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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世界技能大赛

世界技能大赛是迄今全球地位
最高、规模最大、影响力最广的职业
技能竞赛，被誉为“世界技能奥林匹
克”，其竞技水平代表了职业技能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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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技能大赛由世界技能组织
举办，每两年一届，目前已成功举办
44 届。

目前，大部分竞赛项目对参赛选
手的年龄限制为22岁，因此，参赛选手
多以职业院校学生为主。制造团队挑
战赛、机电一体化、信息网络布线和飞
机维修4个有工作经验要求的综合性
项目，选手年龄限制为25岁。

缘起：以职业技能竞赛吸
引更多年轻人接受职业教育

世界技能大赛已经有 60多年的
历史，最早的比赛始于西班牙。

1946年，西班牙国内技术工人大
量短缺，为应对这一困境，时任西班
牙青年组织总干事的何塞·安东尼
奥·埃尔拉·奥拉索萌生了以职业技
能竞赛吸引更多年轻人接受职业教
育的想法。

在他的授意下，时任西班牙最大
技能培训中心负责人的弗朗西斯科·
阿尔伯特·维达和其他几位同事一
起，于 1947 年进行了第一次尝试
——在国内成功举办了第 1届全国
职业技能大赛，共有约 4000名学徒
参与其中。

随后在 1950年，西班牙与历史、

文化、语言都相似的葡萄牙携手，在
马德里举办了第 1届世界技能大赛，
世界技能大赛的帷幕正式拉开。

作为当今世界最负盛名的技能
赛事，世界技能大赛最初的赛事规模
并不宏大，只有来自2个国家的24名
青年技术工人参加。与此同时，两国
在西班牙创立了“国际职业技能训练
组织”，即后来世界技能组织。

此后随着其他国家的不断加入，
世界技能大赛逐渐成为真正的世界
级技能竞技比赛。截至 2017 年 11
月，世界技能组织共有 78个国家和
地区成员。2017年10月在阿联酋阿
布扎比举办的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
是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技能竞赛，共
有68个参赛队1260余名参赛选手参
与51个项目的角逐。

中国与世界技能大赛

中国于 2010年正式加入世界技
能组织，成为该组织的第53个成员。

2011年，伦敦第 41届世界技能
大赛，中国首次参赛，共派出 6名选
手参与数控车、数控铣、CAD机械设
计、美发、网站设计、焊接 6个项目比
赛，共取得1枚银牌、5个优胜奖。

2013年德国莱比锡第 42届世界
技能大赛，中国派出 26名选手参加
22个项目，取得1枚银牌、3枚铜牌和
13个优胜奖。

作为世界技能大赛的“新手”成
员，前两届的参赛，中国队并未摘得
金牌，原因主要在于经验不足和对世
赛规则的不熟悉。参加第 42届世赛
瓷砖贴面项目的选手高艳涛清楚地
记得，与其他国家选手用集装箱运来
的豪华装备相比，首次参加这个项目
的中国选手带去的只是两个小箱子，

显得格外“寒酸”。到了比赛时，工具
落后的劣势很快显现，他的工具无法
切开比赛用的钢砖，他只能改变策
略，先完成砌墙工序。

但是从技术角度看，中国队也显
露出了不凡的实力和毅力。第 41届
世赛首次参赛，中国队 6个参赛项目
全部获奖，尤其美发项目上，前三轮
比赛结束后，中国选手以总分成绩第
一稳居榜首，让现场的其他国家选
手、教练刮目相看：“首次参赛就有这
样的实力，中国是一个可怕的对手！”

可惜的是，在最后一轮比赛中，
中国选手因体力不支，操作违规无缘
奖牌，但仍夺得了优胜奖。

随着经验的积累，技术指导、教
练等专家团队的不断壮大，中国队对
世赛规划不断地进行研究，开展针对
性训练，夺金目标也变得指日可待。

2015年巴西圣保罗第 43届世界
技能大赛，中国派出 32名选手参加
29个项目。终于，“中国军团”在该
届比赛上成功获金，取得了 4金 6银
3铜、12个优胜奖的优异成绩。

此后，中国队在夺金之路上势如
破竹。2017年阿联酋阿布扎比第 44
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派出了历届规
模最大的一次代表团，共 52名选手
参与 47个项目的比赛，最终取得 15
枚金牌、7枚银牌、8枚铜牌和12个优
胜奖，位列金牌榜首位。

据了解，在 2019年俄罗斯喀山
举办的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上，中
国将首次参加全部项目的比赛。

2017年 10月 13日，在阿联酋阿
布扎比举行的世界技能组织成员大
会上，上海还获得了 2021年第 46届
世界技能大赛的主办权，这也是中国
首次成为世界技能大赛的举办国。

