看了这个简单的数据修复， 技
术含量高， 市场需求旺， 人才缺口大， 这几
点让这领域的人才成了抢手货。 在深圳， 数
据修复师招聘的门槛起薪都在7000元以上。”
本次比赛的裁判长梁长垠说。

敏锐地抓住市场和产业的生长点是职业
学校的天职。 “这两年我们在云安全技术、
物联网技术、 电子产品芯片级检测维修和数
据修复方面下了大功夫， 从师资培训到实训
设备购置， 再到整个办学方向的调整， 都在
向这个方向转。” 刚刚带领学生从南京捧回了
高职组云安全技术应用一等奖的北京工业职
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刘兰明更加坚定了自己的
办学尝试。

用技能开启出彩人生
■徐胤莉

有幸参观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感
受着选手们阳光的笑容、 专注的神情， 也
感受着职业教育的希望和未来。 刚刚召开
的全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 吹响了职业教
育升级的号角， 《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现
代职业教育的决定》 则勾勒出了职业教育
升级的路径。 在这个背景下举行的全国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 可谓浓墨重彩， 也更增
添了一种无形的责任。

大赛是产教融合的大平台。 不仅是全
国职业院校在此交流切磋， 众多行业知名
企业也深度参与赛项设计、 设备提供和技
术服务， 把产业前沿技术、 行业最新标准
搬到了赛场上。 这些对于职业院校专业、
课程和教学的改革都会起到巨大的推动作
用。 大赛再一次形象地证明： 跨界是职业
教育的本质属性， 行业主导、 企业参与是
职业教育升级的必然选择。

大赛也是职业教育的大课堂。 在国赛
的带动下，全国28个省(区、市)、4个计划单

列市都开展了省(市)级比赛，一些省市还实
施了在校生"普赛制"试点。 这些比赛背后，
是数量庞大的职业院校学生，不管他们有没
有进入国赛，是否获得奖项，备赛、参赛的经
历都会给他们的人生留下深刻的印记。这个
过程所带来的对职业的尊重和认同、对技能
的精益求精会让他们受益终身。 或许，一个
又一个的华彩人生，将由此开启。

大赛还是职业文化传播的大舞台。今年
大赛的开放程度继续加大， 超过50个国家
和地区的代表参与赛事和相关活动。 当然，
面向国内社会各界的开放和宣传还有很大
的空间。 曾经看过一张照片，德国的小学生
们在家长的陪同下，兴高采烈地去参观技能
大赛，职业的种子就是这样播撒下的。 期盼
着在不久的将来，我们的小学生们也能把参
观技能大赛当成一次向往已久的旅行，把
“劳动光荣、技能宝贵、创造伟大”看作天经
地义。 到那一天，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自然
根基坚实，每个人的人生也将更为精彩！

（作者系南京信息职业技术学院高职教
育研究所所长）

重要的平台 重要的作用
■本报记者 张婷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正在提升着
职业教育的吸引力和社会影响力。

通过这个平台， 一批批优秀的职校
学生脱颖而出，戴上了状元的桂冠，受到
人们的尊敬和认可；通过这个平台，职业
院校相互切磋技艺，教学质量持续攀升；
通过这个平台，企业与职教牵手，共同培
养技能人才；通过这个平台，地方更加重
视职教，投入不断增加；通过这个平台，
社会越来越重视职业教育， 并且吸引更
多的外国选手前来参赛。

这是一个重要的平台， 持续发挥着
重要的作用。

不过，从这个平台上，从职业院校中
走出来的优秀毕业生还是太少， 远不能
满足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需求。

资料显示，我国现有的2亿多第二产
业从业人员中，高技能人才仅有3000万
人左右，高级技工的短缺问题十分突出。
在制造业发达的广东、江苏、浙江一带，

技术工人短缺问题更严重。从“中国制造”走
向“优质制造”、“精品制造”，亟须培养大批
技术技能人才。

中国职教任重而道不远。加快职业教育
发展，培养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者，是国
家战略的必然选择。 本周，国务院召开的全
国职业教育工作会议，就是要将职教发展推
上快速道。

习近平总书记就加快发展职业教育作
出重要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和政府把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更好
支持和帮助职业教育发展，为实现“两个一
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
梦提供坚实人才保障。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会前接见与会全
体代表时强调，要加快培养高素质劳动者和
技能人才，为推动经济发展和保持比较充分
就业提供支撑。

这是中国的职业教育肩负的神圣使命。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检验中国职

业教育教学质量的重要平台，今后将扮演更
加重要的角色，发挥更大的作用。

【观赛】 【手记】

【人物】

【聚焦】

【教师心语】

【选手宣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