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
护项目中国集训基地位于重庆市卫生技工
学校。是什么让世赛中国集训基地选择落
户于此？

据了解，重庆市卫生技工学校是全国
首家开设养老护理和健康照护专业的技工
学校，是全国唯一一所卫生类技工学校。
除了办学历史悠久、办学特色鲜明、办学成
绩显著之外，这里的实训设备条件也遥遥
领先。

该基地现有3000平方米的集训基地，
600万元的集训设施设备，12个病例训练
场景，设备均按世赛标准进行配置，未来还
将拓展集训面积3000平方米以上。

这些都为选手开展集训提供了得天独
厚的条件。

“集训基地必须有一流条件还只是一
方面。”梅建国谈到，更为重要的还是要提
升培训质量，要把“南丁格尔”精神镌刻在
选手心中。

在梅建国带动下，基地聘请了第45届
南丁格尔奖获得者、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
一医院护理部主任、重庆护理学会会长赵
庆华教授作为集训基地的首席专家，并聘
请游建平、鲜继淑两位南丁格尔奖获得者
担任基地专家组组长。同时还聘请到重庆
市护理学会秘书长余永玲、重庆市急救医
疗中心顾问王岭梅、重庆医科大学儿童医
院护理部主任郑显兰教授等10余名专家
担任该项目专家教练。

此外，基地还请到不少“兼职”专家教
授，会同他们一起参照世赛标准，制定训练

方案，为选手设置科学的培训课程，有针对
性地对选手们进行一对一的指导。

有了他们的加盟，基地集训质量得到
最有力的保障。

梅建国称，新加坡在世赛健康和社会照
护项目中获得过2块金牌，有着丰富的参赛
和培训经验。因此，基地还与新加坡工艺教
育局签署了《技能人才培养与国际交流合作
合作协议》，并以协议为契机建立人才互派
学习机制，共同推进基地建设发展。

怀着开放、学习、融合的姿态，重庆市卫
生技工学校还在选手选拔中与高等院校牵
手，建立起选手梯队培养机制，并创新集训
方式方法，在以基地集训为主的基础上，辅
以高校代训、临床代训、以赛代训、大师代训
等训练方式，进一步提高了提升集训质量。

把“南丁格尔”精神镌刻在选手心中集训提质

去年12月，“巴渝工匠”杯第三届重庆
市健康养老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在重庆市
卫生技工学校成功举办。这已经是该校
连续三届承办该项赛事。

虽然这次赛事属于“本土比赛”，但也
与世赛息息相关。

作为世赛的热身赛，重庆市健康养老
行业职业技能大赛吸引了国家级高技能
人才培训基地健康照护专业首席专家、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健康和社会照护项目
中国集训基地专家教练、重庆市级健康照
护技能大师工作室首席专家等参加。

这也是我国对标世赛健康和社会照
护项目的“破冰之赛”。

据悉，比赛为期3天，比试项目为健康
和社会照护（养老护理），分学生组与职工
组进行。来自全市各级医疗机构、养护机

构和开设健康和社会照护（养老护理）相
关专业的职业院校近 200人参加。此次
大赛向世赛标准靠拢，评判十分严格，赛
事全程都有组委会成员、专家组成员监
督，现场裁判按照评分标准对选手的一言
一行、一举一动进行打分，分值细致到0.5
分。

作为国内第一个健康养老行业职业
技能大赛，它具有怎样的意义？

通过健康养老行业职业技能大赛能选
拔一些优秀技能人才进行培养，为世赛选
拔储备人才。同时也对我国进一步熟悉掌
握世界技能大赛的规则、流程，以及承接健
康养老世界技能大赛提供了宝贵的样本经
验。不仅如此，比赛还彰显出巴渝工匠风
采，以赛促教推动重庆养老护理人才培养，
推进重庆职业能力建设事业迈上新台阶，

推进重庆加快发展健康养老产业。
从承办首届重庆市健康养老行业职

业技能大赛，开创该赛项职业技能大赛的
先河，到成功举办 3届赛事，无不彰显重
庆市卫生技工学校对以赛促教的重视。

近年来，该校多次举办、承办、参加各
类职业技能大赛，例如参加“一带一路”国
际技能大赛等，将比赛作为加强技能人才
培养选拔、促进优秀技能人才脱颖而出的
重要途径，作为弘扬劳模精神和工匠精
神、推动技能人才和技能报国的重要手
段。梅建国认为，比赛搭建起开拓视野、
切磋技艺、交流经验、展示职业技能和精
神风貌的平台，对于提升个人职业能力和
综合素质，优化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与选拔
机制，推动我市健康养老技能人才队伍建
设产生积极影响。

以赛促教展现巴渝工匠强劲实力承办赛事

当前，我市正加强对传统产业进行改造
升级，培育新产业、新业态、新动能。继“互
联网+”“旅游+”之后，“康养+”或成为我市
下一个经济增长点。

特别是随着“健康中国”战略上升为国
家战略，以运动、健身、休闲、养生、养老功能
为核心的康养产业，逐渐成为推动高质量发
展、创造高品质生活的新兴产业，康养理念
也逐渐深入人心。

在这样的背景下，如何培养康养人才助
力重庆健康养老产业发展？

一直以来，重庆市卫生技工学校都非常
重视培养康养人才，牵头组建了“重庆市健
康职业教育集团”。据了解，该职教集团以
健康理疗、康复调理、健康咨询、环保防疫、
健康产品物流配送等项目为重点，密切与产
业合作。

