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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校企合作

特刊

“3小时内完成操作的都是人才”

■

本报记者 张东

“选手们能在3个小时内完成的， 都

是比较出色的人才。” 6月25日， 在污水

处理设施安装调试比赛现场， 天煌教学

仪器公司的工程师侯柏松说， 研发工程

师对各环节操作用时都作过测试， 全部

完成需要将近3个小时， 而且比赛设备

今年还作过更改， 比以往难度更大。

“这次比赛除了一般的安装调试外，

还涉及到自动化程序控制等知识和技能的延

伸。 ”侯柏松指着一台插满了红、黄、绿色电线

的中控设备说，“选手们对于自动化控制设备

的连接、调试也能操作自如，已经很不错了。 ”

作为评委， 他们最看重的是学生的动

手能力。 “这些管线的裁剪、 连接， 看起

来容易， 但操作起来没那么简单。 前期肯

定经过了反复的练习， 才能如此熟练。” 他

告诉记者， 企业看重的是培养时间短、 动

手能力强、 经验知识多的技能人才。

就业，校企之间不得不说的那些事

■

本报记者 刘琴

对于果农来说， 精心栽培的瓜

果能否卖出个好价钱， 最让人牵肠

挂肚。 对于职业院校来讲， 苦心培

养的学生怎么才能好就业、 就好业，

也最值得琢磨和研究。 瓜果受不受

欢迎， 要问市场行情； 学生好不好

就业， 则要看企业态度。 如此一来，

“就业” 就成了校企之间一个不得不

说， 而又常说常新的话题。

学历这道门槛应该怎么迈

单看中职组“建筑设备安装与调

控”这个赛项名称，也许人们很难明白

所指为何，但要说起“给排水”，那大家

就会恍然大悟———这个专业可是和每

个人的生活都息息相关，谁家的厨房、

卫生间都离不了它。 这个专业人才需

求量那么大，学生一定好就业！

事实上怎样呢？ “给排水专业

是个跨领域专业， 属于建筑业和市

政业的交叉领域， 尤其随着建筑综

合化发展， 这个专业的人才需求量

的确很大。” 技能大赛给排水专家组

组长、 黑龙江建筑职业技术学院市

政工程技术学院院长边喜龙说。

尽管“水行业” 需求旺盛， 可

对于职业院校毕业生来说， 这个行

业的进入门槛还真不那么好迈 。

“近几年国家重视污水防治， 县一级

都要建立污水处理厂，很需要从事操

作和管理的给排水专业毕业生。可由

于这些单位都是财政拨款单位，进人

对学历有要求，中职、高职毕业生想

进去很难。 ”边喜龙道出个中缘由。

职校生进不去， 本科生不愿进，

学历真成了一道无形的坎？ “也许

一些事业单位比较看重学历， 但大

多数企业在招聘时， 还是以学生的

能力为重。” 技能大赛中职组工程测

绘赛项裁判长、 江苏省测绘资料档

案馆高级工程师唐根林说。

20多年前， 唐根林就是一名中

专毕业生。 刚开始他在工地上干活，

随着经验阅历的增长， 才逐渐走上

了管理岗位， 而在职业院校所学的

技术一直是他的立身之本。

“只要把基本功打好， 学历高低

不是问题， 很多学测量的职业院校

毕业生工作几年就成了项目经理。”

唐根林认为， 用人体制方面确实还

有一些问题需要解决， 但职业院校

学生也要转变观念， 不要沉浸在进

了国企、 央企就捧上铁饭碗的传统

观念里。

理论和技能怎样平衡才好

在技能大赛的现场，大家最想看

到的莫过于学生炉火纯青的实战操

作，可是比赛还设有笔试环节，有些

人对此有些不解：职业教育不就该注

重技能吗？笔试是不是重新回到了按

普通教育规律办职业教育的老路？

笔试到底是进步还是落后， 还

真不能简单地下结论。 工程测量赛

项今年就增加了理论考试的新环节。

“2009年、 2010年举行过两届工程

测量比赛， 那些选手们现在已经走

上了社会， 他们的动手能力很强，

可跟踪下来看， 他们的理论功底却

差了一些。” 唐根林说， 今年大赛专

门增加了理论考试， 就是为了促进

教学中对基础知识的掌握。

“测量的精度要求很高， 学生必

须把动手和理论结合起来， 遇到问

题才会分析。” 唐根林说， 如果小区

测量错误可能造成倒灌水， 而造桥

放样时一个桥墩子测错了， 就是成

百上千万元的损失。

不仅工程测量如此， 给排水比

赛今年也加强了对知识点的考核。

“我们特意增加了对施工最后一道工

序的考查， 要求做水压实验， 学生

必须掌握相关理论和知识要求， 才

能通过这一道考验。” 边喜龙说。

职业院校学生到底该重理论还是

重技能？ 边喜龙认为，以水行业为例，普

通高校培养的是设计、研究人才，而高

职是培养施工型、 应用技术型人才，既

要懂技术也要懂管理，中职则应培养技

工、技师。“尽管不同水平层次的人才主

攻的方向有所区别， 但有一点是共同

的， 那就是都需要理论和技能相结合。

只有两者达到一个平衡，才能不断用理

论指导实践，在实践中深化理论，促使

个人综合能力得到持续提高。 ”

