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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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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能大赛名扬海外

职教强国前来切磋

■

本报记者 张婷

新加坡有3个“世界著名”：美丽

的圣淘沙岛、繁忙的新加坡港、高等

职业教育的办学模式。

世界著名的新加坡职业教育居

然派出了一支代表队参加中国职业

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生产线安装与

调试比赛，这不能不说是一条新闻。

到底是什么吸引他们参赛？

“中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自动化

生产线安装与调试赛项，也是第九届

东盟技能大赛的正式指定赛项，包括

竞赛内容和标准均被东盟采纳。 可

见， 中国职业教育正发挥着越来越

大的国际影响力。 我们能来到中国

和同行们交流， 是一件高兴的事。”

6月26日， 新加坡队指导教师黄伟庆

一语道出参赛的玄机。

这次参赛， 黄伟庆带来了自己

的爱徒———嘉龙、 叶顺， 他们是新

加坡工艺教育西区学院二年级的学

生， 同时也是新加坡国内技能大赛

一等奖的获得者。

嘉龙和叶顺对比赛挺有信心。他

们说， 完成自动化生产线设备5个工

作单元的机械安装和调整，气动回路

的安装、连接和调整，电器控制电路

的设计等考核内容，都是他们平常练

习最多的项目，因此并不担心。

别看他们现在轻松， 背后可是

下了苦功。 为了这次比赛，

黄伟庆已经对爱徒进行了4

个月的集训， 一周要练习

30个小时。

在黄伟庆看来，嘉龙细心，在编程

上很有一套；叶顺利落，善于安装，这两

个学生搭档参赛是再好不过的组合了。

回忆起准备比赛的过程， 最大的

困难居然是时间。 嘉龙课后要做兼职，

常常没有时间练习。 为此， 叶顺没少

生气。 当嘉龙再一次以没时间为由拒

绝训练时， 叶顺发火了。

的确， 两个人一组参加比赛， 6个

小时的赛程里， 需要两人齐心协力，

完成自动化生产线实训考核装置上供

料、 加工、 装配、 输送、 分拣5个工艺

流程的组装， 在编制程序的基础上，

调试好生产线的全套设备。

这次争吵之后，嘉龙和叶顺下定决

心要做出点成绩来， 训练时也更加刻

苦。

谈及对这次比赛的预期， 黄伟庆

说， 压力不小， 国内对他们寄予厚望。

“新加坡职业教育的特点是重视动手能

力。 在我们的课程中， 有60％至70%

的内容需要操作， 所以学生参加这种

比赛还是有些基础的。”

在黄伟庆看来，参赛对学生来说是

一次很重要的机会， 为他们开阔了视

野，更提升了水平。 但黄伟庆更看重的

是学生在实际工作中的综合能力，这也

是新加坡职业教育一直坚持的。

据黄伟庆介绍， 新加坡的职业学

校通过与业界建立牢固的合作伙伴关

系， 在课程确定、 课程设计和课程审

查方面与业界深度合作， 模拟“现实

生活” 中的工作环境， 为学生提供专

业进修和学习机会。 “学习既要精又

要广。 除了比赛项目， 教师必须确保

学生学到行业所需的全部必备技能，

这样才更利于他们就业和升学。”

