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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家看赛

特刊

高职组工业产品造型设计与快速成型赛项仲裁虞学军：

耐得住寂寞才能成就一番事业

■

本报记者 刘琴

1986年大学毕业， 先在企业工作，

之后当了13年教师， 现在则是一名职业

经理人， 用高职组工业产品造型设计与

快速成型赛项仲裁、 重庆杰信模

具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

虞学军的话来说：

“26年了， 跳过槽、

换过岗， 唯一不变

的是， 我一直在和模

具打交道。”

在模具行业摸爬

滚打了半辈子的虞学军感慨，近几年模具

行业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现在都用计

算机辅助设计，先进行三维设计，然后转

化为二维图纸生产， 再也不用手工画图

了，这在十几年前简直都不敢想。 ”

“企业要尽早介入到教学过程当中，

让学生能够同步感受到行业的发展。” 尽

管是第一次参加技能大赛， 但虞学军和

职业院校打过不少交道。 “今年5月， 我

们公司和台湾元创公司、 重庆工业职业

技术学院共建了‘模具设计与制造’ 专

业， 从教学大纲的编制到教学内容的设

计、 实训课的讲授， 我们企业技术人员

都参与其中， 学生的实习操作则直接到

我们企业来完成。”

“对于高职学生来说， 不仅要有较强

的计算机操作能力， 还要掌握一两个设

计、 加工方面高端软件的应用， 机械加

工基本技能也要强一些。” 虞学军说， 对

于企业来说， 员工的技能固然重要， 但

职业素养和职业品德更为关键。

“年轻人一定要耐得住寂寞， 不能急

于求成。 ”虞学军以过来人的姿态对参加

大赛的职业院校选手提出建议，成功不可

能一蹴而就，只有兢兢业业、勤恳踏实，才

能成就一番事业。

中职组现代制造技术赛项总裁判长金福吉：

为培养高技能人才搭桥铺路

■

本报记者 李丹

“数控机床的研发、 使用都需要优

秀的数控人才， 而目前行业内已经发

出人才短缺的警报， 因此人才培养成

为了行业发展的重中之重。” 作为中职

组现代制造技术赛项执行委员会的副

主任委员， 北京机床研究所副总工艺

师金福吉已经连续5年担任这个赛项的

总裁判长， 在他看来， 大赛的主要功

能之一， 就是为行业选拔和培训高技

能人才。

金福吉从1974年就开始从事数控

应用工作， 非常了解我国数控机床应

用现状。 据金福吉介绍， 我国大概有

60万台数控机床占有量， 数控人才缺

口很大， 迫切需要既有系统理论知识

又有高技能生产经验的人才。 在机床

行业， 人才培养的传统方式是师傅带

徒弟， 随着行业迅速发展， 这种形式

已经不能够满足人才培养的需要。

“目前， 行业人才培养主要是通过

职业院校、 企业、 社会培训机构来完

成的， 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金福吉

说， 职业院校培养的人才具有系统的

专业知识， 但由于师资与设备的原因，

培养的人才缺乏生产经验， 不能与企

业接轨， 落后于生产的要求。 社会上

的短期培训由于师资水平参差不齐，

场地、 设备有局限， 仍然停留在理论

阶段。 企业自己搞的培训， 由于生产

设备与组织方式的局限性， 虽然可以

应付生产，但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仍然不

全面。“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举办，

给三方搭建了良好的沟通平台，成为培

养高技能人才的大课堂。 ”

