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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校企对话

特刊

每扣0.1分都让学生知道原因所在

■

本报记者 张东

“来， 所有的选手都来参与评分。 哪

个地方漏判了、 评错了， 都可以提出

来。” 在25日下午的污水处理设施安装调

试比赛现场， 主裁判、 徐州建筑职业技

术学院的张宝军教授大声召集所有参赛

选手参与评分。 听到这个消息，刚刚完成

安装调试，静待裁判分数的学生脸上露出

了吃惊的表情。 赛场上“硝烟”顿时散去。

“这个系统完全按照我们的要求完成

了，运行正常，但还存在一些问题。 ”在第

一台正常运转的设备前，张宝军左手拿着

评分表，俯身用右手指着水槽下方的管线

说：“水泵这一条线路长了一点， 要减0.1

分。 ”随即，他快速在评分表上做上记号，

还不时对身边的选手们说：“你们也注意观

察，有什么意见，现在就可以提出来。 ”

在另一台设备前， 他指着地面说：

“地面有积水， 没擦干净， 要注意职业素

养。 减1分。” 操作者虚心地点点头。

赛场上，张宝军带着学生们对20多台

设备中的各程序环节进行一一点评，时而

蹲下检查，时而现场指导。 指出操作错误

时，他会让操作者自己算出应扣的分数；听

到学生有异议，他认真核查。 可以说，他扣

除的每一个0.1分都让学生知道为什么，让

大赛评分公开、透明、公平、公正。

闪亮的金牌 艰辛的付出

———绍兴市职教中心全国技能大赛夺魁背后的故事

■

孙 壮

每一次大会战，总有一些骁勇的兵团

令人侧目。

在今年全国中职学生技能大赛上，这

个兵团的名字就是绍兴市职教中心。 截至

6

月

20

日， 他们以四金二银一铜的优异成

绩， 奇峰耸立般地挺立各省精英部队之

中。

是什么样力量铸就了这样一支队伍。

在闪亮的奖牌背后，他们有着怎样的付出

与艰辛，这里面每一个传奇故事，是人们

都渴望了解的。

团队精神：

五六个专业教师攻关一个比赛项目

６

月

１２

日， 在广州举行的酒店服务中

餐摆台比赛中，来自绍兴市职教中心的陆

盼盼同学沉着冷静， 只见他轻轻用手一

抖， 桌布就服服帖帖地安放在餐桌之上。

接着摆弄酒杯、碗碟、牙签，他的双手像是

从魔术师那里借来似的， 动作轻巧优雅，

神奇而又快速地放在了相应的位置上，更

令人称叹的是， 当整个中餐摆台完成之

时，整张桌子独具神韵，简直就像一幅画。

陆盼盼同学也因此勇夺中餐摆台比赛的

金奖。

怎样才能教出这样优秀的学生？ 回答

是背后有一个团队的教师在支撑。

绍兴市职教中心校长钱金星表示，学

校为了配合搞好竞赛， 采用团队指导式。

以酒店服务项目为例，在这个团队里集中

了形体、酒店、英语、服装等五六个专业的

教师，综合性地对学生进行辅导训练。

除了专业教练之外，为了保证比赛选

手稳定地发挥自己的水平，学校还为每一

个团队配了一名心理教师。 以一个团队的

力量，来教学一个小组的学生，这样的教

学模式完全立足于职业教育的特色之上。

因为要有一副好身手，必须结合多学科的

知识，掌握多方面的技能，才能做到出类

拔萃。

难能可贵的是， 在绍兴市职教中心，

这样的团队不仅是一个又一个，更是一环

套一环，整个团队建设呈现梯队化态势。

竞赛如何出成绩 ， 关键在于平时的

努力。 最近几年来，绍兴市职教中心做到

早动手、早准备，从高一开始就组建竞赛

团队。 一般从成绩优秀、动手能力较强的

学生中选择种子选手， 再从一些教学经

验相对丰富的教师作为辅导老师。 在选

教师的过程中， 学校非常注重发挥年轻

教师的力量， 让他们积极参加到竞赛辅

导的团队中来， 从而加快了这些教师的

成长，并使这些教学团队更加年轻，更加

富有朝气。

今年，学校在比赛中喜获丰收，大家

认为这与三年来长期坚持努力，特别是各

个团队通力合作所分不开的。

敢于攀登：

百般思索后的灵光乍现

冷拼盘的水平高低，往往代表着一家