为国争光的“浙江小将”们

中国征战世界技能大赛，浙江从
未缺席。

第 41届世界技能大赛代表中国
首秀的6名“国手”中，就有一名浙江选
手，他是来自浙江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数控技术专业的学生——盛国栋，比
赛中，他获得数控车床项目优胜奖。

第 42届的比赛，浙江唯一的选
手是杭州技师学院的杨广，比赛中，
他取得汽车技术项目优胜奖。

第 43届的比赛，也是中国的“破
金赛”，浙江选手的身影有 3个——
金立立、杨金龙、王鑫杉。其中来自
杭州技师学院的杨金龙拿下了汽车
喷漆项目的世界冠军，为中国，也为

浙江实现金牌零的突破做出了贡献。
第 44届的比赛，中国代表团以

15 枚金牌数坐到了金牌榜榜首位
置。浙江选手蒋应成、崔兆举、顾威
烈、郑科、王芹为中国队贡献了 2枚
金牌和 3个优胜奖，这也是浙江目前
在世界技能大赛上取得的最好成绩。

能成为世界技能大赛的“常客”
并取得佳绩的背后，是“浙江小将”们
的艰苦付出：一旦走上世赛这条路，
面对他们的是往往常人无法想象的
付出和努力。

2019年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选
拔赛，共有 71名选手入围浙江省集
训队，短暂的训练后就进入全国选拔
赛，每个项目仅有 8个名额，他们要
跟全国的选手竞争进入国家集训队
的名额。

而进入国家集训队，才是真正
“魔鬼训练”的开始。代表竞技最高
水平的世界技能大赛，评判标准自然
非常严苛。“0.01毫米相当于一根头
发直径的六分之一，这是世界技能大
赛汽车喷漆项目对油漆厚度所允许
的最大误差。”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
上，汽车喷漆项目的金牌获得者蒋应
成说。为了这枚金牌，他整整准备了
4年时间。对他来说，除了千万次枯
燥的练习，最难熬的就是夏天，杭州
近 40℃高温下，他要穿着防护服、戴
着面罩练习喷漆，全身湿透，防护服
一拧就是一把汗水。

而瓷砖贴面首枚金牌获得者浙
江选手崔兆举，却最怕冬天，因为再
寒冷的天气，他也要裸手拿砖、抹水
泥，冻疮都裂开流血。而且一旦训练
起来，不是蹲着就是站着，常常要挑
战体力极限。

参加国家集训队的各项目 8强
要进行多次残酷的淘汰赛，最终能代
表国家站上世界技能大赛舞台的，一
个项目仅有 1人，排名第一的代表国
家出征世赛，排名第二的作为替补。

很多人成为了背后默默付出的
人。他们收获了更好的自己，也成就
了更好的他人。参加第 44届世赛美
容项目国家集训队的浙江选手胡冉
冉、蒋静，每天训练长达 11个小时，
因为睡眠时间太少，有时候就直接睡
在实训基地的美容床上。虽然她们
最后没能站上世赛舞台，却为浙江在
此项目上积累了宝贵的经验。

除了选手自身的努力，浙江对技
能人才的高度重视，也是浙江世赛成
绩不断刷新的重要因素。软、硬件的
不断投入和改善，为浙江选手出成绩

创造了良好的外部环境。据了解，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的国家队实训基
地，浙江就有 8个，分别是：位于杭州
技师学院的汽车技术、汽车喷漆实训
基地；位于浙江建设技师学院的抹灰
与隔墙系统、瓷砖贴面实训基地；位
于安吉县技工学校的管道与制暖实
训基地；位于宁波技师学院的塑料模
具工程实训基地；位于杭州拱墅区职
业高级中学的美发实训基地；位于杭
州第一技师学院的餐厅服务实训基
地，背后当然是人力、财力的投入。

当之无愧获得百万重奖

对于参赛的浙江选手，政府也不
啬重奖。据了解，浙江首金获得者杨
金龙，除了获得当年的浙江省五一劳
动奖章外，年仅 21岁的他还晋升为
浙江省首位特级技师职业资格，享受
教授级高工的同等待遇。此外，他还
获得了高达百万元的奖金：国家奖励
20万元，浙江省奖励30万元，杭州市
奖励30万元，桐庐县奖励10万元，街
道奖励1万元，学院奖励9万元，所有
奖金均免缴所得税。杭州市还将他
定为B类人才（国家级领军人才），提
供购房补助100万元。

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闭幕后，
国家对获奖者的奖励进一步提高，金
牌获得者奖励30万元、银牌18万元、
铜牌 12万元、优胜奖 5万元，所有奖
金免缴所得税。

根据人社部相关规定，金牌得主
可晋升为高级技师职业资格，银牌、
铜牌和优胜奖得主可晋升为技师职
业资格。同时，获奖选手对应的中国
技术指导专家组，包括翻译，可获得
与选手数额相同的奖金，所有奖金免
缴所得税。

