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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

大赛观察员

“我就是喜爱这个行当”

6

月

26

日傍晚， 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中职组 “丰田杯” 汽车运

用与维修技能比赛颁奖仪式举行，

来自北京交通运输学院中专部的梁

赫祖获得了空调维修项目的第一

名。 “还没回过味儿来， 有点不

敢相信。” 走下领奖台， 端详着鲜

红的荣誉证书， 梁赫祖对记者讲

述自己的感受。

其实走上领奖台， 捧回这样的

证书， 对于梁赫祖来说并不陌生，

只不过以往的没有这个含金量这么

大。

2009

年， 梁赫祖曾代表呼伦贝

尔市第二职业中学获得了市里技能

大赛的第二名， “很遗憾， 只差一

点点就可以去省里参加比赛了。”

呼伦贝尔市第二职业中学与北

京交通运输学院中专部实行东西部

联合办学。 在呼伦贝尔读完一年级

后， 梁赫祖来到了北京， 在这里，

他更加勤奋、 更加努力， 专业成绩

和实操技能一直在年级名列前茅。

看着眼前这个自信帅气的小

伙子， 谁会想到， 三年前， 他曾

让父母感到那么伤心、 那么失败

呢。

三年前， 就要升入高三的梁赫

祖选择了退学， “因为什么？ 是成

绩靠后吗？” 记者问。 “不是靠后，

是很靠后。” 梁赫祖不好意思地挠

挠头。 学习成绩不好， 让梁赫祖在

同学和老师面前抬不起头来， 他不

肯再走进高中的大门， 转身去了职

业学校。

入校不到一年， 他就超过师

兄师姐们拿了个全市比赛的第二

名， 这让他心里很得意。 “我从

小就喜欢汽车， 我就是喜爱修车

这个行当， 所以不想放弃。” 梁赫

祖说。

■

本报记者 翟帆

金牌夫妻悉心指导

学生赛场再度捧金

6

月

26

日， 赛场又传来一条令人振奋的消

息， 浙江省绍兴中专单唯一、 祁黎这对夫妻教

师所指导的学生， 继连续两年在全国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上获得建筑工程技术技能工程测量和

工程算量两个赛项的一等奖外， 今年， 他们所

辅导的学生， 又在比赛中拿到了全国第一。

前两天， 在工程算量比赛赛场外， 记者与

单唯一相遇。 谈到夫妻俩同心协力指导学生大

赛的事， 身为学校建筑教研室主任的单唯一，

提起自己的妻子， 还是满脸的佩服： “她比我

厉害多了，

2007

年她就获得了浙江省教师技能

大赛工程算量第一名，

2008

年她获得了省教师

技能大赛建筑

CAD

的第一名， 去年她又获得全

国中职学校土建类说课大赛一等奖。” “我比

不过她， 只能指望在我指导的学生身上捞回点

面子。” 单唯一开玩笑地说。

“我们俩是同学加同事， 这几年同为大赛

指导教师， 更有共同语言了， 天天说的都是大

赛的事。”

2004

年， 两人从绍兴文理学院土木

建筑系毕业后， 一起去了当地的一家设计院，

工作一年后， 又双双考入绍兴文理学院做教

师。

“设计院年轻人太多， 大家每天都对着电

脑画图， 很闷。 而学校就不一样， 学习和锻炼

的机会很多， 生活很有滋味。” 对于来职业学

校当教师， 单唯一不后悔， “职业学校教师虽

然辛苦些， 但也很有成就感。” 单唯一告诉记

者，

2009

年他指导的三个获得全国技能大赛一

等奖的学生， 有一个在浙江一家著名建筑企业

搞施工， 月收入四五千元， 还有两个正在读大

学。

建筑企业这几年技术发展非常快， 为了跟

上企业发展的脚步， 技能大赛也在不断进行着

改进， 而这种改进， 又直接引领着学校的教育

教学改革。 “

2007

年参加省技能大赛时工程测

量用的还是光学经纬仪呢， 到

2008

年全国技能

大赛就换成了全站仪。 工程算量也是， 我们上

大学时都是手算， 现在企业都用上了电算 。”