“以近年新设的数控机床装调与维

修赛项为例， 该赛项设备由数控车床

主机、 机床控制与调试、 实训装调柜

等三部分组成， 创新之处在于采用企

业真实设备， 具有与生产实际紧密结

合、 全面体现工学结合的特点。” 金福

吉说， 该赛项需要参赛选手进行包括

数控理论知识、 实操训练、 计算机编

程等更高层次的综合素质培训， 通过

一系列赛前培训和赛事活动， 全面提

升选手技能水平和综合素质。 一些难

度较大的操作技能， 如设备典型功能

的使用、 自动编程技术、 设备故障诊

断与维护等， 都能在这个过程中得到

解决和提高。

“技能大赛的试题具有普及性， 实

操试题对加工制造工艺有创新， 对操

作技能有改进， 通过选手们赛前的培

训、 研讨和参赛， 必将使试题中的技

能和加工方法得到较快推广， 有利于

在行业中推动技术进步。” 金福吉说，

站在行业的角度来看， 就是希望通过

大赛， 探索现代制造技术理念和工艺，

为培养高技能人才搭桥铺路。

中职组现代物流技能比赛专家组组长崔介何：

职业教育要走在行业发展前沿

■

本报记者 张以瑾

“物流不就是搬运货物嘛， 人人都能

干的活！ ”———尽管很多人都享受过物流

这种现代服务，但对物流业的认识一点也

不“现代”。 不过，连续3年举办的全国职业

院校现代物流技能比赛正在改变着人们

对物流业的看法。

今年的物流技能比赛有何新看点？ 现

代物流业发展现状以及趋势如何？ 职业院

校在培养物流人才方面应该注重什么？ 带

着这些问题，记者采访了中职组现代物流

技能比赛专家组组长、北京物资学院教授

崔介何。

比赛操作更贴近企业实际

“今年物流技能大赛的最大特点是贴

近企业。 ”连续两年担任该赛项专家组组

长的崔介何认为，今年大赛的看点是物流

中心团体赛的内容和标准都有不少调整，

使得操作程序更加全面，和物流企业基本

一致。

在比赛内容方面，今年新增了“拣选”

和“盘点”等环节，侧重考查参赛团队的协

调与合作能力。 在比赛评价方面，今年更

强调安全规范，这既是今年比赛的指导思

想， 也是调整后的评分标准。“第一是安

全，第二是质量，第三是速度。 ”崔介何说，

过去只强调速度，但忽视了企业的操作实

际，结果出现了部分选手为了追求速度而

不顾操作安全和工作质量的现象。 从长远

看，把安全放在第一位，是物流业提升服

务质量和水平的必然追求。

除了技能性要求， 今年还重点考查

物流从业人员“应知应会” 的知识要点。

所有参赛者都要参加包含400道判断题和

选择题的上机考试， “笔试内容事先公

布， 不是为了考学生不会什么， 而是看

他们会了什么。”

由于越来越贴近企业实际， 物流技

能比赛也越来越受到业界的欢迎。 崔介

何告诉记者， 去年比赛期间就有物流企

业现场签约， 甚至出现几家企业争抢优

秀选手的现象， 今年的比赛同样吸引了

物流企业的关注。

物流业科技含量越来越高

20世纪80年代初， 崔介何就开始关

注物流业。 在他看来， 国内物流业曾长

期停留在“搬完了放， 放完了再搬走”

的水平， 从业人员文化水平较低， “年

少不读书， 长大跑运输” 是人们对物流

的普遍认识。

不过， 经过30多年的经济发展和技

术进步， 现代物流不再等同于简单的货

物搬运，物流从业者也不再是简单的体力

劳动者。 在物流的整个操作层面，对知识

和技能的要求都越来越高。 比如，现在货

物进出仓库一般都要使用电子标签，还要

用到手持电脑终端等信息化设备，因此要

求从业人员要提高知识和技术水平，否则

根本无法适应这个行业的发展。

据崔介何介绍，全国物流技能大赛充

分考虑到物流业的发展现状， 在内容设

置、设备使用、技术运用和评价标准等方

面都不断更新，以引领物流职业教育能够

走在物流业发展的前沿。 今年，两家物流

企业还在赛场建立了物流体验区，各种先

进的物流技术让参观者耳目一新。

作为大赛专家组组长，崔介何甚至想

让参赛选手和企业优秀员工有机会也较

量一下。 尽管只是设想，但他颇有把握地

认为，参赛选手的技术运用能力不会比物

流企业的优秀员工差多少，至少是中等以

上水平。

物流职教要注重人才培养层次

国内物流尚属于“朝阳产业”，崔介何

表达这种观点时，并不仅仅是出于对物流

业的偏爱。

相关调查显示，全国目前有超过70万

家大大小小的物流企业、三四千万从业人

员。 在人才培养方面， 国内现有410所大

学、824所高职院校和2000多所中职学校

开设了物流专业，形成中职、高职、本科、

硕士、 博士等不同层次的物流教育体系，

是就业前景最好的专业之一。

然而，在物流从业人员众多、物流教

育规模庞大的同时，仍存在物流人才欠缺

的问题。 崔介何建议，当前物流职业教育

要注重区分人才培养层次，中职、高职、本

科各自培养什么人才， 都要有明确的定

位，为社会提供不同层次的服务。

“就物流中职教育而言， 在培养通用

型人才的同时， 也要注重行业的不同需

求，培养复合型、个性化的物流人才。 ”崔

介何认为，当前的物流从业人员基本上都

是负责仓储和货物流通的一般性员工，很

少能够进行物流的决策、规划，而懂得物

流信息化操作的员工更少。 因此，职业学

校可以在物流信息化教育方面多下工夫，

使得人才培养更符合市场需要。

崔介何告诉记者，物流技能大赛创造

了一个全国性的交流平台，打破了物流院

校与物流企业及物流院校之间相互“不

通气” 的局面， 逐步引领物流职业教育

走向规范化、 标准化， 提升物流职业教

育的整体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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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樊世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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