刻苦训练通力合作

完美表现赢得头彩

■

本报记者 张东

6月25日， 水环境监测治理技

术比赛在天津市渤海职业技术学院

拉开帷幕。

污水处理设施安装调试比赛，

要求参赛团队的一名选手在3个小

时内完成污水处理模拟设施的安装

和调试工作。 赛场上， 来自江苏省

南通农业职业技术学院环境与资源

系的大二学生郑国， 正在有条不紊

地测量设备衔接管线的长度， 设计

着管线路径。 确定所有管线设计准

确无误后， 郑国将连接管按所需的

长度截断， 再按照题目设定的水质

要求， 用螺母和生料带连接原水

箱、 格栅池、 调节池、 平沙池、 厌

氧池等箱体。 尽管稍有紧张， 但郑

国一步步操作得游刃有余。

然而， 这仅仅是这项比赛的初

始环节。接下来，要实现这套污水处

理模拟装置的全自动化运作， 还需

要郑国进行各种电泵、 感应器和出

入水阀门等电气控制线路的连接，

并设定电源控制仪器的参数。最终，

一个全自动的污水处理“微循环”就

在他3个小时的安装调试后，以最完

美的状态展现在评委面前。

“这项赛事不仅要求学生具有

水资源监测和治理的理论知识， 还

要求学生掌握水资源监测化学知

识、 物理知识、 电器和自动化应用

技巧， 而最重要的是掌握实际操作

能力。” 郑国的指导教师乔启成告

诉记者。

用3个小时的装配时间完成如

此繁琐的设计操作， 对于郑国来

说， 不仅是自己一个月艰苦训练取

得的质的飞跃， 更是整个团队通力

合作的成果。

接到参赛通知后， 南通农业职

院环境与资源系的郑国、 龚玉瑶和

郑丽组成团队， 凭借他们极强的学

习能力和严谨的实验态度， 开始筹

备比赛。 “我每天从早到晚， 就在

那个小房间里埋头苦练。 在实际操

作中， 结合书本知识， 不断总结经

验， 不断缩短装配时间。” 回想起

这一个月的准备训练， 郑国说。

起初， 郑国完成一道模拟装配

试题要花上5个多小时，龚玉瑶完成

一套污水处理流程图的绘制需要一

个上午的时间， 郑丽的氨氮测定实

验则考验着她的实验技巧和耐心。

“开始整个流程操作得5个多小

时， 乔老师就一直看着我操作， 规

范操作细节。” 郑国说， 指导教师

乔启成为了让他们吃透一个原理、

熟练一项技能， 常常陪他们一起找

出原因、 攻克难题。

5小时、 4小时、 3小时……不

管是安装调试， 还是图纸绘制， 他

们完成的时间逐渐缩短， 准确率也

在逐步提高。 “每天根据任务书中

不同的水流量、 水力停留时间等参

数， 计算污水处理流程的数据， 并

将数据表现在图纸上。” 龚玉瑶解

释说， “在实际工作中， 这就相当

于设计工程师的工作。 我们的图

纸， 就是一个个污水处理厂建设施

工的依据。”

汗水没有白流， 经过严格评

定， 郑国、 龚玉瑶和郑丽获得了团

体一等奖。 看到学生的优秀表现，

乔启成的欣慰和喜悦都洋溢在笑容

里。 他告诉记者：“通过这一个月的

训练， 他们掌握了所有水资源监测

与治理中各个环节的理论知识和实

践技能， 以后胜任相关工作是没有

问题的。 而且， 训练和比赛增强了

学生对环境专业的兴趣和责任感。”

勇立潮头唱“大风”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发展纪实

张孝理 徐 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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浸淫着厚重绵长的人文底蕴， 沐浴着

长株潭 “四化两型” 建设产业群的和煦阳

光， 湖南化学工业高技能人才的 “黄埔军

校”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正崛起于

水光潋滟的湘江河畔， 正被世人所瞩目。

54

年筚路蓝缕，

54

年弦歌不辍。 伴随

着悠悠湘水，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植根

化工、 依托化工、 服务化工， 在绿色化工

时代大潮中， 勇立潮头， 引领湖南化工职

业教育， 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发展之路。

植根化工走特色立校之路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创办于

1958

年， 占地

572

亩， 现有固定资产总值

1.25

亿元。 学院设有

9

个教学系部，

28

个高职

专业。 现有在职教职工

672

人， 在校学生

11000

余名。 到目前为止， 学院为石化及

相关行业输送了近

6

万名高技能人才。 当

我们再次解读这所大学， 再次翻开这所大

学的历史画卷， 这所 “化工湘军” 摇篮建

设与发展的历史可圈可点： 国家授牌的高

技能人才定点培养单位、 教育部人才培养

工作水平评估优秀高校、 省文明高校、 省

毕业生就业先进单位、 省园林式单位、 省

职业教育先进单位、 省职业技能鉴定工作

“十佳单位 ” 等荣誉称号 。 在刚刚结束的

2012

年全国职业院校化工生产技术技能竞

赛高职组技能大赛中，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

学院捧回了团体一等奖金灿灿的奖杯。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发展印证了

这样一个道理： 没有特色就没有生命力。

“石化产业是湖南省支柱产业， 也是

国民经济发展的驱动引擎。” 湖南化工职业

技术学院决策层深谙其中的道理， 带领全

院教职员工积极摸索并寻找职业院校的独

有特性， 植根于化工行业培育社会急需人

才， 服务于传统产业优化升级和地方经济

发展， 走出了一条 “以内涵建设为重点 ，

以文化融合为追求 ， 以创新驱动为手段 ”