饭店的档次水平。 在中职赛上，这一项目

却是最让人费尽心思的项目。

只要到过比赛现场的人，会发现那里

的每一个拼盘都是美轮美奂，每一个造型

都是那样的栩栩如生。 怎样才能跳出来胜

人一筹，最终往往靠的是创意。

为了今年的冷盘比赛，绍兴市职教中

心的余铁军老师从去年开始就琢磨着怎

么做了。 立足地方特色，给人全新视觉感

受，是余老师的理想目标。

为此，他博览群书，他冥思苦想，他刀

起刀落， 做好的模型无数次地推倒重来。

正当一片迷茫之际，他在鲁迅先生的《社

戏》中看到这样一个场景：古纤道上停满

了乌蓬船，船夫坐在船头观看社戏，一大

群孩子穿梭于观众中嬉闹。 就在那一刻，

他头脑仿佛灵光乍现， 一个思路瞬间形

成。

于是， 在

６

月

12

日扬州中职烹饪技能

大赛中，评委老师们看到了这样一个冷拼

盘：

那是一只灵巧的乌篷船，划船人坐在

后梢，一手扶着腋下的划楫，两脚踏在桨

柄末端，两腿一伸一缩，桨一上一下，似在

击水推进，船头摆有两坛绍兴老酒，更显

得相映成趣。 谁说这是冷盘，分别就是一

副水乡美景图。

如此佳作，当然是金牌得主。

这是创意的力量， 对于学校老师来

说，更是长期努力攀登的结果。 余铁军老

师说，他虽是一位烹饪老师，为了做出富有创

意的作品，他自学美术、文学、甚至对建筑学

也有所涉猎。 正是平时长期坚持多学科的学

习，才练就了他开阔的视野、创新的思维。

余铁军的那种灵感， 与长期的思考努力

分不开的。 在绍兴市职教中心， 许多老师都

与比赛结下不解之缘， 常常为伊弄得人憔

悴。

面对职业技术不断发展的现状， 这里的

老师需要不断地充电， 利用业余时间钻研提

高， 并积极运用到教学实践中去， 以便让学

生在校园里及时感受到最新技术发展前进的

脉搏。 也正是因为这样长期默默地付出， 他

们指导的项目能够一路斩将夺魁， 走向成功

的颠峰。

赛场风云：

那些悲喜交加的故事

金灿灿的奖牌令人欣喜，但是，夺牌的历

程艰辛而又艰险。

6

月

10

日，在山东潍坊举行的全国中职学

生技能大赛上，绍兴市职教中心的祝莲菲、孙

宇杰分别获得财会电算化金牌， 创造了该校

参加全国大赛同一个项目获两块金牌的纪

录。 说起这两块金牌，虽然时隔多日，两位选

手依然显得有点心惊肉跳。

财会电算化比赛是由财务会计、 点钞和

传票翻打三个子项目组成。 绍兴市职教中心

的这两位选手，平时特别擅长传票翻打。在绍

兴市、浙江省的选拔赛中，孙宇杰、祝莲菲都

达到

400

分以上水平， 平时成绩更是达到

513

分，而其他优秀选手一般很难达到

400

分。

本以为凭着这一强项， 可以在全国赛上

与对手拉开距离。 但是，比赛场上，一切都可

以发生。

6

月

10

日上午， 比赛第一项即传票翻打。

平日将小键盘敲得溜溜转的两位选手， 这次

不知怎么，发挥严重失常，其中孙宇杰仅打出

298

分，而祝莲菲仅为

257

分，与平时成绩相差

甚远。 当天比赛最好成绩为

390

分，虽然远不

仅他们俩的平时成绩， 但这次却被人家拉开

了分。

如此出师不利，给两位选手蒙上了阴影，

当天中午，两位选手几乎吃不下饭了。 这时，

带队老师，包括陪同一起前往的省、市教研室

领导都闻讯赶来，一起帮助选手分析原因，做

心理辅导工作。大家一致认为，只要接下去发

挥正常，一定能够将拉下的分补上去。

老师们的耐心开导，给孙宇杰、祝莲菲同

学带来了很大的信心。 在下午的财会电算化

项目中，两人异常努力，最终反败为胜，双双

获得金牌。

如果说财会电算化夺金， 经历了大悲大

喜，那么机器人项目这块铜牌，却经历了大喜

大悲，令人叹惋。 一位指导老师说起此事，甚

至禁不住泪如雨下。

机器人本是新项目，为了准备这一项目，

指导老师首先通过自学，弄通原理，再对学生

进行辅导。平时参赛选手安装速度快、机器人

动作熟练。在比赛现场，绍兴市职教中心的选

手也早早安装完毕，在场上试机时，机器人的

各项动作都非常完美，选手们也是信心满满、

志在必得。

然后，正式上场时，意外出现了。 只见这

