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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从 2022 年
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
日本赛区传来喜讯，
重庆市参赛选手、重
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学生李小松以优异的
表现，力压韩国、菲律
宾、日本等多个国家
的选手，勇夺光电技
术项目金牌。

重庆电子工程职
业学院（以下简称“重
电”）以党建为引领，
融合事业发展，探索
高技能人才建设新模
式的路径，发起并成
功申报世界技能大赛
新增赛项，并代表我
国夺得该项目世赛的
第一块金牌。

校企联合
打造中国首个自主发起的世赛项目

世界技能大赛被誉为“世界技能
奥林匹克”，代表职业技能发展的世界
先进水平，是世界技能组织成员展示
和交流职业技能的重要平台。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于9
月至11月在15个国家分散举办，比赛
项目共62个。其中光电技术项目特别
赛于今年10月在日本举行。

该项目是由重电发起并申办成功
的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9个新增赛项
之一，因此这枚金牌是我国在该项目
上夺得的世赛第一块金牌。

电子与物联网学院院长、国家级
技能大师工作室领衔专家陈良表示，
光电技术迅速发展，2018年已经形成
万亿级的完整产业链，形成产品研发、
生产制造、工程实施等系列工作岗位，
仅中国就有超过1000所职业学校开
设光电技术相关专业，有旺盛的产业
人才需求。

2018年，学校大胆勾勒“以优势专
业申报世赛新赛项”的决策，运筹打造
新时代高技能人才培养模式。

重电团队决定将光电技术与物联
网结合，聚焦与节能环保紧密相关的
LED照明与显示技术领域，将技能人才
培养与世赛组织倡导的绿色节能主题
结合，申报世界技能大赛的新赛项——
光电技术。

2018年底，学校党委书记孙卫平
带队与广东唯康就世界技能大赛项目
申报事宜达成合作共识，从零开始起
草“光电技术”世赛新赛项竞赛技术方
案等相关文件。

重庆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高
度重视该赛项申报，项目也得到世界
技能大赛中国组委会的大力支持。
2019年10月，光电技术竞赛技术方案
有了1.0版本。同年12月，“光电技术
技能国际邀请赛”在重电举行，通过各
国技术交流，学校技术团队不断更新

完善赛项内容，做到真正的高标准国
际化。

2020年6月，在国家人力社保部、
市人力社保局组织下，以周渝曦老师
带领的专家团队代表中国就申报第46
届世界技能大赛的新赛项——光电技
术项目顺利通过线上答辩，遴选成为
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比赛项目之一。

这意味着，历时3年，从零开始，由
学校与合作伙伴广东唯康公司联合发
起的光电技术项目，成为中国首次首
批自主发起的世赛项目。

一系列筹备工作
打造集训基地培育国家选手

随后，经世界技能大赛中国组委
会研究，确定在重电设立第46届世界
技能大赛光电技术项目中国集训主基
地。

一系列的筹备工作开始了：依托
项目中国集训主基地成立世赛项目集
训工作领导小组；依托电子与物联网
学院组建由陈良技能大师牵头的集训

基地工作专班，进行集训统筹、资源调
配、场地保障等工作，确保集训工作顺
利开展。学校先后投入专项资金1500
万元用于基地建设，现有500余平方
米的集训基地、300余万元的集训设施
设备。

最关键的一环是——国家队选手
的打造。基地作为牵头单位，与深圳
等其它5个国家集训副基地共同通过
分层选拔、系统集训，为国家选拔世赛
光电技术项目参赛选手。世赛基地领
导小组与技术团队经过综合选拔后，
决定将李小松等8名同学作为重点选
手培养。

李小松是重电电子与物联网学院
学生、陈良国家级技能大师工作室“智
能电子产品设计与制作工匠工坊”学
员，在202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届
职业技能大赛光电技术项目获得银
牌，并以第一名的成绩选拔进入本届
技能大赛光电技术项目国家集训队。

不分昼夜练技能、训体能、强心
理，进入世界技能大赛光电技术项目
国家集训队的选手们为了共同的目

标，刻苦训练。2021年，为适应备赛强
度，李小松以工作室为家，搭上行军
床，争分夺秒备战比赛。“兴趣是最好
的老师。”李小松表示，自己今后立志
成为一名电子信息领域的技术技能领
军人才，只有付出辛勤的汗水，才能收
获成功的喜悦。

