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优胜到金牌
折射全力以赴的参赛之路

选择读技工学校的时候，梁攀从来没有想过
自己可以站上世赛之巅，为中国拿回在“电子技
术项目”的首块金牌。

2年前，他也曾距离世赛很近，但却在国家
队5进2的淘汰赛中遗憾退场。

在他前往阿布扎比观摩第44届世赛的时
候，梁攀已暗下决心，一定要像这些选手一样努
力拼搏，一定要在世赛的舞台上比一次、赢一回。

他放弃了很多好企业抛来的橄榄枝，选择留
在学校、留在集训基地，以教师、教练、选手的身
份重新再战一次。终于，他的付出得到了回报。

这名土生土长的重庆男孩回忆，“电子技术
项目”比赛一共要比4天，竞争也非常激烈，主要
围绕电路设计和仿真、嵌入式程序设计、印制电
路板组装3个模块，考核选手设计、仿真、程序编
写、焊接等综合能力。

三大模块看似不多，但是加起来评分点就有
上百条，要拿金牌绝非易事。

他坦言，最难的板块在于嵌入式编程，往届
选手都是在这里丢分。为了取得新突破，基地专
家组为他聘请了国内优秀专家进行重点突破，在
比赛的时候除了电路设计，其余模块都得了满分。

近日梁攀回到学校继续他的教师生涯、教练
生涯。他表示一定会继续精进专业、磨砺技能，
为国家电子技术产业发展培养更多高技能人才。

“往几届我国参加这个项目的比赛都只获得

了优胜奖”，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校长肖贵斌
谈到，要获得该项目的金牌并不容易，别的项目
更多的考技能，而电子技术项目80%要考设计
与计算，20%考技能操作。

从优胜奖直接到金牌，梁攀为中国创造了里
程碑式的突破。

梁攀的摘金之旅也折射出重庆铁路运输技
师学院的世赛之路。

作为全国世赛电子技术项目国家级集训基
地，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从第43届世赛开始
参加世赛全国选拔赛，在第44届世赛全国选拔
赛中派出3名选手参赛，分别获得第二名、第四
名和第十名，其中选手成冲成为中国代表队备选
选手。

在今年的世赛全国选拔赛中，基地派出的2
名选手，分别获第一名和第四名，全部入选国家
集训队。这一次不仅赢得金牌，也保持了学校集
训基地派出的选手参加世赛全国选拔赛100%
入围国家队的纪录。

目前，基地选手已有6人次先后入选国家集
训队。

从第43届的第四名，到第44届的第二名，
再到第45届的第一名，学校电子技术项目中国
集训基地的参赛“成绩单”越来越漂亮。

从保障到突破
设计最有新意的成长手册

时间回到世赛前，国家队集训的时候。

每一次集训后，学校都要会同集训所有专
家、教练、选手进行会诊，诊断选手在技能和理论
方面存在的不足，继而设计出提高方案。

一直以来，学校非常重视世赛集训基地建
设。

除了给与经费保障和政策保障，还把基地打
造成为占地1000平方米训练场，设有包括专家
室、技术分析室、雕刻室、工具材料室、监控室、卫
生间、体验区、自由参观通道在内的一流集训基
地，为选手营造出一个真实的比赛现场。

同时学校还聘请黄鑫、王为民、李杰三位国
内一流的世赛专家组成专家组指导集训，汇聚
12名来自高校、高职、中职和企业的高水平人才
组成教练组，从专业技术、心理调适、数学、英语、
体能等方面对选手进行训练。

专家教练队伍的多元化、全面化为选手提供
了全方位保障。

正是这一系列的保障工作为选手设计出了
最实用的“成长手册”。

世赛开赛前，学校就信心十足，那就是要实
现中国在电子技术项目上奖牌零的突破。这种
信心从何而来？

据了解，学校的集训基地集聚了国内多名电
子技术专家“加盟”，进一步提升了专家团队的综
合实力，同时还与科技公司合作，开发出“世界技
能大赛电子技术项目集训管理平台”，运用大数
据分析，让专家、教练和选手可以精准地发现集
训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与不足，以及纵向与横向差
距，从而精准地训练。