的特色之路。

在依托行业优势凸显专业特色的战略

思想指导下， 学院开设的

28

个高职专业涵

盖了化工、 机械、 仪电、 信息、 经管等主

要产业和行业， 着力突出化工特色， 化工

类优势专业有

9

个。 学院现有全国石化行

业精品专业

2

个、 省级精品专业

4

个、 省

级特色专业

1

个、 中央财政支持建设专业

2

个； 有国家级精品课程

1

门、 省级精品课

程

3

门、 中国化工教育协会精品课程

2

门。

拥有中央财政支持职业教育实训基地、 省

教师认证培训实训基地、 国际焊工培训考

证等多个基地， 形成了以全日制高职学历

教育为主体， 中职教育、 成人教育和职业

培训相结合的职业教育多元办学格局。

遵循 “需求导向设专业， 能力本位建

专业， 深化改革活专业， 资源整合强专业”

的专业建设方针，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立足大化工及相关产业， 坚持以化工类专

业为主干， 并向机械、 自动化、 信息与经

济管理等专业方向拓展， 建构了能满足现

代大化工产业领域需要的专业体系， 初步

形成了以应用化工技术 、 化工装备技术 、

生产过程自动化控制技术、 工业分析与检

验等专业为重点， 其他相关专业协调发展

的特色专业群。 形成了骨干专业群深度对

接石化产业集群和特色专业群， 基本覆盖

石化企业职业岗位链的专业结构。

对接产业走创新兴校之路

谁创新了思路， 谁顺应了潮流， 谁就

占领了市场， 谁就在办学中稳操胜券。 湖

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的决策者达成共识 ：

创新办学思路， 办出自己的特色。 学院以

就业为导向 ， 走 “对接产业 、 校企合作 、

工学结合、 提升质量” 的改革发展之路。

在半个多世纪的办学历程中， 湖南化

工职业技术学院践行 “对接石化产业、 集

团化办学” 理念， 搭建了校企合作董事会、

湖南化工职教集团、 校友会三大校企合作

平台， 不断增强社会服务能力。 学校与行

业内企业密切合作， 为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提供了有力的保障。 近年来开展 “云天化”