2022年9月起，第46届世界技能
大赛各竞赛项目比赛在世界技能组织
多个成员国家和地区举行，统称为

“2022年世界技能大赛特别赛”。特别
赛光电技术项目于10月15日在日本
京都举行，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安排，重电李小松（选手）、周渝曦
（专家）、蔡运富（教练）代表中国技能
组织参加光电技术项目比赛，最终李
小松以优异的表现，勇夺光电技术项
目金牌，生动实践了技能成才、技能报
国。

“三位一体”育人模式
培育大国工匠

这枚金牌的获得，离不开学校近
年来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施卓越人
才培养计划，着力培育大国工匠的创
新举措。

重电创新“职教集团—产业学院
—实训基地”三位一体的育人模式，搭
建卓越人才校企协同育人平台，校企
共建产教融合实训基地和混合所有制
产业学院。通过“芯屏器核网”产教融
合共同体，构建“职教集团—产业学院
—实训基地”协同育人新模式。学校
利用集团化办学优势，建立“项目载
体、大赛引领、培训支撑”人才培养梯
队，通过“职教集团—产业学院—实训
基地”三位一体模式，为卓越人才培养
搭建校企协同育人平台。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分层分
类分段培养支撑学生个性化成长。面
对新兴产业发展与传统产业转型升级
对创新型技术技能人才提出的更高要

求，从2018年起，学校启动“卓越技术
技能人才培养计划”，采用“分类型、分
领域、分阶段”相结合的方式，深化“岗
课赛证”融合，以通用化设计全日制教
学班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以系
统化设计卓越人才试点班培养卓越复
合型人才，以定制化设计师徒制工匠
工坊班培养高端专门化人才，构建具
有重电特色的卓越人才培养体系。
2018—2021级共组建44个“试点班”
和89个“工匠工坊”。该成果获2021
年重庆市教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实施“卓越人才星光大道”奖励计
划，让“偏才”“奇才”人人出彩。为激
励学生成长为具有创新精神和工匠精
神的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学校自
2018年实施“卓越人才星光大道”奖励
计划，每年拿出奖金50万元奖励100
名在综合素质、技术研发、技术技能、
创新创业等方面表现优异的学生，目
前已奖励各类学生307名。

近年来，学校培养了“全国技术能
手”李小松、王杰，重庆市青少年科技
创新市长奖获得者陈思源等一大批高
素质卓越技术技能人才。近5年学生
获国家级技能竞赛奖项328项（特等
奖、一等奖和金牌85项），其中中国首
届职业技能大赛金牌、银牌各1枚，全
国“挑战杯”大赛金奖2项、银奖4项，
中国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
大赛金奖1项、银奖6项。2021届毕
业生去向落实率98.11%，列全市高校
前茅。

“光电技术项目首金意义重大，让
巴渝工匠的技能风采和青春力量闪耀
世界舞台。”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
表示，以赛促学、产教融合，“以铸造世
赛金牌全过程为契机，多渠道提升国
际国内影响力”的重电模式已初见成
效，为重庆先进制造业培养创新型、复
合型人才。

陈方艺 疏勤
图片由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提供

从零开始打造世界技能标准

重庆电子工程职业学院 铸造世赛光电技术项目首金

李小松在光电技术世赛集训基地训练

“大思政课”是锤
炼青年志气、涵育青
年骨气、增强青年底
气的关键场域。“大思
政课”之“大”，在于党
建引领的格局之大、
思 政 育 人 的 课 堂 之
大、铸魂育人的平台
之大。

重庆第二师范学
院立足“大时代”，承
载“大使命”，紧扣“立
德树人”这一根本任
务，推进思想政治工
作体系有效贯通学科
体系、教学体系、教材
体系和管理体系，形
成 在 党 的 全 面 领 导
下，全员参与、全时贯
穿、全域协同的“三全
育人”大思政工作体
系，上好引人以大道、
启人以大智、育人以
大德的思政大课、人
生大课，培养具有世
界视野、中国情怀、二
师品格的堪当民族复
兴大任的时代新人。

胸怀大格局
贯穿始终“立信仰”

