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找准高技能人才培养的
“烘焙秘方”

“每一个面包都是有生命的，世界上没有完
全一样的面包。”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学校世赛
烘焙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教练李哲这样形容道。

在他看来，制作面包会受到温度、湿度、设备
甚至是面粉品质等因素的影响，如何做出有颜
值、有口感的面包，这一点非常考验选手的功力。

学烘焙要“出师”需要很长时间，李哲认为至
少要8年。由此可见，培养代表中国出征世赛的
选手并不容易，更考验基地水准、教练水平和学
校实力。好在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学校找准了
高技能人才培养的“烘焙秘方”。

集训期间，基地的教练们比选手睡得更晚、
起得更早，每天都会对选手的每一个“模拟作品”
进行优缺点解析，并帮助选手修正操作方案，做
到了及时总结反思改进。每天深夜，教练们还要

“开小会”对当天情况再次总结。
教练李哲谈到，目前各种面包模具等硬件在

不断更新换代，烘焙训练的内容也不仅限于烘
焙，还得将烘焙甜品化，将拉糖、翻糖、巧克力、甜
品的工艺、手法以及设计思路都融汇于烘焙之
中，因此在烘焙集训基地里甚至能看到一幅幅素
描手稿，这些手稿设计也是选手烘焙出精品、艺
术品的“蓝图”。

以重庆市第一名成绩夺得第45届世界技能
大赛全国选拔赛资格的选手郝鹏说，在基地训练
的日子就是人生中重要的“转折点”，基地不仅送
他出去学习培训，还请来世赛烘焙项目裁判到学
校一对一强化指导。“虽然最终没能代表国家出
征，但我还有下一届参赛的机会，还会更加努力
拼搏。”他说。

对于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学校来讲，基地的
资源是有限的，但烘焙知识是无限的。

因此，在学校推动下，烘焙基地也通过“走出
去、引进来”的方式，与外校甚至是与新加坡的学
校进行交叉培训，将新的理念、新的操作方法等
吸收转化为自己的资源。特别是通过多次邀请
国内外知名导师来基地指导示范教学，使选手在
烘焙、甜品、巧克力等制作方面的技能紧跟上了
时代脚步。

据了解，学校非常重视基地建设，还咨询了
国内行业专家，借鉴了专业机构的先进培训模式
和训练内容，参照世赛要求制定了科学有效的组
织机构、梯队集训方案和总体规划，建立了科学
的选手选拔与训练体系。

创新训练把中国文化融入
“饕餮盛宴”

走进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学校的烹饪（西
餐）项目集训基地，设施设备干净有序的归类在
不同工位上。据烹饪教练刘雄介绍，基地分为考
核室、评分室、二次编码室，其中考核室按照世界
技能大赛标准设置12个考核工位，每个工位配
备有万能蒸烤箱、四头电磁灶、面火炉、冷藏柜
等。

“硬件条件只是基础，最核心的还是训练内
容。”刘雄说道。

在为选手训练时，烹饪基地开创了很多创新
行动。

据了解，除了训练选手最基本的煎、炸、煮等
技法以外，基地还要求选手对不同食材有深刻理
解。刘雄表示，食材是一门大学问，比如土豆就
有20多个品种，做土豆泥和薯条都不一样，选手

在认识食材、选用食材上也必须掌握方法。
虽然世赛考核的是选手做西餐的能力，但随

着“烹饪无国界”理念的推广，在呈现菜品方面基
地也引领学生创新，将中国饮食文化、重庆饮食
文化中的一些元素融入到烹饪中，从而让最终呈
现出的菜品也是一道有“中国味”的艺术品。

有了这样的创新能力、适应能力、创造能力
之后，选手在世赛舞台上面对各种各样的食材，
甚至是一些从来没见过的“神秘食材”也能做到
胸有成竹。

近年来，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学校培养出众
多烹饪项目竞技人才代表重庆市参加全国技能
大赛选拔赛，特别是2016年建立烹饪（西餐）项
目集训基地以来，学校还通过校内选拔专门成立
了“世赛班”，共培养西餐技能大赛竞技人才100
余人，并通过全国选拔赛，输出了3名国家队选
手。