对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金、银、
铜牌和优胜奖获得者中未获得过“全
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的，授予“全国
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此外，对入围第 44届世界技能
大赛国家队集训选手也获得晋升一
级职业资格的奖励。

同样，这些选手也得到了省、市、
区县、单位层层颁发的奖励。

丰厚的奖励，无不让人羡慕，但
我们知道，这些“浙江小将”们是用超
过常人的毅力和汗水，才让五星红旗
飘扬在世界最高的竞技舞台上，这样
的重奖，他们当之无愧。更为重要的
是，对于技能中国来说，他们引领了
一项现代时尚，技能立身，技展宏图，
这才是善莫大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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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杜成敏

杭州市拱墅区职业高级中学的
石丹、沈文青，分别是第 45届世界技
能大赛美发项目中国集训队选拔赛
第一、第二名选手，也是上届中国集
训队五强选手。7月25日，假期才过
了不到 20天，两位选手就拉开了训
练的序幕，这已经是她们连续第四年
没有暑假的日子。

在美发项目上，中国已彰显
出不俗的实力，并引来了世界各
国的关注。代表中国出征过第 44
届世赛美发项目的浙江选手，无
疑会在第 45 届时被寄予厚望。他
们将如何挑战世赛新高度？记者
近日探访了位于杭州市拱墅区职
业高级中学的世赛美发项目中国
集训基地。

“这比较符合当前世赛趋势”

“这款新娘发型，做一个高发髻
可以提伸整个身形，体现高贵气质，
下边采用经典波纹线条又不失典雅
……”在集训基地里，第 44届世界技
能大赛美发项目优胜奖获得者王芹，
正以教练的身份，和两位国家集训队
选手交流着。

参加完世赛，王芹的设计就开始
偏向实用性。

“发型做完，新娘披上头纱，就可
以美美地走上红毯。这比较符合当
前世赛的趋势，在艺术性的基础上创
造实用度高的作品。”

“在第 43届的时候，发型设计还
是以艺术性为主，参赛选手作品里不
乏天马行空的造型，很多都不适用于
实际生活，无法商业化。”世界技能大
赛美发项目国家队技术裁判专家组
成员俞建华也说，“到了第 44届世界
技能大赛，发型的实用性评分占总分
比明显上升，9个单项中，实用款发
型从以往的1款增加到了3款。”

此外，第 44届世赛启用了真人
模特，评分从洗头就已经开始。

“要考虑模特的感受，她的舒适
度，这对选手的手法技巧又提出了新
要求。此外，真人模特的脸型不是固
定的，选手要根据模特的特点去设计
作品，取长补短。”王芹说。

即使是头模作品，世赛组委会
也制定了不可换头模的新规，因为
在实际服务过程中，服务人员不可
能因为顾客的头型有缺陷而拒绝
服务，选手必须通过自己的技术去
弥补。

可以说在这个项目上，世赛的导
向正朝着“以人为本”服务理念发
展。因此，基地里选手们的训练也就
朝着这个方向努力。

从世界万物寻找灵感源泉

从早上 9点到晚上 7点，长达 10
个小时的训练时间，在两位年轻的

“老队员”口中却是“宽松的”。
“到了国家集训队，特别是赛

前半年，时间就会变成‘朝六晚
十’，强度也会比现在高上几倍。”沈
文青说。

千万次周而复始的训练，让两
位选手也学会了“苦中作乐”：“要学
会自我欣赏，每天督促自己在练习
中进行创新，如果有进步，就会找到
成就感。”

即使是老选手，在冲击第 45届
世界技能大赛的路上，石丹和沈文青
也丝毫不敢松懈，因为每一届世赛规
则的调整变化，会不断地对她们提出
新的挑战。

“不单是技术难度，还有思维的
拓展。比如以前是给一个模型，要求
你精准复制，是一道客观题，现在是
给一个宽泛的提示，变成自由发挥的
主观题，对选手的创意灵感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石丹说。

长期的训练，让石丹和沈文青的

脑中始终绷着一根弦，在日常生活
中，她们会时刻提醒自己寻找创意。
即使是动植物的生长变化，也是她们
的灵感源泉。

“比如做发型的时候，脑中可能
就会联想到藤蔓生长的形状，然后设
计出那种纹理，变成一款新的产品，
这需要日常生活中无时无刻的观
察。”沈文青说。

教练、专家团队的付出不
比选手少

就在石丹、沈文青进入紧张训
练的状态时，中国美发项目专家组
组长兼教练组组长吉正龙正远赴俄

罗斯考察该国正在举行的全国选拔
赛。

“第 45届世界技能大赛在俄罗
斯喀山举办，吉老师此行是为了了
解俄方选手的情况，收集优秀作品
并进行技术交流，把好的经验带回
国内。”俞建华说。

其实第 44届世界技能大赛一结
束，全国美发项目的指导专家和教
练组成员就开始行动，他们分赴国
内外参加各类赛事及活动，做起了
大量的前期工作，每一届世赛要求、
规则变化，他们需要第一个吃透，才
能准确地指导选手训练。