这样的创新，为参赛突破夺冠奠定了更牢固
的基础。

创新不止于此，以重庆承办“一带一路”国际
技能大赛为契机，学校还推荐选手担任裁判工
作，帮助选手了解裁判工作规则、换位体验操作
误区与矫正策略、感受角色所赋予的差异。

又如开展国内走训，从今年5月开始组织选
手到深圳职业技术学院、广东省技师学院等地进
行走训，让选手可以接触多样化的教学方法和人
才培养模式。同时学校还积极组织选手、翻译和
专家赴韩国、芬兰、俄罗斯参加国际大赛和技能
营活动，拓宽国际视野，在竞技中历炼、在交流中
提升。

甚至是在加强选手心理素质方面也频频出
招，聘请国家奥运会心理教练对选手从：比赛动
机、目标感、注意力、焦虑感、团队信任、睡眠质量
等方面进行多维度的心理调试，帮助选手以最佳
的心理状态进入国际赛场。

从集训到应用
培养高技能人才带动发展

背靠全国一流的世赛电子技术项目中国集
训基地，学校电子技术专业也实现了突飞猛进的

发展，成为学校的王牌特色专业之一。
据了解，为推进电子技术专业发展，学校还

把集训基地打造成集集训、比赛、培训、鉴定、研
发和科普六大功能于一体“综合实训中心”，并与
世赛中国研究中心、广东三向集团、广州全域科
技有限公司、德中（天津）精密装备有限公司、深
圳职业技术学院、重庆大学等建立了战略合作关
系。

受益的何止是与电子技术专业。
“世赛成果应用是根本。”肖贵斌说。
他谈到，世赛以先进的理念和技术得到世人

尊重，但能站在世赛舞台中央的毕竞是少数，对
于学校来讲更为重要的任务是，将世赛先进的理
念和技术传播出去，为国家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
技能人才才是根本。

在以赛促教方面，学校积极开展课程体系改
革，将世赛标准融入人才培养方案，促进了世赛
成果的高效能转化。特别是针对世赛所涉及的
专业能力和关键能力，学校按照标准、课题、训练
方式、管理、师资进行5级转化，让更多学子享受
到世赛成果。例如1-3级应用于中级工及校级
选手培养，4级应用于高级技工及市级选手集
训，5级应用于技师及国家级选手集训。

目前，学校正积极推进世赛与教学的“六大
对接”：

包括人才培养目标与世赛标准对接，学习任
务与竞赛内容对接，学生评价标准与评分系统对
接，师资队伍素质与专家团队水平对接，实训设
备与世赛设备对接，教学环境与赛场理念对接。

借力世赛，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找准了发
展新坐标，那就是在培养铁路运输人才同时，致
力打造电子技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中国芯”，继
续做优轨道交通相关专业同时，还在发展电子技
术、无人驾驶等专业时下好“先手棋”。

在砥砺前行的征途中，无论是师生成长还是
学校发展都气势如虹。

目前该校师资力量雄厚，建有90个实训场
所，其中“轨道技术特训站场”是我市唯一最能体
现铁路和城市轨道站场设备真实性和先进性的
教学设备。除了世赛电子技术项目中国实训基
地外，学校还是国家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国家
职业训练院试点单位、全国铁路地铁订单学校。

谈到发展时肖贵斌用“未来可期”形容。
他说，国家对轨道交通类技能人才需求还在

不断扩大，特别是随着国家“一带一路”的推动，
作为致力于培养轨道交通人才的学校无疑是最
好时机。同时国家对职业教育、职业技能培训的
重视也不断“加码”，结合重庆发展智能产业、打
造智慧城市，学校还要进一步拓展面向智能制造
等现代制造业及现代服务产业的专业，培养更多
高素质技能人才助力重庆发展。

王小寒 刘进
图片由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提供

“智”造不凡 为中国摘得电子技术项目首金
重庆铁路运输技师学院为智造重镇赋能添彩

第45届世界技能
大赛颁奖现场的捷报
从俄罗斯喀山迅速传
回重庆：重庆铁路运
输技师学院22岁的年
轻教师梁攀获得“电
子技术项目”金牌。

这枚不一般的金
牌，令重庆自豪，令中
国骄傲。

沉甸甸的奖牌实
现了我国在世赛“电
子技术项目”上奖牌
零的突破，同时在重
庆举办智博会之际，
也应景地反映了我市
电子技术产业发展有
了高技能人才鼎力支
撑。学校发展培养高
素质高技能人才，为
重庆发展智慧产业打
造智造重镇，为中国
发展智能经济推动产
业 转 型 升 级 赋 能 添
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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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流技工院校“剪裁”技能人才之美
重庆市工贸高级技工学校

