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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期两天的 2018 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 酒店服务赛项
顺利结束，106 名参赛选手的精彩表
现，让诸多不熟悉酒店服务与管理专
业的观摩者感叹，“原来酒店服务这
么有技术含量，简单的一个铺床都这
么具有观赏性”。各裁判组组长及裁
判长在赛后点评中也都认为：总体
看，选手整体水平大幅提高，选手间
差距明显缩小，呈现出高分选手多、
选手综合实力进步大等特点，说明职
业学校更加紧跟酒店行业发展需要，
加强了对学生综合技能的培养。

然而，在比赛过程中出现的一些
新问题，却不容忽视。比如，在现场

实操中，一些选手有表演甚至炫技的
痕迹；在中餐摆台中使用消毒手巾，
有的选手擦拭时只是做做样子，有的
选手则像摆拍一样把毛巾高高举起；
在客房中式铺床中，有的选手不断甩
弄被单，动作夸张。再比如，在仪容
仪表展示环节，存在妆容或服装不得
体、礼仪程式化等现象，有的选手为
了给个人形象加分，着“盛装”或化
浓妆参赛，在中餐摆台中有“喧宾夺
主”之嫌，也容易在客房铺床时将口
红或面霜沾染到被单上；有的选手全
程笑容满面，但过于僵硬、机械；口
语测评时，一些选手有多余的客套话
或声情并茂，反而影响了与评委正常

的交流等。
在技能水平整体大幅度提高的赛

场，为什么会出现表演、礼仪程式化
等现象？在该赛项裁判长冯明看来，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很多学校是
为了比赛在训练选手，而没有把技能
大赛高标准的要求深化到学生日常的
知识技能训练中，去真正培养学生的
良好职业素养和习惯。

在比赛现场，除了参赛选手和领
队，还有300余人的观摩队伍，每一
场比赛，观摩区都会被各种“长枪短
炮”占满，很多观摩者都是全程拍摄
比赛，生怕漏掉每一个细节。他们拍
下来的这些视频要怎么用？是用在备

战明年国赛的“种子选手”身上，还
是用在日常教学中？是用在研究当下
行业发展需求和职业岗位标准上，还
是用在研究金牌选手的细节动作中？
用途不同，效果自然不同。

该赛项几位裁判组组长在赛后点
评中不约而同地呼吁：要回到大赛举
办的初衷“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中。他们认为，要把大赛的标准运用
到日常教学中，而不是“应考”大
赛；要面向全体学生，而不是训练个
别选手；重在训练学生规范、标准地
完成技能动作，而不是模拟金牌选手
做“好看”的动作；重在立德树人、
内涵发展，提高学生综合素养，而不

是集训备战的片面训练。只有这样，
选手才会有自然适宜的微笑、优雅妥
帖的举止、深入骨髓的礼仪、发自内
心的感恩。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技
能考核像表演、口语测试不像正常交
流等现象。也只有这样，才不会出现
选手“在赛场上举止优雅，出了赛场
坐姿都有碍观瞻；赛场上对评委彬彬
有礼，却极少有人会转身对旁边的志
愿者或工作人员说声谢谢”的现象。

技能大赛是职业教育的风向标、
练兵场，各地各校高度重视大赛，但
不能以“应考”的心态对待大赛，更
不能背弃大赛的初衷——以赛促教、
以赛促学。

不能以“应考”心态对待大赛
本报记者 郝文婷 钟伟

之言职语

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互
联网+”、移动互联网、“区块链”技
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层出不穷，
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变得更便捷、
更触手可得。然而，与此形成鲜明
对比的是，很多高职院校学生却没
有养成良好的阅读习惯，图书借阅
量惨不忍睹。笔者统计了东部、西
部、中部 40 余所高职院校图书馆
2017年度馆藏利用率发现，生均借
阅5册以下的占比高达93.33%。如何
破局，时下热门的“区块链”去中
心化思维值得借鉴。

资源购置去中心化。相较于本
科院校，高职院校图书馆馆员的文
化素养不高，对高职学生的借阅需
求模糊，很难从专业和人文角度采
购到适合高职学生特点的资源；高
职学生缺乏学习兴趣，鲜有能力参
与图书馆资源建设，因而造成很多
高职图书馆动辄百万馆藏，却少有
读者喜欢看的资源。因此，要改变
服务思维，让读者成为资源采购的
中心。如采取“PDA （读者决策采
购）”等更加灵活的采购方式，让
读者既能读到想读的书，又能让图
书馆更好地以服务者的角度去提供
服务。这种去中心化的分散式采
购，既能提高读者对图书资源采购
的参与度，又能提升馆藏资源的利
用率。