位选手用手轻轻按压了一下略显松散的导

线，不料却发生电线短路，机器人芯片烧毁。

此时，比赛即将正式开始。虽然选手以最

快速度更换配件， 但由于时间紧迫， 心情紧

张，最后仅获得铜牌。 “技能大赛就像奥运会

一样，很容易节外生枝，一不小心‘煮熟的鸭

子就飞了’。 ”一位带队老师如是说。 事后分

析，大家觉得此事也有经验教训可以吸取，那

就是机器人本不能带电操作， 选手紧压作品

的动作显然不够规范，以后千万需要避免。

然而， 正是有了像财会电算这样的反败

为胜，才显示这支比赛队伍的敢于拼搏，也正

是因为有了机器人这样的失误， 在取得辉煌

成绩的时候，大家还是倍感竞争的不易，每一

个动作都需要规范精确。 但通过对失误的分

析总结， 也预示着这个强大的团队今后还有

更多的潜力可挖。

制度保障：

不用扬鞭自奋蹄

做过老师的人都有体会，要带好竞赛，不

仅需要过硬的业务水平，还要敢于创新，更要

甘于奉献。学校里的好老师很多，但要同时达

到这几个标准的老师，往往就显得凤毛麟角。

但是，在绍兴市职教中心，四金二银一铜的骄

人成绩，本身就说明了一个问题，这里的老师

不简单。

该校校长钱金星非常自豪地告诉来宾，

自己学校的业务技能水平高， 工作态度认真

负责，在

21

世纪的今天，这里老师依然像不知

疲倦的老黄牛，只是多了几分创新意识罢了。

老师为什么会如此甘于奉献，问起这个问题，

大家一定会想到该校的“技能领雁工程”了。

在对象选拔上，教师“技能领雁工程”以

专业教学骨干教师为对象， 学校为此专门制

订了技能领雁教师标准及培养方案， 通过校

内外基地实训、 赴企业实践锻炼和投身技能

竞赛等各种途径， 让技能领雁教师真正技高

一筹。

领雁教师，不仅技术领先，学校也强调以

德为先。正因如此，这些老师特别具有敬业奉

献精神，譬如电子商务专业的韩向春老师，孩

子才上幼儿园小小班，加上体弱多病，非常需

要家人照顾。但他还是克服了困难，一心扑在

工作上，受到了师生们的一致好评。

对于领雁工程的专业教师，学校积极鼓

励参加高级工以上技能等级培训，并凭等级

证书和发票报销全部培训费。 正是这样，一

大批专业教师拥有了技师或工程师等中级

以上技术职务，成为双师型教师，此外对于

技术突出的教师， 学校还有专门的奖励政

策。

对于领雁工程的教师， 学校既发扬奉献

精神，同时也注重奖励，对于在省、市级教师

技能竞赛中取得较好成绩，以及获得省、市技

术能手称号，都有相应的物质奖励。由此积极

鼓励教师了解行业发展新趋势和新工艺，掌

握与专业有关的新技术和新方法。

正是在这样管理机制下，这里的老师不但

用心教人，而且勤于学习。 像计算机专业的迮

勤老师，便通过自身努力，从一名普通的机房

管理员成长为绍兴市行业仅有的

18

位“绍兴市

突出贡献高技能人才”之一、绍兴市唯一的首

批国家级职教名师。迮勤所指导的学生多次获

全省竞赛一等奖和全国技能竞赛一等奖。

梅花香自苦寒来。 四金两银一铜的成绩

令人羡艳，但只有了解它背后的付出，才知

道这份成绩的来之不易。 绍兴市职教中心相

信，只要做到持之以恒，一定能够保持优势，

并不断前进，最终为地方经济发展作出自己

的应有的贡献，在中国职教史上留下自己独

特的印迹。

■记者观察

为职教状元喝彩

■

李曜明

每年高考， 都有一些地方大肆炒作当地的高考

“状元”，或披红戴花，或重金奖励，或媒体宣传，可谓

红极一时。 尽管官方一再禁止，可还是屡禁不绝。

再看职教 ， 各地每年也会产生不少 “状元 ”，

但与高考 “状元” 的礼遇相比， 却差之万里。

这就是两者之间的差别， 根深蒂固的差别。

国家级的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改变了这样的窘境。

持续

5

年的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赛出了近

万名职教 “状元”。 这些状元们是幸运的， 享受到

了职教界至尊的荣耀， 在一年一度的隆重颁奖仪式

