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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科技学院融合培养技能人才和应用型人才

“三问”本科院校如何借“世赛”育人

本科院校为何重视世赛？
发挥世赛效应让本科生具备高技能

掌握一技之长，意味着在职场可以有立身之
本，更意味着实现梦想有了更多可能。特别是在
新一轮产业革命的背景下，推动产业结构转型升
级，助力城市迈向高质量发展，都将成为技能人
才实现人生出彩的“风口”。

培养技能人才，不仅仅是职业院校的事，也
是所有高等院校应有的使命。

正因为有这样的“超前思维”，重庆科技学院
高度重视世界技能大赛的参赛备赛工作，给予人
力、财力、场地环境等多方支持，且时常慰问教
练、选手团队；同时积极响应国家培育精益求精

“工匠精神”的号召，坚持“三结合三促进”，着力
打造实用技能型“大国工匠”人才。

率先踏上世赛征程的是重庆科技学院的人

文艺术学院。
据悉，以世赛为契机，该学院通过美容项目、

油漆与装饰项目和平面设计技术项目基地选拔
优秀选手进行教学实践，达到以赛促训、以赛促
学的目的，丰富了本科教育实践教学的内容和载
体，也增强了本科教育实践教学的实效性。

本科院校如何建好基地？
发挥高校优势让集训质量可圈可点

世赛油漆与装饰项目国家级集训基地，以及
平面设计技术项目市级选拔集训基地建在重庆
科技学院，基地承担了选手的选拔与集训任务。

本校是如何做到集训质量可圈可点的？
重庆科技学院高度重视基地建设，目前建有

1400平方米的集训基地，约200万元的集训设
施设备，今后还将继续追加各方面投入，进一步
提升集训场地质量，让集训工具和材料与国际同
行业完全接轨。

在选手选拔方面，该校构建了系统的重庆市
国赛选手梯队培养和选拔机制，通过分层选拔、
系统集训，为国家队集训培养后备人才。

依托本科院校的教育资源和专家优势，该校
集训质量自然不在话下。

据了解，重庆科技学院集训基地的校内教师
均具硕士及以上学历，均为本科生教学的骨干专
业教师，还通过送培、交流等方式培养他们成为

专家教练，并以此为核心打造校内专家和外聘专
家联合训练指导团队。

仅是本届世赛重庆科技学院就输送了3名
选手进入国家队。

本科院校如何创新培养？
培养具有匠心、匠技的应用型人才

无论是李真芹还是梁英英，亦或是那些进入
市队、国家队的选手，都让重庆科技学院看到了
本科院校创新人才培养新路，那就是将培养高技
能人才与应用型人才结合起来，让本科院校学生
也有匠心、匠技。

近年来，学校不断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将石
油工程、冶金工程打造成为国家级特色专业和重
庆市一流本科专业，形成市级特色学科专业群5
个、市级特色专业16个，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证
（评估）专业8个，数量位于重庆市属高校第一，
进入全球工程教育“第一方阵”。

以工学为主的“多学科、三全育人”特色日益
厚重，特别是与300多家国内外知名企业进行产
学研合作的背景下，培养具备匠心、匠技的应用
型人才将成为学校发展新趋势，阔步走向特色鲜
明、国内知名、走向国际的高水平特色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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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第 45 届世界技能
大赛在俄罗斯喀山闭幕。

重庆科技学院人文艺术
学院视觉传达设计专业 2015
级学生李真芹以优异成绩夺
得银牌，这是继该校学生梁英
英在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美
容项目中荣获银牌之后的又
一殊荣。李真芹还以高分斩
获AlbertVidal大奖。

“以往世赛都是职业院校
参加，今年全国有3所本科高
校加入其中，包括我校和上海
交通大学、黄山学院，也许这
是一个信号。”重庆科技学院
人文艺术学院院长杨恩德谈
到，世界技能大赛有“技能奥
林匹克”之称，我国也非常重
视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立足本
科院校办学，借力世赛将应用
型人才培养和技能人才培养
进行有效结合将成为一种新
趋势，这种趋势也将为大学发
展、城市发展乃至国家发展注
入新的动能。

重庆市万州高级技工学校

从零开始“入木三分”全力呵护学子成才梦

借外力
寻找“伙伴”共助选手征战世赛

万州高级技工学校的机电大楼五楼，将近
1000平方米的世赛集训基地，10个标准工位每
个都配齐全套设备。根据集训要求，基地还配套
建有木材堆放车间、下料、配料加工车间、办公室
等。