借阅方式去中心化。高职学生
大多学习积极性不高、主动获取知
识能力差，而且不少学校为了加强
学生的纪律管理，无课时间都安排
在班内自习，因而降低了高职学生
图书馆的到馆率。借阅方式的去中
心化就是要送服务上门，将部分馆
藏按照专业领域，合理分配到班级
或者各二级单位，在班级建立图书
角、在二级单位建立专业分馆，强
调专业性和便捷性。如此，让馆藏
从图书馆“走”出来，由专业教师
指导学生有计划、有目的地扩展知
识，进而帮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
习惯。

服务内容去中心化。高职学生
普遍对“书本外”的活动感兴趣，
与此同时，部分图书馆存在馆舍闲
置率高的现象，因此高职图书馆可
以对现有馆舍进行多功能改造。如
在图书馆里建设创新创业孵化基
地、大学生影院等契合高职学生兴
趣点的场所，图书馆可以在学生创
新创业实践中提供信息咨询、在学
生观看影片后推荐相关书籍，逐步
培养学生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主动
性。让学生从书本外走进书本内，
再从书本内走到书本外，不仅能提
高图书馆馆舍的利用率，还能提高
学生的文化素养、培养良好学习习
惯。因此，需要进行图书馆馆舍的
多功能改造、服务内容的多样化和
个性化跟进，打造具有高职特色的
图书馆一站式服务平台。

资金来源去中心化。目前高职
院校图书馆的资金相对紧张，图书
资源却年年涨价。因此，高职院校
图书馆发展不能单一依靠学院资
金，应该把眼光放到校外，敞开图
书馆的大门，引进政府、企业、社
会团体的力量，共建图书馆。与政
府合作，将图书馆变为地方文献的
保存地，为地方发展提供更好的情
报支持；与企业及社会团体合作，
引入市场机制，完善图书馆的各种
设施和服务，让图书馆成为企业流
动的技术源泉；与社区合作，为社
区百姓提供精神休憩的场所。多方
参与，共建共享，也是高职院校立
足地方、服务地方的重要社会职能。

总之，破解当前高职图书馆发
展难题，应当打破以图书馆为中心
的传统思维，借鉴“区块链”式的
去中心化思维，让每个读者都成为
阅读的中心、服务的中心。

（作者单位：山东省滨州职业学
院现代职业教育研究工作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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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 酒店服务赛项还没开赛，
内蒙古自治区包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
形象设计系化妆专业 2017 级学生徐
宁就已经在大赛现场忙个不停了。

徐宁不参赛，也不做大赛服务工
作，而是忙着在赛场旁“练摊”。大
赛期间，她和同伴手工制作的胸针、
头饰、挂饰供不应求。

在她们隔壁的“摊位”上，艺
术设计系的学生正在制作一幅集体
照石版画，那是珠海市第一中等职
业学校的教师为队员们准备的“神
秘礼物”。

在她们对面的另一个展厅，烹
饪、酒店服务与管理、旅游管理、航
空动车服务等专业学生的蒙古族传统
面 食 、 奶 茶 及 鸡 尾 酒 、 咖 啡 “ 摊
位”，更是从早到晚人流不断。

“我们学校是本次大赛具体承办
单位，这是我们学校也是内蒙古第
一次承办国赛赛项，所以我们在为
大赛做好服务保障工作的同时，也
一直琢磨着怎么能借此机会，把我

们的特色专业和办学成果亮亮相，
好好接受一下全国同行的检验。”包
头服务管理职业学校校长齐政文解
释说。

怎么亮相？最终学校选择在赛场
旁设立两个“专业成果展示厅”，让
各专业学生根据专业特长“开摊献

技”。
“这杯酒的基酒是什么？”“龙舌

兰。”在酒店服务与管理专业的调酒
台前，2016 级学生高岐一边递上自
己刚刚调制的一杯“玛格丽特”一边
回答“顾客”的提问。

“这几天，我感觉不是在展示技

能，更像是在参加考试。”高岐一板
一眼地说道。调酒是酒店服务与管理
专业的必修课程，这次来参赛的都是
该专业的学生，很多领队都是专业教
师，在“高人”面前，高岐和小伙伴
们还真是有点儿紧张。

“但这几天我们也学到了不少新

东西。”同伴韩乐补充说。原来，挑
剔的“顾客”不仅会随时抛出一些专
业问题考考他们，也会给他们提出建
议，所以第二天韩乐专门为“欢乐时
光”打了灯，也给“蓝色星期一”和