等订单培养项目

18

个 ， 年培训企业员工

8000

多人次。

依托校企合作三大平台， 学院组织实

施湖南省示范性职业教育集团牵头学校建

设项目， 与省内外

300

余家大中型企业密

切合作， 建立了数千家企业的信息库、

300

多个稳定的就业基地。 而顶岗实习与订单

培养， 每年提供

3000

个左右的岗位接受学

生顶岗实习， “订单培养” 的人数达学生

总数的

20%

。

在政府和行业主管部门主导下， 湖南

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积极探索政府 、 企业 、

学校三方联动的运行模式， 搭建了产学研

一体化服务平台， 在生产性实训、 订单培

养、 理实一体化教学等方面实现了成员之

间多层次、 多元化的校企或校际合作， 取

得了明显的成效。 “项目搭桥服务行业”，

是学院开展校企合作的一大亮点。 学院先

后为巴陵石化、 湖南海利、 郴化集团、 兴

隆化工等企业培训员工和技能鉴定服务

22000

人次以上。

“将行业特色鲜明、 有着厚重办学积

淀的湖南化工职院建设成为省内一流、 国

内领先的高职院校， 对促进湖南化工产业

升级 、 拉动经济增长具有举足轻重的作

用。” 省委、 市政府对学院的建设与发展寄

予了高度评价和深切厚望。

深化改革走人才强校之路

“以人才培养质量为核心， 以学生为

主体” 已成为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教学

改革过程中最为高涨的呼声、 最为嘹亮的

号角。 在人才培养模式和核心课程体系构

建上， 学院进行了大胆的革新。

通过开发基于职教新干线的化工仿真

教学平台等方式， 学院大力推进行动导向

课程教学模式， 构建了 “专业

+

实景工场或

虚拟工厂” 的专业建设模式和以基于工作

过程导向为主要形式的工学结合核心课程

体系， 实现了课程内容与职业资格标准的

融合 ， 有效培养了学生的职业岗位能力 。

学院的应用化工技术、 生产过程自动化技

术、 化工装备技术等品牌专业在人才培养

模式、 专业课程改革、 教学团队建设、 社

会服务能力建设 、 专业人才质量等方面 ，

走在本省乃至全国石化行业领域的前列。

在教学模式的构建上， 湖南化工职业技

术学院充分彰显高职特色。 学院的课程开发

与教学实施一直坚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

则和知识、 技能、 态度三位一体教学目标，

不断探索理实一体、 工学结合的课程开发与

实践。 近年来， 学院重点实施了 “基于产品

（服务） 形成过程系统化” 的专业核心课程

改革， 实施了项目导向、 任务驱动、 案例教

学等灵活多样的教学模式， 主要专业的核心

课程与职业技能鉴定合一。

教学资源库集成实现 “三证融通” 成

为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人才培养中的亮

点。

1999

年， 学院开始在

5

年制高职专业

试行 “双证书 ” 制度 ；

2003

年 ， “双证

书” 制度在全院全面推广；

2006

年始， 学

院创造性地将素质教育课程纳入专业教学

计划， 将职业道德和职业精神的培育融入

专业教学全过程， 构建了 “一根主线、 两

条渠道、 三个模块” 的将知识、 技能、 职

业素养教育有机融合的专业教学计划。 同

时， 学院采取内部培养和外部引进、 聘用

相结合的方式， 加强了专业教学团队的建

设， 且成效明显。

依托校企多元合作平台， 学院推行实

施 “四个三结合 ” 人才培养模式 ， 坚持

“九个对接”。 即对接化工产业布局特点和

绿色化工生产发展要求设置 、 调整专业 ；

对接化工产业从业人综合能力要求， 共同

确定人才培养规格和制定融知识 、 技能 、

态度 “三位一体” 的专业教学计划； 对接

化工职业资格标准共同开发工学结合课程

标准和教学材料； 对接化工生产场景共同

建设实训基地； 对接化工岗位培训要求共

同选择科学的教学方式、 方法和手段， 共

同培育优秀双师型教师队伍； 对接化工行

业大力拓宽就业、 实习、 人才订单培养与

员工培训渠道； 对接化工技术发展开展产

学研合作； 对接化工企业文化构建校园文

化和职业素养教育体系； 对接化工职业人

的能力和素质要求共同开发教育教学管理

和评估制度。 从而， 真正实现深度对接产

业建设专业， 更完善、 更有实效， 形成校

企 “合作办学， 合作育人， 合作就业， 合

作发展” 崭新发展格局， 为建设绿色化工

和湖南 “四化两型” 社会培养高素质技能

型专门人才。

在培养目标上实现技术应用能力、 就

业能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三结合； 在培养

计划上实现基础理论教育、 专业技术教育

和职业素质教育三结合； 在培养途径上实

现行业、 企业和学校三结合； 在培养规格

上实现毕业证书、 职业资格证书和素质教

育拓展证书三结合。

为提升实践教学能力。 学院制定了综

合实训各项规章制度， 从选题、 学生人数

安排、 指导教师、 场地安排等方面精心组

织与实施。 各专业高度重视实践性教学环

节， 基于能力导向， 以案例或真实的任务

来设计专业综合实训项目。

近 年 来 ， 学 院 学 生 职 业 鉴 定 率 达

100%

， 获证率

95%

以上。 据湖南化工职院

招生就业处统计：

2011

年校园招聘会中，

3300

余名毕业生的成功签约率为

94%

， 其

中， 签约央企和其他大型国有企业为

58%

，

签约中小型企业约占

36%

。 连续

6

年居全