上 ， 国家领导人及部长们亲自为他们颁奖 。 那一

刻， 群星璀璨， 可谓盛极一时！

如此宏大的颁奖典礼 ， 其层次之高 ， 场面之

大， 也是空前的， 既是对职教学子的首肯和激励，

更彰显着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信心和决心！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是职教成果的大演练、 大检

验。 人们不会忘记， 在职教刚刚起步的时候， 可谓

举步维艰， 在政策、 资金、 招生、 场地、 设施等方

面， 有着和普通教育截然不同的 “礼遇”。 但就是

在这样艰难困苦的条件下， 职教以其特有的精神发

展壮大起来。 这些年， 职教发展又遇上了难得的好

时机， 上有国家财政和政策的鼎力支持， 下有地方

政府的积极扶持， 在体系建设、 专业发展、 师资水

平 、 规模实力 、 教学质量等方面有了跨越式的发

展， 以其日益强壮的实力， 向社会展示着自己的风

采。 这样的展示， 正在改变着过去 “上高中， 考大

学” 的传统思维定式。 这样的大赛， 正在向人们昭

示： 职教已经成为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柱

之一， 成为经济发展须臾不离的生力军。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为学子们赢得了尊严。 勤奋

＋

刻苦

＋

汗水

＋

智慧

＋

技能

＋

自信， 让当年低头进入职

校的学子们今天可以昂首阔步登上领奖台， 写入国家

级状元榜。 他们用自身的实力，再次证明了“三百六十

行，行行出状元”的道理。他们用自己的实践，踏出了一

条“上职校照样可以成才”的道路。他们用自身的才艺，

为千千万万的职教学子们赢得了自信，赢回了尊严！

行走在多个竞赛现场， 看职教达人们飞扬的神

采、 精湛的绝技， 看企业大佬现场争抢 “状元郎”

的场景， 看职校校长们脸上洋溢的笑容， 我们不禁

为职教的达人们叫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如今已经成为职教学子们

成名、 扬名的 “星光大道”， 成为职教状元们一展

雄姿的舞台， 成为职教界演练万千雄兵的赛场。

今天， 我们要的就是这样的舞台———为职教状

元们披红挂彩的舞台！

为职教状元们鼓掌！ 为职教状元们喝彩！

校企“双人舞”需要彼此深层理解

■

本报记者 张婷

有这样两个故事： 一所职业院

校的负责人带着学生， 跨越了几个

省市、 3000多公里， 跑了十几家企

业， 最终也没找到合作伙伴实现订

单培养； 一家企业老总， 急着扩厂

投产， 厂房建好了、 设备买好了，

就是招不到合格的技术工人。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不单单

是一次比赛， 更是学校与学校之间、

学校与企业之间的平台。 校企之间，

都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寻找到合作者。

企业青睐有创新精神的学生

三菱电机自动化 （中国） 有限

公司技术支援部部长蔡建国是本次

大赛“智能电梯装调与维修” 赛项

的特邀裁判。 谈及参赛初衷， 蔡工

笑道： “这次比赛可不简单， 选手

们操作的迷你设备相当于现实中的

四层电梯。 其中， 电梯故障题目是

现场生成的， 连裁判都不能预知。

我们期待在大赛中能找到敢于突破

现有套路解决问题的选手。”

在去年的大赛中， 蔡工就发现

了几个南京工程学院的小伙子， 他

们运用自动化技术做成了一个“养

鸡场成鸡舍”， 这可把他乐坏了。 他

当即表示， 项目后续开发过程中，

小伙子们如果遇到问题可以直接打

他手机。 “要呵护孩子们的创意，

没准他们就是未来的比尔·盖茨。 大

赛将动手与动脑结合， 这个理念如

果能传递到每个学校， 校企之间的

对话也就没那么难了。”