单唯一说， “我们只能边学边教， 这两年通过

指导学生参加大赛， 自己的水平也有了不小的

提高。” 能够和学生们一起学习提高， 对于单

唯一和祁黎这对 “金牌教练” 来说， 是件幸福

的事。

■

本报记者 翟帆

大赛说事

问道专家

国家教育行政学院职业教育研

究中心主任、 中国职教学会战略研

究会副主任邢晖：

辽宁省大连市交通口岸职业技术学校毕业生姚凯、周振华是往届大赛的获奖者，大赛的历练让他们顺利找到了工作，现在已成为汽车

4S

店的技师，而且还带起了徒弟。 他们说，身边被大赛“熏陶”过的同学都顺利走上了工作岗位，许多人在参加工作一两年后就迅速成长为

单位的骨干，“用人单位对大赛获奖选手往往给予较高的薪酬，一般要高于普通用工人员

20％

以上，多的甚至达到两倍呢。 ”

必须研究和遵循

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

大赛行将结束， 但留给我们有关大赛的思

考与话题， 却是刚刚开始。 其中大赛对于如何

培育和选拔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问题， 至少有

三点值得关注。

高技能人才具不可替代性 ， 应 “赏当其

劳， 奖当其能”。

2003

年全国人才工作会议就指出， 在我国

人才队伍建设中， 各级各类高技能人才有着不

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与党政、 经营管理、 专业

技术人员等人才可以相提并论， 这无疑是人才

观和社会评价观的一次重大转变。

中组部、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刚刚颁发

的 《高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中长期规划 （

2010-

2020

年）》， 作为国家人才发展规划体系的重要

组成部分， 规定了高技能人才有四个特点， 即

具有高超技艺和精湛技能， 能够进行创造性劳

动， 对社会作出贡献， 取得高级技工、 技师和

高级技师职业资格的人员。

让技艺高超和技能精湛的人才脱颖而出，

也是大赛的重要价值之一。 参加本次和以往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获奖选手， 无疑应该称

得上是技能型英才、准高技能人才，理应在“尊

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创造”的人才

方针指导下，赢得各方面的重视和关注。

必须对优秀和拔尖技能型人才采取激励手

段， “赏当其劳， 奖当其能”。 各地应当按规定

给予脱颖而出的优胜选手应有待遇， 比如直接

获得高级工或技师的职业资格、 物质奖励、 优

势就业、 免试深造等， 让这些有基础、 有潜能

的准高技能人才创业有机会、 干事有舞台、 发

展有空间。

大赛为企业选拔 “适销对路” 的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带来机遇。

职业技能竞赛是高技能人才工作体系的重

要环节， 是培养造就并使高技能人才脱颖而出

的快车道。 赛什么 、 怎么赛 、 赛的标准和结

果， 都应该与技能型人才在层次 、 品种 、 规

格、 质量、 体系等要求上相互衔接和契合。 已

经制度化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在今年又

添亮色： 专业覆盖到

16

个， 比赛项目增加到

55

个， 大赛加试专业理论和职业知识， 赛事中注

重职业道德和职业态度的考查， 企业招聘团进

驻赛场， 等等， 更加体现技能型人才培养和选

拔中的针对性和适用性， 也为企业发现和选拔

“适销对路” 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带来了机遇。

作为培育技能型人才的基础阵地， 职业院

校须遵循培养规律。

高技能人才培养是开放的系统工程， 行业

企业是主体， 职业院校是基础， 校企合作是纽

带。 各级各类中高职院校承担着 “造就数以亿

计的高素质劳动者、 数以千万计的专门人才”