将世赛文化引进校园

选手出征前一般都在基地训练，很多选手也
从来没观摩过世赛。

为了能给选手营造世赛氛围，在打造高规格
集训环境时，工贸高级技校将世赛文化融入其
中。一方面按照世赛标准配足设施设备，增设了
资料查询区、讨论区，在现有的数据资源库中开
发了大赛项目板块，为选手提供网络学习平台和
打开视野的窗口。另一方面还建立专家教练办
公室、展示与体验工作室、研讨会议室，充分展示
世赛文化，对外开放让选手和参观团队有更好的
交流体验。

值得一提的是，该校与西南大学心理教学部
合作建立了近400平方米的心理咨询辅导中心，
并改造建立了教练和选手的专用公寓及餐厅，全
面护航选手参赛。

为进一步保障选手赛出水平，工贸高级技校
成立了时装技术项目国家基地建设领导小组，并
成立后勤、体能、心理、语言、设备、技术6个工作
小组，不断完善基地实训设备、选手选拔、梯队建
设等制度，为集训做好充分准备。

丰富专家教练资源库

在45届世赛备赛过程中，工贸高级技校培
养出选手刘子靖进入国家队，并进入全国十强。
同时还承担国家队5进1阶段集训，圆满完成集

训选拔任务。
选手突围重在自身发力，也重在专家教练鼎

力相助。
近几年来，该校不断引进一流资源来完善专

家教练团队，学校集训基地的马小锋还加入到国
家队教练团队，指导更多选手成长成才。

学校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还将放眼全国
甚至国际建立专家教练库，强化教练专业技术能

力培训，组织教练团队到国内外学习、拓展视野。
俄罗斯喀山第45届世赛已经落下帷幕，新

一轮的世赛筹备工作正式打响。
在后备选手储备方面，工贸高级技校在服装

专业学生中遴选出近80名学生组建了世赛班，将
世赛标准融入到教学过程中，探索把教学过程与
比赛过程相互融通的训练选拔机制，同时配备高
额奖学金，让这些学生也有机会站上世赛舞台。

为技能人才提供沃土

工贸高级技校是我国开办的第一所技工学
校，经过多年发展已成为国家中职示范学校、国
家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国家级重点技工学校。

2016年，学校更被人社部表彰为“技能人才
培育突出贡献奖”。

在“技能人才培育突出贡献奖”的背后，这所
学校始终在坚持创新改革。

该校强力推进“双师”教师队伍建设，多措并
举提升师资队伍整体效能，目前双师型教师有
154人，包括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全国优
秀班主任、全国技术能手等等。同时学校还坚持
以产教融合为抓手推动专业建设，全面提升人才
培养水平，建成4个国家级重点专业、5个市级重
点（特色）专业，并紧跟产业发展节奏打造新能源
汽车、3D打印、工业机器人、物联网技术等新兴
专业。

无论是一流师资队伍还是高水平专业，无论
是订单培养还是集团化办学，都为工贸高级技校
培育世赛精英，培养高素质高技能人才奠定了深
厚基础。

据悉，接下来该校将继续推动“职教20条”
在学校落地生根，并以智能制造作为专业建设主
线，为地方产业经济发展作出更大贡献。

王小寒 刘进
图片由重庆市工贸高级技工学校提供

21 岁的姑娘温彩
云在第45届世界技能
大赛中代表中国参赛

“服装技术项目”，经
过18个小时比拼最终
击败32个国家和地区
的选手，夺得沉甸甸
的金牌。

从一个入门新手
成长为一流服装技术
高手，温彩云的成长
也折射出重庆市工贸
高级技工学校在世赛
时装技术项目国家级
集训基地建设中的成
绩与风采。

建 一 流 技 工 院
校，工贸高级技校将
为更多技能人才成长
量体裁衣。

时装技术项目中国集训基地

学校青年教师梁攀为中国摘得世赛电子技术项目首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