同时，职教集团还尝试开展了技术理疗

服务、产品开发、商业流通、信息服务、项目
咨询等活动，参与制定健康产业管理规范和
技术标准、从业人员岗位标准、岗位培训标
准和人才培养标准，为发展重庆健康养老产
业作出新的贡献。

梅建国表示，依托职教集团学校还将进
一步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促进职业教育与区
域经济紧密结合，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能
力。

作为以健康照护、养老护理专业为特色
的院校，成立职教集团还只是“续写答卷”，
近年来该校在职业技能人才培养上可谓动
力十足、成果丰硕。

以“创建国家级特色示范学校、打造医
护技能教育航母”为办学目标，该校坚持素
质教育和技能教育并重，采用准军事化、半
封闭式的学生管理模式，成立了以医药卫生
类普通高校和三级医院的专家、教授为首的

专家顾问委员会，团结了一大批专家、教授
和学者，积累了丰富的办学经验。

目前，学校开设有护理、药剂、医学影像
技术、医学检验技术、医学生物技术、口腔修
复工艺、中医康复保健、中药、学前教育等专
业，拥有重症监护室、婴幼儿实训室、妇产实
训室、基础护理实训室和老年、儿科、内科、
外科等近20个专科实训基地，以及形体训
练室、心理咨询室等教学配套设施。

为保障学生高质量就业和升学，重庆市
卫生技工学校还与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大公
馆医院、重庆市红十字医院等公立医院合作
开设就业实习基地，并成功打通中职与高职
人才培养的立交桥，近年来，学校多名学生
被重庆医科大学等高校录取。

王小寒 刘进
图片由重庆市卫生技工学校

（重庆市两江职业培训学校）提供

特色办学助力康养产业发展创新改革

用金牌影响力推动技能人才“走俏”世界
重庆市卫生技工学校（重庆市两江职业培训学校）

在45届世界技能
大赛中，中国获得了
一 枚 意 义 非 凡 的 金
牌。

这 枚 金 牌 来 自
“建筑石雕项目”，由
选手郑权斩获。“中国
技能梦之队”第一次
参加该项目比赛就获
得金牌，同时这也是
本 届 世 赛 产 生 的 首
金。

这枚金牌不仅展
示出我国青年技能人
才的最美风采，同时
也折射出世赛中国集
训基地的强大实力，
也是我市民办技工院
校 培 养 人 才 的 新 突
破。

重庆市卫生技工
学校（重庆市两江职
业培训学校）校长梅
建国表示，将用金牌
影响力推动世赛建筑
石雕项目中国集训基
地提档升级，并引领
世 赛 健 康 和 社 会 照
护、化学实验室技术
项目中国集训基地创
新发展，培养更多能

“走俏”世界的高素质
技能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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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石雕项目金牌获得者郑权（中）

重庆市卫生技工学校依托重庆市玉琪
睿医药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世赛化学实验
室技术中国集训基地。该公司是一家集生
物科技研发、生物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
服务的新型专业化公司，为基地建设和集训
开展提供有力支持。

基地现有 1100 平方米的集训基地，近
400万元的集训设施设备，集训设备均按世
赛标准进行配置，拟拓展集训场地面积700
平方米以上。

据了解，该基地的专家教练团队实力雄
厚，包括重庆医科大学药学院二级教授、博
士生导师、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化学实验室
技术项目中国技术专家余瑜等。

梅建国表示，将继续做好世赛集训基地
建设工作，以世赛为杠杆撬动职业技能提升
工作，让更多学子能够实现人生出彩、技能
报国。

8 月 27 日，第 45 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
石雕项目”金牌由选手郑权斩获。

赛后，郑权对一直带领、培养他的全体
专家、教练，以及建筑石雕项目中国集训基
地负责人和后勤保障人员等表示了真诚的
感谢。

据了解，世赛建筑石雕项目中国集训基
地(辅基地)位于重庆市两江职业培训学校。
校长梅建国介绍，学校作为重庆市卫生技工
学校职业技能培训和拓展实施机构，经批准
承建了建筑石雕项目中国集训基地。

“此次基地培养的选手郑权获得金牌，
是对基地建设的极大肯定。”梅建国表示，学
校将持续发挥好国家集训基地作用，及选拔
集训基地建设工作，为培养更多世赛选手、
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做出更大贡献。

与很多集训基地不同的是，“建筑石雕
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更具艺术特色。

据悉，建筑石雕专业带头人易宗成是重
庆市工艺美术大师，也是合川区级非物质文
化遗产合川峡砚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在他的带领下，选手不仅可以掌握建筑石雕
的技术技能，还能传承弘扬中国雕刻艺术。

基地培养的技能人才有很多展示机会，
他们先后参加了多个展览和比赛活动，扩宽
视野的同时也提升了作品的创意度和精
度。同时基地还邀请到行业专家前来基地
指导学生，打破了建筑石雕教学的传统模
式，并融入平雕、浮雕、圆雕、镂空雕等多种
雕刻技法，让选手的雕刻技艺赢得专家评委
的一致好评。

该基地现有1000平方米的集训基地，拥
有400万元的集训设施设备，集训设备均按
世赛标准进行配置，拟拓展集训场地面积
1000平方米以上。

世赛化学实验室技术
中国集训基地

世赛建筑石雕项目
中国集训基地

金牌背后

世赛建筑石雕项目中国集训基地（重庆）

市人力社保局副局长谢辛（中）观摩比
赛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