的重任， 也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摇篮， 必须研

究和遵循技能型人才成长规律， 从大赛中总结

经验教训， 转变育人观念 ， 改革人才培养模

式， 优化培养内容和方法， 创新培养机制， 与

企业深度融合。 作为学校教育， 还要特别注意

处理好面向多数和针对少数的关系、 强调实践

和兼顾理论的关系、 强湛技艺和立德树人的关

系、 累积习得和发明创造的关系、 直接就业和

继续深造的关系 ， 真正培养出有基础 、 有后

劲、 有潜能的高素质技能型人才， 为高技能人

才队伍的发展壮大贡献力量。

技能大赛点亮职校学子精彩人生路

“大赛点亮人生， 技能改变命运。” 随着一

批批高水平、 高素质技能型人才从一年一度的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脱颖而出， 这句精彩

的口号在被越喊越响的同时 ， 也日益变为现

实： 通过大赛， 选手们有的 “三证” 在手， 成

功接到企业抛来的 “橄榄枝”； 有的通过比赛

圆了一直梦寐以求的深造梦； 还有更多的职校

学子则是通过大赛 “校校有比赛 ， 层层有选

拔” 的机制， 提升了技能， 收获了自信， 也改

变了周围人对职业教育的传统偏见。

用技能为就业和发展铺路

在中职组 “服装设计制作” 比赛现场， 神

态自若的罗宁在一众紧张观望学生比赛情况的

指导教师中格外显眼， 作为北京市日升天辰有

限责任公司的销售总监， 他此次来的目的就是

“选才”， “现在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赛项设置

和要求与我们产业企业的衔接越来越紧密， 选

手们只要在大赛中过关 ， 到企业就能无缝上

岗， 所以我们很乐意到大赛现场选将， 这也节

省了企业的人力资源成本。”

“我们不是为赛而赛， 而是通过比赛， 了

解行业企业的新技术和新要求， 然后在日常的

学习和训练中有意识地加强这些方面的素养，

为以后的就业和发展铺路。” 湖北城市职业学

校服装设计专业的参赛选手李勤对此深有感

触。 她说， 虽然历年大赛都有服装设计制作赛

项， 但是内容和要求却是年年更新， 以今年的

比赛为例， 虽然时间和项目不变， 但是对选手

们速度、 创意和职业素养的要求却更高了， 因

此她和同学们早早就加强了这些方面的训练，

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已经拿到了中级职业资格

证书， “虽然我很幸运被选来参赛， 但是一起

训练的同学们也一样优秀 ， 不愁找不到好伯

乐。”

以大赛为平台， 找到行业企业需求与自己

努力方向的最佳契合点， 已成为多数职校学子

提升技能和就业能力的选择， 而企业也看到了

他们的这些变化。 因此， 大赛上经常能见到企

业观摩团代表的身影， 各大企业还在比赛现场

竖起招聘展板， 在网上和赛场外开设招聘会，

大赛选手成为他们竞相聘用的热门人才。

深造是为了进一步提升技能

去年获得中职组 “服装设计制作” 比赛一

等奖的肖婷已经在武汉职业技术学院就读一年

了， 按照湖北省 “大赛获奖选手可以保送上高

职” 的政策， 她依靠过硬的专业技能， 实现了

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大学梦 ， “我们渴望深

造， 但不单纯是为了一张高等学府的学历证

书， 而是希望通过深造进一步提升技能。”

肖婷说， 虽然中职教育让她掌握了娴熟的

技能， 但按照现代服装业的需求， 她毕业后可

能是进入相关企业成为一名一线车工， 制作些

简单样衣， 但是升入高等学府深造再强化技能

以后， 她将来的起点就可能是从服装设计师助

理做起了， “个人发展的前景会更广阔， 收入

也会翻番。”

和湖北省一样， 为了鼓励大赛中的优秀获

奖选手， 让他们在理论和技能方面有更进一步

的提升， 各地纷纷针对大赛制定了对口升学或

保送的制度。 天津市先试先行， 规定凡有单位

接收的大赛高职组获二等奖以上的选手都可以

当年办理户籍进津手续， 获得三等奖的选手在

津工作两年后也可办理户籍进津手续， 有关专

业的获奖选手还可保送上大学 ； 湖南省出台

“关于湖南省中职学生对口升学的有关通知”，

规定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一等奖的选手

可以免试保送进入本科院校相关专业就读， 而

获得全国比赛二、 三等奖的学生则可以保送进

入高职就读或者给予高考加分的奖励； 江苏省

也出台 “关于建立健全技能大赛长效机制的有

关规定”， 只要在该省省内比赛获奖就能参加

本省本科院校的对口单招； 还有山东、 福建等

省份也都在中高职以及本科衔接方面进行了有

益的探索和尝试。

“谁说只有读普通高中才能上大学？ 谁说

只有考上名牌大学人生才能更加成功？ 学好专

业技能， 一样可以使我们在社会上有更大的发

展空间。”