“创意是在掌握最新科技的基础

上产生。” 罗庆生， 立林机械集团有

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也是本次大赛

邀请来的招聘单位代表。 在他看来，

职业院校的技术发展总比企业慢半

拍。 “企业为了赢得市场， 一直在

寻求技术突破。 而院校则没有这个

动力， 只有当企业提出用人需求时，

院校才向企业学习。” 罗庆生说， 和

院校合作十几年， 都是企业把最新

的理念带给院校， 这里的时间差问

题常常误事。

这几年， 立林机械集团的生意

越做越大， 产品供不应求。 “我们

急着扩大生产， 买了两千亩地， 买

了美国最新的设备， 就是招不来人，

没有学生会用新机器。” 大赛现场，

老罗正在四处“暗访”， 试图找到能

够和他们企业对接的学校和学生。

校企合作要融入双方“血液”

现实中， 尽管职业院校渴望与

企业合作， 但大部分只停留在教学

设备捐助、 实习基地提供、 员工培

训等层面。 2011年7月， 国家教育

督导团发布了关于职业教育的督导

报告， “行业企业参与职业学校的

教育教学管理、 专业设置和课程建

设仍不充分， 据抽样调查， 仅有

17.5%的企业与学校共同开发实训

教材。”

在天津中德职业学院院长吕景

泉看来， 校企对接之所以存在学校

热、 企业冷的局面， 职业院校本身

的问题不小。 院校只想着把自己的

学生送到企业里， 却不考虑企业的

真正需求， 这样的合作难以成功。

他的观点得到了重庆代表队领

队刘力的支持。 “合作的最大障碍

是校企双方合作目标不一致， 企业

的目标是创造利润， 而职业院校的

目标是人才培养。 要破解合作难

题， 双方必须制定必要的规章制

度， 明确双方的责、 权、 利， 同时

构建一个适合实现校企合作的创新

平台。”

吕景泉反对教师和学生花大量

时间进行简单的实操训练， 或者去

企业从事一些流水线上的简单工作。

他力主院校引入国际顶尖的设备和

技术， 使学生和教师参与到产业升

级当中。 “校企对接不能永远停留

在院校给企业送小工的层面上。 只

有定位高端的校企合作， 才有生命

力。”

对此， 刘力的思考是： 职业教

育必须紧跟产业结构调整升级和经

济社会发展变化， 不断调整自己的

专业结构、 教学方法和评价机制。

要敢于从教学内容、 组织架构、 运

行机制等方面变革， 最大程度地为

校企合作创造空间。

合作期待政府更多支持

大赛中， 一些院校和企业代表

反映， 校企在深度合作中， 遇到不

少困难， 比如相关政策、 法规不连

续， 教育、 人保、 发改、 财政、 税

务等部门在对待校企合作中的一些

问题时各有立场。 这些都是阻碍校

企合作向深度发展的“硬伤”。

“虽然职业教育部际联席会议制

度早已建立， 但缺少能驾驭相关部

门的权威领导牵头， 实际效果仍待

加强。 同时， 校企合作涉及人财物

和信息资源的配置及交换， 若要真

正做到齐抓共管、 各尽其责、 相互

沟通、 互惠互利， 需要一个有效的

制衡机制。” 吕景泉说。

蔡建国的观点是， 国外对参与

职业院校人才培养的企业有规范的

指导政策及保护措施， 国内也应给

予企业更多的优惠政策。

职业院校希望政府部门、 行业

协会多关注职业教育， 帮助院校掌

握更多市场信息， 以便学校紧跟产

业结构调整， 培养更多适用的技能

型人才； 而企业也希望政府对校企

合作给予更多的政策支持， 完善劳

务派遣市场， 为企业用工解除更多

后顾之忧。

《职业教育法》 修订在即， 校企

合作条例也正在酝酿。 各方期待新

政策能在体制机制上取得突破 。

“教育部门主导的专门性法规在制定

时， 应与劳动法、 企业法、 就业促

进法、 税务法等相互衔接、 保持一

致， 且要明确法律责任， 强调法律

后果。” 赛场上， 一位领队说。

企业的目标是创造利润， 而职业院校的目标是人才培养， 合作的最大障碍是目标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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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职组现代制造技术竞

赛中，选手在进行数控机床的操作。 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