与上一届世赛相比，本届世赛西餐基地可以
说实现了跨越式提升和零的突破，从选手选拔开
始，无论规模、时间还是内容、质量等方面都达到
了一个全新的高度，并获得了我国在世赛烹饪
（西餐）项目上首块奖牌。

此外，基地还承办了重庆市每年烹饪项目的
技能大赛、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烹饪项目全国
选拔赛、“一带一路”国际邀请赛等，获得国内外
专家的一致好评。

为保障世赛集训工作高效开展，为培养更多
技能健儿，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学校还从保障角
度创新，例如成立由技术专家、体能专家、心理教
师、英语教师等组成的教练团队，联系国内外的
资深专家进行研讨技术方案。

要创新训练还要做深做实训练。据悉，基地
为选手制定了专门的图表，将每道菜品的程序步
骤、成品张贴在操作工位上，以便选手对标对表
进行训练与记忆。训练中还有专人记录各个环
节的耗时、成果等，以便针对每次制作效果存在
的差异性进行集中研讨，促进选手的技能水平快
速提升。同时还经常安排选手到外地参加一些
烘焙比赛和展示活动，让选手积累了大量的参赛
经验。

以质量提升为本释放世赛
“杠杆效应”

在2017年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中，重庆市
商务高级技工学校的烘焙基地培养出选手蔡叶
昭代表中国参赛一举夺冠。今年两个基地分别
培养出一名铜牌选手。

两届世赛以来，学校2个基地共培养出7名
国家队队员，这些选手分别参加国际、国内技能
大赛共取得金牌8枚、银牌6枚。例如该校学生
吴艳洁于去年在巴基斯坦国际烹饪锦标赛斩获
裱花蛋糕专业组金牌。

世赛集训基地并不是只为集训而生，这是重
庆市商务高级技工学校一直以来的理念。

以职业能力培训质量提升和技工教育质量
提升为本位，该校通过世赛基地建设，打造烘焙、

西餐等精品专业，成立世赛班，把世赛标准融入
课堂教学，将世赛的引领作用辐射到办学的更多
方面，进一步释放世赛的“杠杆效应”。

得益于世赛基地建设，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
学校也实现了跨越式发展。

目前，学校有教职工200余人，其中有中国
烹饪大师、名师和中国服务大师9名，国家级考
评员13名，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市管专家2
名。学校开设了烹饪旅游类、现代服务类、商贸
流通类、现代信息技术类和加工制造类共六大类
15个专业，其中以烹饪工艺、美容美发与形象设
计、旅游服务与管理、家政服务与管理为拳头专
业，形成了中餐烹饪与营养膳食、西餐烹饪、烘焙
及火锅专业的烹饪专业群。同时该校还建成各
类实训室48间，拥有3个“首席技师工作室”、1
个“技能大师工作室”和1个“烹饪研究所”共5
个科研平台。

为加快培养更多技能人才，该校高度重视产
教融合，通过行业引领开展深层次的校企合作，
与希尔顿大酒店、联合利华等多家单位建立深度
合作办学、订单培养关系，为学生教学及顶岗实
习、对口就业创建平台，学生就业率达到98%以
上。此外，学校还为品学兼优的学生设立了“吴
万里烹饪奖学金”。在社会培训方面大力作为，
该校开展相应工种的高级技师、技师与高级技工
的对外培训和技能鉴定工作，成为全国“家政工
程”定点培训机构、南岸区微型企业创业培训定
点单位、火锅人才培训基地等，每年短期培训和
技能鉴定人数在4000人次以上。

坚守“德育为先、技艺为要、市场为本、品牌
为魂”办学理念，近年来，商务高级技工学校先后
荣获“全国就业百强职业院校”、“中国教育改革
示范院校”、“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职业技能培训
基地”等称号，并成为2020奥林匹克世界烹饪大
赛中国国家青年厨师队训练基地，多次获得全国
饭店行业技能大赛个人和团体金奖，推动了西部
地区餐饮及商贸流通行业的高质量发展。

王小寒 刘进
图片由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学校提供

把“中国好味道”送上世界舞台
重庆市商务高级技工学校人才培养“有滋有味”

在第45届世界技
能大赛中，烘焙项目
选手张子阳以及烹饪
（西餐）项目选手蔺永
康分别夺得铜牌，为
国争光。能把“中国
味道”甚至是“重庆手
艺”送上世界舞台并
获奖，重庆市商务高
级 技 工 学 校 功 不 可
没。