这些信息的采集量非常大，每

一次交流考察，专家和教练们都带
回大量的笔记进行分析讨论。正是
这样的信息支撑，才给了参赛选手
明确、清晰的训练方向和宝贵的经
验。

当大赛临近时，他们又全程守
在集训基地，对选手操作的细枝末
节，都要去指导纠正，付出的并不
比选手少。

“世界技能大赛是技能界的奥
林匹克，要取得好成绩，不仅仅是技
术的提高，后勤资源、专家团队、国
家话语权，这些都是影响成绩的关
键因素。”拱墅职高美发与形象设计
专业负责人孔晶晶说。

动植物的生长变化
也是她们的灵感源泉

——探访世界技能大赛美发项目中国实训基地

日前，在杭州首次举办的市级动物疫病防
治员技能竞赛现场，21名从杭州地区1000多名
兽医从业人员中选拔出来的动物防疫技术骨
干，展开了一场高手间的技能大比武。动物防
疫是一项长期、艰巨和复杂的系统工程，举办这
场技能竞赛，旨在提升基层动物防疫系统职工
的业务素质和技能水平，让老百姓吃到放心肉。

通讯员高海伟、陈蓓蓉 记者周金友 摄

吸引着更多年轻人接受职业教育——

说说世界技能大赛那些精彩事

■通讯员姚敏明 记者杜成敏

近日，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承办了宁波
市高低压电器装配工职业技能大赛，共有28家
单位近60位选手参加决赛。

与往年相比，本次职业技能大赛覆盖范围更
广，不局限于行业协会内部，还吸引了来自市轨道
交通、上汽大众、东泽自控等有关企业参加，最终
产生了“宁波市电工电气行业技能之星”8名。

值得一提的是，本次大赛共聘请了10位裁
判，其中7位是来自浙江工商职院电气自动化技
术专业的教师。

这些变化和现象，是近年来该校以职业技
能鉴定工作的新突破推动技能人才培养水平的
一个缩影。

2016年以来，针对国家对职业资格考核项
目进行大幅度改革和缩减的形势，浙江工商职
院学生职业发展中心与各个学院主动作为、积
极创新，不断开辟职业技能鉴定新领域、新渠
道。

作为宁波市电工电气行业协会的常务理事
单位，学院不仅编印了《企业技能人才调查问
卷》、《职业能力鉴定工作手册》等，还根据企业对
技能人才的需求和对技术技能培训的建议，在
宁波高新区、鄞州区、慈溪市等制造业发达的县
市区开展了智能制造、工业互联网等领域的培
训，努力提升企业员工的先进技术，全面对接“中
国制造 2025”，助力推动中小企业的产业升级、
技术创新和结构调整。

据悉，近一年来，学院开设了4期“智能物联
与机器人系列培训班”，共计培训企业员工 400
人。为了确保技能培训质量，又不耽误企业日常
生产，还将教室搬到企业车间，在不影响正常生产
运行的情况下，实行点对点技术培训。

浙江工商职院党委副书记、副校长周志春
介绍，以引协会（学会）入校、校会深度合作等方
式，与行业协会（学会）开展“点对线”合作，不仅
充分发挥了高职院校社会服务的职能，还为行
业发展、产教融合搭建有效平台。

“我们正在积极探索把宁波市在‘中国制造
2025’示范城市试点建设中产业发展的新方向、
新需求，与新的职业资格目录相结合，以鲜明的
行业办学特色，推动专业设置与岗位需求、课程
内容与职业标准、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相对接，
为服务地方经济发展培养更多的技术技能人
才。”

跨出校门育人
走进企业服务
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
探索更多社会服务职能

■通讯员陈秀华 记者杜成敏

受浙江两山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邀请，今年
3月至 5月间，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13装饰技师
班、14环艺高技班学生在苏扬、孙文等教师的
带领下，参与了安吉民宿设计改造项目。他
们围绕安吉特有的浩瀚竹海风貌、得天独厚
的自然生态环境和民宿客户群体的定位，以

“新中式”风格为指导，利用当地石材、原木、
毛竹，打造清新、清闲、清静的栖息之所。他
们的民宿改造方案受到湖州市委及安吉县委
有关领导及专家的肯定，目前有两个项目的设
计方案被作为样板方案进行全国推广。据
悉，他们的设计也受当地百姓的热烈追捧，
社会效益显著。

浙江建设技师学院
参与美丽乡村建设

石丹、沈文青在训练中。

这场竞赛，是为了
让大家吃到放心肉

世界技能大赛，中国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