如今基地已经完全符合世赛的标准，能满足
队员选拔和选手集训。

很难想象，在3年前这里几乎是什么也没有。
在市人社局引领下，万州高级技校有了政

策、资金、资源等方面的支持，逐步把基地建设完
善。硬件问题解决了，该校又面临着选手、教练、
专家以及资源的问题，因为重庆中职学校和大专
院校都没有木工专业。

于是万州高级技工学校“巧借外力”展开了
与企业、行业、协会的合作。

据了解，该校与中国木工协会、中国家具制
作协会合作，得到技术、信息的支持。在集训冲

刺阶段，为了帮助选手突破，还特别邀请英国世
赛木工项目首席专家派特·菲利普斯来基地对选
手进行贴身指导。

不仅如此，学校还与德国费世托公司上海分
公司进行合作，并邀请该公司的技术专家来校，
对设备操作进行指导，并聘请该公司经理贾刚成
为基地的技术指导专家，一流企业的加入为集训
及参赛提供了技术支持。

练内功
“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展风采

建立世赛集训“朋友圈”同时，万州高级技工
学校也时刻“苦练内功”。

特别是在打造专家教练团方面，加入了制
图、数学、机械、心理学、体育等方面的专业教师，
从多方面对选手的集训进行专业支持。并引入
了心理强化训练和潜能开发项目，定期为选手作
心理调适，增强选手和教练的心理适应能力。

具有丰富行业经验、专业技能的廖本祥师傅
率领钟礼祥、张正然两位执行教练，分工对选手
的手工操作、机械设备操作等方面进行训练。

对于万州高级技工学校来说，练内功不仅要
提升培训质量还要重视选手选拔，并注重借力其
他有影响力的赛事提升集训“软实力”。

今年5月在重庆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技
能大赛中，万州高级技工学校作为精细木工项目
的技术支持单位，从设备、技术等多方面提供服

务，保证了该项目比赛的顺利进行，并获得9个
参赛国家和地区选手、教练的一致好评。

校长赵建国谈到，参与“一带一路”国际技能
大赛不仅让选手有了与其他国家选手同台比拼
的机会，也让学校在组织保障过程中收获了很多
成果，例如与优质企业、优质院校签订合作协议，
这对于人才共育和资源共享起到很大作用。

促发展
建“世赛班”开专业升格办学实力

万州高级技工学校已经选拔了一批优秀学
生成立了“世赛班”，提前准备第46届、第47届
世界技能大赛。同时还开办了《家具设计与制
作》专业，成功将世赛木工项目的先进技术转移
到木工、家具设计与制作的高技能人才培养中。

世赛只是一个缩影，反映的是学校办学的实
力与品质。

从2016年立项市级示范校建设以来，万州
高级技工学校积极探寻实践职教改革，以重点建
设会计、汽修、数控3个专业和数字化校园特色
项目，在教育教学、校企合作、招生就业、技能竞
赛、社会服务等方面均得到提升和突破。

这所已有60多年办学历史，渝东北地区唯
一的技工院校，正在借力世赛，借力示范校建设，
为全市乃至全国培养更多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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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技艺精湛超群的木
工，才能问鼎世界技能大赛。

把各式各样的木头组装
成独具匠心的作品，重庆市万
州高级技工学校连续 2 届成
为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国
家级集训基地，致力培养顶尖
木工人才。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的。”
万州高级技工学校校长赵建
国表示，特别是几年前第一次
承担选拔集训任务时，更是处
于无设备、无教练、无选手的
艰难境地。