一方面，这两位
获奖选手都在该校的
世 赛 中 国 集 训 基 地

“深造”过；另一方面，
两个基地也为市级选
拔和国家选拔提供了
人才。不仅如此，该
基地还在上一届世赛
中 培 养 了 选 手 蔡 叶
昭，荣获烘焙项目世
界冠军。

本届世赛已经落
下帷幕，但重庆市商
务高级技工学校在培
养世赛选手、发展技
工教育、做实职业技
能培训等方面又开启
了新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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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烘焙实训基地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铜牌获得者张子阳

参赛选手在比赛现场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

面向国际“赛”出人才培养新气象

培养具备国际化素养的全能选手

“世赛是全世界青年交流、学习、切磋技能
的最高平台。”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相关负责
人谈到。

为了提升选手国际化素养，学校帮助选手

建立竞赛目标导向意识，培养选手精湛的技能
和精益求精的精神。面对世赛美容项目100多
个评分点，无论是教练还是选手都具备了一丝
不苟、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以严苛的标准去训
练和比赛。

学校还邀请了美国、新加坡、英国等国家的

行业专家来指导选手，帮助选手在服务、技术、
安全、卫生等方面拓宽视野、提升技能。集训期
间，基地专家组长王芃还带领选手观摩欧赛、东
盟技能大赛，并参加俄罗斯邀请赛、澳大利亚全
球挑战赛。在澳大利亚全球挑战赛中，基地选
手李真芹获得冠军，并以最高分得到“最高国家
荣誉奖”。这些宝贵的学习和比赛经验都成为
征战世赛的基础。

全力打造国际化水平的集训基地

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连续两届被国家人
社部授予世赛美容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作为全
国高职院校中第一批建有集训基地的学校，国
际化成为它最鲜明的色彩。

一方面，是专家团队国际化。目前基地已
建立稳定的来自新加坡、南非等顶级专家的企
业兼职教师队伍，为选手深入了解世赛美容项
目国际化标准水平及国际间差距提供了有利平
台。同时还选拔优秀英语教师全职承担世赛基
地翻译工作，解读世赛技术文件，强化选手英语
能力。

另一方面，是设施配套国际化。依托学校
与香港蒙妮坦集团联合办学，公司按照行业国
际使用标准，建设起形象设计工作室、美容实训
室、美体实训室、美甲实训室等集训场所，教学
及训练耗材采用法国Makeup forever、美国

糖蜡、欧莱雅等世界一流品牌，为集训和学生专
业技能提升提供有力保障。

创新发展有国际影响力的高职院校

通过对两届世赛选手进行选拔集训，也促
进该校在人才培养方面不断创新。

例如该校以基地建设为契机深化改革，创
新人才培养模式，对接世赛标准，制定专业教学
标准、课程标准、实训基地建设标准，让人才培
养目标和过程对接国际标准，有效推动了学校
实现“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学做融通”。

除了辐射引领学校创新发展外，基地建设
也引领了行业标准达到国际水平。据了解，学
校还成为中国美发美容协会直属工作委员会的
常务理事单位，参与制定中国美发美容协会行
业标准，带动了行业技术技能提升。

世赛不仅让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赛出了
职教风采，也赛出了国际影响力。

据悉，学校将进一步对接区域产业发展，对
接现代服务业和社会公共服务需求，努力建设
特色鲜明、全国一流、具有国际领先水平的高职
院校，培养更多技能操作熟练、理论知识扎实的
高素质复合型创新人才，助推全国高等职业教
育发展。

王小寒 刘进
图片由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提供

世界技能大赛竞
争激烈，每个选手的
成绩都是由所有参赛
国 的 裁 判 共 同 评 定
的，100多个评分点要
做到无可挑剔才能拿
到高分。美容项目更
是涵盖了美容、美体、
美甲、化妆等多个领
域，对选手要求就更
高。

在第45届世界技
能大赛中，中国美容
项目集训基地重庆城
市管理职业学院培养
的选手李真芹获得银
奖。

如何培养选手？
如何做强基地？如何
以赛促教？

重庆城市管理职
业学院给出的答案是
面向国际才能赛出风
采培育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