2009

年获得大赛计算机园区网项目

一等奖的刘昊早已被保送到天津职业大学， 在

校期间， 他和几个大赛成员一起用学到的技能

创办了 “

shure

工作室”， 承接了学校所有大型

活动的技术支持工作， 同时也是保证实验楼安

全稳定的维护机构， 每次外省市的学校来参观

时， 他的工作室都会成为学校展示的窗口。

职校生成为提升吸引力的“名片”

在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的 “新能源， 新

生活” 体验展示区， 熙熙攘攘的企业家、 职业

学校观摩人员中迎来了一群客人， 他们是天津

市小站一中的毕业生， 刚刚参加完高考， 赶在

填报志愿之前组团来感受职业教育的魅力。

“每年天津举办大赛的时候， 我都能听到

职业学校学生成长成才的优秀事迹， 职业教育

也是一条成才路， 所以很有兴趣来体验一下。”

小站一中的韩玉浩正在天津轻工职院一名学生

的指导下组装微型太阳能风车， 专业的演示和

讲解让他佩服不已， “体验过后更坚定了我报

考职业院校的信心， 我也要像他们一样成为拥

有一技之长的技能型人才。”

和韩玉浩一样， 天津市民李先生也是一大

早就赶到了新能源的体验区， 喜欢汽车的他正

在职校学生的指导下学着驾驶新能源汽车。 李

先生说， 去年大赛时的 “时代呼唤汽车医生”

体验现场他也是一大早就赶去了， “以前总认

为职业教育是差生的无奈选择， 但是这两年的

体验让我对他们刮目相看， 这些孩子的本事着

实让我佩服。”

正如李先生感慨的那样， 借着国家大力发

展职业教育的东风， 如今越来越多的职校学子

带着过硬的专业技能走向不同工作岗位， 小到

车一个螺丝钉， 大到参与最先进的产品制造，

他们用技能贡献着自己的光和热， 点亮了自己

精彩的人生路， 也因此成为提升职教吸引力最

闪亮的 “名片”。

■

本报记者 李丹

全国职业院校学生技能作品展洽

会上，贴近生活的每一件作品都在表达

这样的主题：职业教育让生活更美好。

①

在机器人世界里体验未来。

②

学生在赛场进行面塑技能展示。

《天津教育报》 记者 李想 摄

赛场目击

“软”“硬”都是真功夫

“有了技术，心里踏实多了”