党旗所指，心之所向，“政治强”才
能立信仰。

近年来，重庆第二师范学院以党
建引领发展，主动对接、深度融入、精
准服务国家和区域重大战略需求,将
爱党拥党的主旋律，贯穿于学校饱经
岁月淬砺、初心始终如一的壮阔征程。

学校始终坚持把思想政治建设摆
在重要议程，党委常委会定期研究、协
调推进思政建设相关工作。陆续出台
《关于构建“三全育人”大思政工作体
系的实施意见》《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
升计划推进方案》等系列文件，从顶层
设计层面奠定思政教育“姓党”的主基
调，以胸怀“国之大者”的大格局，领导
全校师生明“国之大势”、立“国之大
志”、修“国之大德”、炼“国之大才”。

学校成立思想政治工作领导小
组，从工作格局、队伍建设、支持保障
等方面建好强劲有力的“大思政课”内
核。学校党委书记、校长带头抓思政
课建设，定期带队到马克思主义学院
召开现场办公会，及时研究解决思政
建设工作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带头走
进课堂听课讲课，带头联系思政课教
师，在“润物无声”中助力思政课程体
系建设“敲准鼓点”……

学校构建“党委统一领导、宣传部
牵头抓总、相关部门联动、院系落实推
进”的工作格局，从宏观、中观、微观层
面推动思政教育形成最大合力。每年
坚持召开宣传思想工作会、“三全育
人”大思政工作体系建设推进会，围绕
思政课程“旗帜计划”、课程思政“雨露
计划”、日常思政“耕耘计划”以及“十
大育人体系”建设，集智聚力，一字一

句中折射出爱校荣校的拳拳之心，折
射出思政教育“行程万里”的执着坚
定。

当前，学校“133”大思政工作格局
已全面形成，爱党爱国的主旋律教育
在大格局中强劲激荡，涌动着这所党
创办的学校坚定不移听党话、矢志不
渝跟党走的初心使命。

放眼整个校园，在公选课上，近
400名学生凝神聆听，从辉煌党史中感
受澎湃信仰，一阵阵掌声热烈响起；在
学生党员服务站理论宣讲会上，同学
们将党的理论转换为“青言青语”，18
个党员服务站开展主题宣讲40余场
次，主题活动113场，一句句感言真情
迸发；青年马克思主义工程骨干培训、
主题党团日等多个重要活动,全校师
生谈初心、话成长、讲担当，在一次次
共鸣中“点亮”信仰……

搭建大课堂
所有课程“有思想”

上好思政“大课堂”，点亮心灵“长
明灯”。

“大课堂”之“大”，包含课程体系
之大、实践场景之大,还有思政教师的

“大情怀”。党委书记为新生讲思政第
一课，校长为毕业生殷切寄语，从入学
教育到毕业教育，从思政课程到课程
思政，这是一场打破藩篱的“大变革”。

学校坚持不懈做好思政课育人
“大”文章，在开齐开全本科段思政课
程基础上，面向全校学生开设《走进四
史》等通识类选修课，不断丰富优化

“5+1+N”课程教学体系。坚持不懈推
进思政课教学改革，以“六化”为抓手，
深入推进课程体系“系统化”、骨干课
程“优质化”、思政课堂“精品化”、实践

教学“融合化”、课程资源“多元化”、教
学管理“规范化”等系列建设，不断深
化思政课“大”内涵，以精神的“甜”,讲
出思政课的“味”，扎实写好立德树人

“大文章”。学校现建有2门市级一流
课程，1门校级一流课程。

学校将思政育人工作全覆盖所有
课程，探索形成了具有专业特色的课
程思政多元实践路径，让学生真心喜
爱、终身受益。完成37个专业、1200
余门课程的教学大纲修订，将课程思
政全面纳入课程目标设计。围绕课程
思政组织1200余人次教师参训参赛，
打造出市级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团队）
14个，立项14门市级课程思政特色课
程，力争让每一门课程听起来能“解
渴”、学起来引“共鸣”、品起来增“回
味”。

从数量与质量并举到共性与个性
兼顾，这是一方美美与共的“大花园”，
师范类专业形成以乡村教育情怀和儿
童关爱教育为特点的课程思政特色；
理工类专业以工匠精神为核心，教育
学生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还
有一二三课堂“联动一体化”，劳动教
育周培植热爱劳动的价值情感……