从零开始到“入木三分”，
万州高级技工学校的突破只
为全力呵护选手成才梦。

世界技能大赛木工项目中国集训基地

传承鲁班精神 助力选手获世赛银牌
重庆建筑高级技工学校

内外兼修激发世赛队伍内生动力

一块奖牌的背后，凝结着无数人的心血与汗
水。这不仅是选手的荣耀，更是属于集训基地、
专家教练以及学校的荣光。

在学校看来，选手能否拿奖完全取决于选拔
工作和集训工作，要全力护航选手荣登世赛之
峰，就要内外兼修激发世赛队伍的内生动力。

向内，该校不断升级基地条件，致力为选手
集训搭建最好的“温床”。

据了解，建筑高级技校建有室内、室外训练
场地，可提供20工位同时使用。面对日常训练

工具的使用和耗损，该校不仅及时补给更新工
具，甚至还根据不同训练阶段及训练题目，自行
研发和改进工具，使之更适应选手实际情况。

为保证选手在基地能安心舒心的训练，该校
整改了寝室，安排营养膳食，并张贴充满世赛元
素的宣传语、口号等，营造出浓厚的比赛氛围。

对外，该校不断提升集训实力，倾力为选手
成长打造最强的“团队”。

在自有教练4名的基础上，建筑高级技校积
极联系在重庆具有影响力的组织及单位，形成了
基地专家库。在训练选手时也训练专家教练，多
次派出他们带着选手外地学习先进的技术和要

求。同时还聘请国家级裁判到学校指导训练和
执裁工作，建立长期合作关系，有效提高了基地
自有裁判的执裁水平和教练的执教水平。

项目专家组长直言，来建筑高级技校训练就
像回到家一般体贴和温暖。

据学校相关负责人介绍，基地已经建立起
“一梯队参赛、二梯队备赛、三梯队储备”的多梯
队训练模式，推动学校的梯队选手技术水平提
升，瞄准2021年上海第46届世界技能大赛。

参加“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引关注

在重庆举办的“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中，
建筑高级技校校承担了“砌筑”项目比赛工作并
作技术支持，保证了8个国家的选手公平竞争、
绽放光采。

比赛过程中，选手们以高标准的技艺、娴熟
的手法进行“毫米”之争，充分发挥了精益求精的
工匠精神。

建筑高级技校党委书记张何介绍说，“一带
一路”国际技能大赛既是各国选手相互切磋技艺
的一次机会，也是世界技能大赛成员国与非成员
国之间交流帮助的盛会，能有助于技能技艺的进
一步提升。

以“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为契机，建筑高
级技校还在集团引领下携现代化技术设备、人才
培养成果亮相了“国博展馆”，向世界展示中国建
筑企业实力。

发挥“基地效应”引领学校行业同发展

世赛基地不应只为参赛选手所用，还应辐射
带动办学提质和行业进步。

在这方面建筑高级技校已走在前列。一方
面，抱着开放共享的心态，该校组织了世赛项目
教练、选手培训班，将目前所拥有的各种资源分
享给兄弟院校的师生。

另一方面，建筑高级技校集训基地还为重庆
市建设行业职业技能大赛、重庆市交通行业职业
技能大赛提供了技术支持，积极对接重庆市建筑
业协会、重庆建筑装饰协会，承接技能培训等。
通过这样的做法，把世赛技术标准送到行业、企
业，为我市建筑行业发展添砖加瓦。

为推动办学质量提档，学校还以基地为龙头
打造出涵盖砌筑、瓷砖贴面、物联网、楼宇智能化
等14个专项，集教学科研、竞赛训练、技能鉴定、
技术服务和社会培训等功能为一体的标准化、综
合性实训基地，不断升级人才培养质量。

面向未来，学校校长黄莉信心满满，向全校
提出了新增“国家基地”1—2个和第46届世界
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国家队选拔实现“保1争2
突3”，世赛成绩再进一步的目标。冲锋的号角
已吹响，重庆建筑高级技工学校正沿着“传承鲁
班精神，培育建筑工匠”的既定目标昂首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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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参赛选手高宇宙（右二）获银牌

在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
中，参赛选手高宇宙一举夺得

“抹灰与隔墙系统”项目银牌，
这枚银牌是重庆建筑高级技
工学校建校41年来培养的选
手参加世界级技能大赛获得
的最好成绩。

作为世赛抹灰与隔墙系
统项目国家级集训基地，重庆
建筑高级技工学校从市级选
拔赛到国家选拔赛再到选手
冲刺训练，始终为选拔队员、
培养选手“增底气”，最终协助
高宇宙刷新历史成绩，同时培
养出一批能推动建筑行业发
展的翘楚。

“传承鲁班精神，培育建
筑工匠”，建筑高级技校坚守
这份初心，以铸造现代化建筑
高技能人才为己任，推动了职
业教育蓬勃发展、创新发展。

油漆与装饰项目中国集训基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