三年前， 黎暖佳初中毕业，她

还想继续上学。 但父亲对她说，女

孩子读书有什么用，你现在应该赶

紧找个人嫁了，“更何况你的腿还

有点残疾”。

黎暖佳两条腿的长度差了几

十厘米，“我生下来就这样，所以没

感觉与正常人有什么不同。我要继

续上学。 ”黎暖佳态度很坚决。

于是尽管父亲反对，尽管家里

很穷，

2008

年， 她还是来到广西柳

州第一职业技术学校，继续求学之

路。她和

20

多名聋哑同学一起成为

计算机应用基础特教班的学生。刚

开始她并不适应，因为聋哑同学不

能说话， 她没法跟同学们交流，感

觉很孤独。 但是在老师的帮助下，

她很快学会了手语，并成为学校手

语社的教员。

黎暖佳努力学习专业知识 ，

FLASH

动画、网页制作、软件设计、

图形处理样样精通。优异的表现不

仅让她获得了柳州第二职业技术

学校办公室的工作机会，而且被校

领导点名参加

2011

年全国职校技

能大赛学生作品展，负责学校展台

“无障碍智能宿舍模型” 的运转维

护———这个模型是她和老师同学

们一起花了两个星期做好的，展示

了为聋哑学生无障碍生活创造条

件的新一代宿舍智能管理系统 ，

“没点真本事， 这个系统可搭不起

来。 ”一位参观者赞叹道。

她把取得的成绩讲给父亲听，

父亲很高兴。 “他没想到我能有

今天的进步。 三年来我最大的收

获就是有了自信。 以前我也要强，

但是那时什么都不会， 现在有了

这门技术， 我心里踏实多了。”

■

本报记者 高毅哲

· 卢永良 中国烹饪协会副会长， 本届大赛烹饪比赛执行委员会副主任、 副总裁判长

上职校让我们收获了自信

大赛说事

以务实态度提高学生职业素养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地位特殊， 堪称

职业教育的 “国赛”， 在参与面、 成熟度、 影

响力等方面一年比一年高。

以烹饪技能大赛为例， 今年参赛选手技能

表现突出，参赛作品佳作纷呈，体现了扎实的烹

饪技能水平和较高的构思设计能力。 此外，大赛

还涌现出很多亮点： 理论考试中突出了当前行

业非常关注的食品安全、营养卫生等内容；评分

时增加了对节约成本的考量； 对参赛作品的实

用性以及市场推广方面加大重视等。

大赛是检验和展示职业教育成果的重要窗

口，更是职业教育人才培养的风向标。 参赛选手

都是各地职业院校在校学生的优秀代表， 也是

即将进入我国餐饮行业的后备人才， 可以说本

次比赛是餐饮业后备人才的集中检阅和才艺展

示。 从本次大赛的一些创新点中， 我们不难看

出， 它对职业院校学生综合素质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为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指明了新的方向。

必须强专业厚基础

本次烹饪技能比赛按照去年的模式， 设置

了理论考试， 这说明当代社会越来越需要的是

专业性强、 基础深厚、 综合能力较高的新型技

能人才。 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在制订人才培养方

案时， 要全方位地开发学生的职业能力， 而不

仅仅是训练人的机械性技艺 ， 仅有 “一技之

长” 是远远不够的。 从长远来看， 系统推进职

业技能培训向职业能力开发的转变、 推进技能

鉴定向职业能力评价的转变， 已成为今后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发展的方向。

切实提高学生职业素养

本次烹饪技能比赛不仅考查作品的艺术

性， 同时也注重考查其营养平衡和实用性， 甚

至还增加了对成本节约方面的考查。

这种考评表现出的是一种适应行业现状的

务实态度。 目前， 随着物价上涨、 人力成本上

涨等， 餐饮行业的利润空间被极大地压缩， 选

手们作为餐饮行业的后备人才必然要从企业实

际出发， 从经营的角度思考， 如何在菜品制作

上节约成本， 实现企业的可持续发展。 对比之

下， 少数选手在比赛过程中节约观念不足， 操

作过程中对合理使用原料以及节约用水、 用火

注意不够； 作品的装饰点缀显得过分， 过于追

求形式， 在实用性上以及市场推广方面有所欠

缺。 这就要求职业院校在教育过程中， 必须立

足行业， 立足专业， 以一种务实的态度和实干

的精神， 切实提高学生的职业素养。

使技能更加贴近市场

职业学校培养的是技能型的应用人才。 目

前， 食品的卫生安全、 菜品的绿色营养健康等

都是餐饮行业关注的焦点， 职业教育要紧密结

合市场， 关注餐饮行业的市场大环境， 多种方

式开展校企合作， 利用企业的资源， 让企业的

大师、 名师为学生讲课， 促进技能教学水平的

提高， 使学生的技能更贴近市场、 更加实用。

技能竞赛是个平台， 是职业教育几方力量

的聚合。 我们期待由此而引发职业教育对餐饮

行业标准的关注， 对职业能力的深度思考， 对

校企合作的进一步推进， 培养出更多高素质技

能型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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