内化于心，外化于行。学校既在
课堂上“有理讲理”，又在实践中“有迹
可循”，统筹校内校外多种资源打造理
论性和实践性相统一的思政大课堂。

在校内，无处不在的思政元素与
美丽的校园环境相得益彰，“五月南
山”主题系列活动、“金秋云梦”主题系
列活动和“奋斗人生”迎新主题活动等
三大校园品牌活动贯穿全年，给学生
带来了有声有色、有知有味的“沉浸
式”大思政课堂，还有一系列“心理育
人”活动让育心与育德相结合，“资助
育人”活动让“扶困”与“扶智”“扶志”

相结合，形成“解困—育人—成才—回
馈”的良性循环。

在校外，重要活动、社会实践、田
间地头、志愿服务等都是开展思政课
实践教学的“天然素材”，学校打造“场
景式”移动思政课堂，走出校园拉宽

“讲台”，走进社会拉长“板凳”，让学生
在实践中了解国计民生、回应时代召
唤、践行青年担当，学校先后16次被共
青团中央评为全国大学生“三下乡”社
会实践先进单位。

拓展大平台
一体化发展“手牵手”

“大平台”之大，“大”在育人平台
的“精”与“优”。多年来，学校坚持以
大平台汇聚思政大合力，构建起“戏剧
文化节”“网络文化节”等为特色的思
政教育平台，集合多方资源让思政教
育的优势更“优”、特色更“特”。作为
全国首个举办戏剧教育专业的师范院
校，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多次将思政课

“搬上”戏剧舞台，搭建起集儿童戏剧
汇报展演、沉浸式戏剧体验课、情景喜
剧仿戏大赛等为一体，具有浓郁师范
气质的校园戏剧文化平台，在传承优
秀传统文化，涵养师生红色革命精神
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少年王朴》等多
部原创优秀剧目收获全国赞誉。

学校致力于办好用好“高雅艺术
进校园”为典型代表的美育品牌活动，
以艺术之美润泽师生心灵，涵养高尚
情操。自2015年起，通过邀请市川剧
院、市话剧团、市芭蕾舞团等专业艺术
院团走进二师校园，坚持每学期举办8
场“高雅艺术进校园”活动，探索开设
《高雅艺术赏析》选修课，通过轮番上
演京剧、川剧、曲艺、杂技等，用艺术的

方式呈现一场场生动的思政课，校园
文化向真、向善、向美、向上……迄今
为止，学校共举办高水平演出150余
场，覆盖师生近10万人次。

“大平台”之“大”，“大”在校、地、
企三方共赴“山”与“海”。学校的“戏
剧思政”品牌既是深化校地合作的有
力赓续，也肩负着大中小（幼）思政课
一体化建设的重大课题。由“戏剧思
政”起笔，重庆第二师范学院以牵头单
位身份，聚焦“打通学段堵点、关联活
动支点、凸显南岸特点”三个维度，以

“课程目标一体化、课程体系一体化、
课程内容一体化、课程实施一体化”四
个“一体化”巧妙破题，正不断书写南
岸区大中小（幼）思政课一体化建设

“大文章”。
“大平台”之“大”，还“大”在理论

探究的“深”和“广”。学校现建有“重
庆市中特中心二师分中心”“新时代青
少年思想政治教育协同育人研究中
心”“互联网+青少年德育协同研究中
心”“儿童传统蒙教资源研究所”等多
个科研平台，紧紧围绕党的理论阐释、
思政政治教育、人才培养、儿童特色发
展等内容广泛开展研究，不断引领师
生在科研创新和育人的道路上迈步前
进。

善而用之“大思政”，起而行之“天
地间”。未来，重庆第二师范学院将继
续肩负使命、上下求索，以理想信念教
育为核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
引领，胸怀“大格局”、搭建“大课堂”、
拓展“大平台”，培养学生“上善若水”
的品德、“海纳百川”的胸怀、“滴水穿
石”的坚韧和“奔流到海”的追求。

夏泽胜 陈钢

善用大思政课之“大”构建“三全育人”新生态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 胸怀思政大格局 打造立德树人新课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