省高职院校前列， 就业率一直稳定在

92%

以上。

学院连续

6

年获得全省职业技能鉴定

工作 “十佳单位” 殊荣。 湖南化工职业技

术学院选派学生参加各级各类技能竞赛 ，

捷报频传： 荣获国家级、 省部级奖励一等

奖

59

项 、 二等奖

117

项 、 三等奖

77

项 。

去年 ， 在湖南省组织的专业技能抽查中 ，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

3

个专业均顺利通

过， 其中有两个获评优秀。

“十二五” 的激昂号角已然吹响， 加

快实施 “

94212

” 战略， 把湖南打造成为中

部地区领先的石化工业基地， 已成为省委

市政府重要的决策。 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

院新一届领导班子将把握机遇， 突出高职

特色， 发挥行业优势， 在继承学院优良传

统的基础上， 锐意改革、 开拓创新， 立足

于职业教育从劳务输出主导型向服务地方

产业主导型， 从规模扩张型向内涵提升型

的转变， 已形成了专家治校， “人才培养、

科学研究、 社会服务” 同步并举的全新发

展格局。

“潮平两岸阔， 风正一帆悬。” 传承着

“厚德、 励志、 笃学、 精艺” 的校训， 湖南

化工职业技术学院又一次迈开了更加坚实

更加执著的步伐， 正在为一批又一批莘莘

学子搭建一座又一座走向社会、 服务社会

的智慧之桥， 正在谱写新一轮更加辉煌更

加灿烂的崭新篇章。

“金牌教练”悉心指导

“特别选手”脱颖而出

■

本报记者 李丹

“你们平时的教学和训练有哪些

小窍门？” “如何能更好地协调学生

们的团队作战能力？” 6月26日， 在

中职组计算机辅助设计比赛的等候

区， 各参赛队指导教师们在空闲之

际， 把上海代表队的两位指导教师

赵丽明和刘延军团团围住， 向他们

请教日常教学实践经验。

在去年该赛项的比赛中， 赵丽

明和刘延军指导的3名选手取得了

“三金” 的好成绩， 此次大赛再度出

征， 自然格外受到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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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丽明来自上海市建筑

工程学校， 此次她指导学校的两名

选手参赛， 在她看来， 透过大赛的

风向标， 及时调整课程设置和教学

内容， 让学生的技能水平与企业需

求“无缝” 对接， 是大赛的意义所

在， 也是她和团队成功的秘诀。

“比如， 往届大赛考查的大多是

CAD制图的初级知识， 学生只要对

电脑命令熟练掌握即可， 所以平时

的教学和训练都是以教师讲授为主。

今年的大赛在速度、 质量、 制图知

识等方面对选手提出了更高、 更全

面的要求， 因此我们改进实施了项

目教学法， 以学生为主， 让他们在

一个个具体项目的任务要求中边做

边学， 这样不仅能达到大赛的要求，

也符合行业的用人标准， 学生们将

来就业后能直接上岗操作。”

有了教师们科学的教学方法作

指导， 具体的学习训练过程还得靠

选手们自己刻苦训练才行。 “比赛

时在电脑前一坐就是三四个小时，

这对于年轻好动的中职生来说是个

不小的考验， 像我们学校这次的参

赛选手刘天一， 颈椎不太好， 坐久

了活动都困难， 好多次都是含着眼泪

咬牙坚持下来的， 让我们非常感动。”

赵丽明介绍说， 对着电脑画图其实是

很枯燥的， 但这也是建筑设计师岗位

的职业要求， 必须要有细心、 恒心和

耐心， 选手们在这个过程中职业素养

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对于这一点， 来自上海城市科技

学校的刘延军感受更深刻， 他此次指

导的参赛选手张恒亮有些“特别”。 张

恒亮在小时候由于服药的副作用， 听

力受到严重损伤， 因此在训练的互动

过程中颇费周折。 为此， 刘延军专门

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唇语和哑语手势，

稍微简单点的问题师徒俩就通过“比

划” 来解决， 复杂点的问题就通过一

字一句的书写来沟通， 如果遇到更难

的问题， “比划” 和书写都描述不清

楚的时候， 刘延军就会在周围的环境

中尽量找一个跟设计图差不多样子的

实物， 现场演示给张恒亮看， 而张恒

亮也很争气， 每天都刻苦训练到很晚，

最终在层层选拔中脱颖而出。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作为职业

教育领域最高级别的竞赛， 对教师和

学生来说都是相互学习交流的重要平

台， 在教与学的过程中， 教师本身的

能力也得到了很大的提升。”

刘延军说， 职业院校教

师每年都要到

企业锻炼一

定的时间 ，

但是经常由

于教学任务

紧张而有所

“缩水”， 帮助

学生备赛， 也是

对自己教学实践经验

的锻炼， “比期望他们

获得好成绩更重要的是，

通过大赛锻炼他们的专

业技能， 并能通过大赛

的平台， 明确他们今后人

生的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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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26

日下午， 选手们全神贯注地进行比赛。 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