职业生涯有多大提升空间

常言道： 师傅领进门， 修行在个

人。 就业不是一锤子买卖， 即使经过

职业院校的精心培养， 顺利找到了工

作， 但在漫长的职业生涯中， 又该如

何自我定位、 图谋长远呢？

“我们公司在招人时对本科生和高

职生一视同仁，只要能力过关，就可以得

到一席之地。 但我发现，工作几年之后，

高职学生容易碰到‘职业瓶颈’。”上海真

元汽车设计有限公司工程师陈磊担任高

职组产品造型设计与快速成型赛项的裁

判， 在多年公司经历中， 一些高职生的

“自我设限”让他感到深深的困惑。

陈磊说， 跟本科生相比， 高职毕

业生动手能力比较好， 心态也更稳定，

在公司成长得也比较快。 可当公司发

现他有潜力， 想要重点培养时， 高职

生自己却没有进一步提升的动力， 安

于现状， 缺乏继续学习提高的积极性。

企业希望与个人定位出现了矛盾

和偏差， 怎么办？ “职业发展是没有

上限的， 职业院校的毕业生技能底子

好， 只要坚持在本专业发展， 一般前

景都不错。” 边喜龙说， 举行技能大

赛， 就是为职业院校提供一个与行业

企业相互交流的平台， 以赛促练， 以

赛促教。 “学校了解了企业的所思所

想， 在教学中就能够有的放矢， 培养

学生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为社会提供

满足企业需求的专业人才。”

大赛带来了什么

■

李曜明

一年一度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无疑是

中国职教界的一场 “盛宴”， 迄今， 这种高规格

的 “盛宴” 已经举办了

5

年， 规模一年比一年大，

“菜肴” 一年比一年丰盛， 前来 “赴宴” 的人数

也一年比一年多。 连续

5

年的大赛， 究竟带来了

什么？ 记者连续观察这几届大赛， 感到至少带来

了如下几个方面的变化。

带来了经验的共同分享。 大赛搭建了一个高

手过招的平台， 前来参赛的选手， 基本上都是当

地的职教 “状元”。 同一个赛项 ， 几十支队伍 ，

来自四面八方 ， 各路英豪 ， 尽展雄姿 。 表面上

看， 是学生技能的展示， 实则是学校整体教学实

力的展现。 与高手过招， 本身就是彼此学习和交

流的过程， 是经验分享的机会。

带来了校企的深度对接。 大赛初期， 企业参

与者不是很多，即使参与，也只是简单的亮相，或

招揽几个选手，或亮一下广告牌。 随着大赛规模的

逐年扩大， 影响力逐渐提高， 参与的企业越来越

多，不少企业已不满足在大赛期间露脸，而是直接

渗透到职校的教学和实践环节中， 为院校提供本

行业最先进的实践教学设备设施， 提供学生实习

的场地，甚至派技术骨干直接参与教学和指导。 校

企的深度对接，缩短了教学与实践的距离，解决了

供需错位的难题，实现了教学质量的跨越。

带来了团队的密切合作。 纵观大赛的多个赛

项， 不是鼓励一枝独秀 ， 而是强调团队之间合

作。 一个赛程， 设计了从理论到实践， 再到动手

操作等多个环节， 如果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丢分，

都可能影响到团队的总成绩。 所以， 为了取胜，

团队成员必须在平日更多地磨合、 配合和融合，

院校的各科教学之间必须齐头并进。 这样的一个

流程设计， 一开始就带着一种导向， 以此带动并

推动着院校教学质量的提高。

带动了职教核心竞争力的提升。 每届大赛，

都会赛出几十个， 甚至上百个状元。 这些选手所

参赛的专业， 就是职业教育的标杆。 这些标杆，

就是职业教育的品牌 ， 是职业教育的核心竞争

力。 标杆的影响是无穷的， 直接或间接地推动着

一些传统产业的升级换代， 直接引领着新兴产业

的推广。 所有这些， 无疑在助推着人才培养标准

的提高， 助推着产品的升级换代， 助推着企业的

结构调整， 助推着经济和社会的发展。

无论从规模或影响力来看，技能大赛早已超出

了大赛最初的设计， 正在成为职教发展的推进器，

成为连接学校和企业、学校和社会之间的桥梁。

■赛场快评

一边是培养输出人才的职业院校， 一边是求贤若渴的用人企业———

■记者观察

■校企对话

编者按 由教育部联合天津市人民政府等

23

个部门、 组织共同举办的

2012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已拉开帷幕。

本报从今天开始推出特刊， 聚焦天津主赛场， 报道那些牵动人心的故事， 敬请读者关注。

在

6

月

26

日下午的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调试竞赛中，

选手全神贯注地进行比赛。 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