“大都会”多加了一些白兰地。“看，
这样色彩是不是更鲜亮？”韩乐一边
演示一边语调轻扬地说。

不到一天，形象设计系制作胸针
的一箱子原料就见了底，旁边学前教
育专业的手绘草帽因数量有限仅供展
示，指导教师赵文莉只好频频向欲购
者致歉，也会主动询问对方学校在加
强学生实践训练方面都开设了哪些课
程。

“国赛是职业教育最大的练兵
场。”齐政文解释说，学校在承办该
赛项过程中，不仅酒店服务与管理专
业的教师和学生基本全员参与其中，
有机会近距离、全方位向全国同行精
英们学习，其他各个专业的师生也充
分发挥专业特长参与到大赛中，有效
促进了学校专业内涵发展、学生综合
素养提高。

在国赛赛场旁“练摊”
本报记者 钟伟 郝文婷

“作为新时代的青年人，我们要
坚定地把自己的理想信念同祖国的前
途和民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努
力成为创新型人才，以扎实的基本功
和过硬的本领，为祖国建设和民族复
兴大业添砖加瓦。”不久前，在中共
山东淄博亨得利钟表眼镜有限公司支
部委员会组织的集体学习中，支部书
记王凤林与党员和入党积极分子们一
起，重温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大学
师生座谈会和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
年大会上的讲话。

淄博职业学院校企合作与就业指
导处的同志也列席了这次学习，因为

王凤林还有一个身份——淄博职院
2013 届毕业生。自 2010 年开始，淄
博职院与该公司联合培养眼视光技术
专业人才，双方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
作关系。其间，校企共同确定人才培
养方案、共同组织考核测试，学生从
大三开始进入公司顶岗实习，目前已
经连续4届培养了数十名毕业生，他
们都已成为行业骨干。

王凤林说：“在淄博职院学习期
间，学院定期组织开展入党积极分子
培训、集中学习、主题团日及各类社
会实践活动，通过参加这些活动，自
己的思想认识得到不断提高。同时，
校企合作又为我们提供了专业技能提
升的平台，校企共同为我们制订了科

学的成长规划，通过顶岗实习，大家
把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毕业后能够
快速胜任自己的工作。”

尚未正式毕业还在顶岗实习时，
王凤林就通过考核成为公司的储备干
部 ， 入 职 一 年 就 获 得 “ 最 佳 新 人
奖”，后来又担任分店店长，2016年
开始担任公司营运经理助理，负责实
体店的日常营运监督等工作。“能吃
苦，肯干事”，对于王凤林，看着她
一步步成长起来的公司总经理兼“师
傅”孙晶萍给出了这样的评价。

王凤林在校期间就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2017 年，公司成立党支部，
王凤林当选党支部书记。她常说，作
为共产党员，无论身在什么岗位，遇

到难事、苦事都要冲在前面，为大家做
好榜样和示范。每天晚上，王凤林都要
梳理这一天遇到的问题，总结经验教
训，撰写心得体会，这个习惯多年来一
直没有间断过。她还会毫不保留地把这
些心得与大家分享，希望大家都能把工
作做得更好。此外，她和党支部的同志
们一起整理学习资料，把系统的理论知
识转化为通俗易懂的语言，用于员工培
训。

开门做生意，出现顾客投诉在所难
免，这也是员工们最“怵”的事情。王
凤林说，很多时候，投诉是由误会造成
的。这就需要员工转变心态，积极主动
地与顾客沟通，及时了解问题所在，认
真解答疑惑、解决问题，让顾客满意。

眼视光这个行业里女同志居多，遇到店
面装修一类的任务时怎么办？面对各种
脏活、累活、重活，党支部的一众“姐
妹花”往往秒变“女汉子”。凝聚力和
战斗力就在这些看似简单的事情中，不
断得到巩固和升华。

“只有脚踏实地，才能迈向成功”，
这是王凤林最喜欢的人生格言之一。
2017 年，她应邀回淄博职院为学弟学
妹们作报告，就以此激励大家要珍惜时
光，不断拓宽知识面，努力培养自己的
团队精神，为就业创业打好基础。如
今，她自己也正在为下一步的目标而努
力着，那就是进一步完善公司连锁经营
的服务标准，为用户提供更专业的产品
和服务。

王凤林：从高职生到民企党支部书记
通讯员 陈江宁

能人速写

2018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 酒店服务赛项，近日在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落下帷幕。该赛项比赛项目包括现场实操和理论竞
赛，其中现场实操包括中餐宴会摆台与服务、客房中式铺床，理论竞赛包括专业理论口试、专业英语口试。来自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
划单列市的37个代表队、106名选手参加比赛。图为比赛现场。 本版照片均由本报记者 钟伟 郝文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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裁判打分高标准严要求，工作人员
整理比赛用具一丝不苟。 参赛选手从容自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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