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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我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

□本报记者 王向前

走过闹市，商场服装展示橱窗引人注目；
走进卖场，货品琳琅陈列令人欲走不能。商
家的营销策略，要实现“攻心为上”的视觉吸
引，离不开高超的设计者和施工者。

在我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开赛第二
天，记者来到商品展示技术赛项比赛区，目
睹选手将考题分步骤化解为图纸、切割出
板材、刷漆成彩色，恍然大悟的感觉从心底
升起。

日常生活中处处可见的这些场景，化身
为赛项，要点是选手在一定空间和时间里，通
过视觉结合商业手段、设计手段和技术方法，
将主题完整地表达出来。

本次考题与河南博物院的文创产品有
关，选手武姝彤对考题理解的关键词是河南
文创、云纹和女性消费群，展示主题是“寻味
河南，感受文脉”。画线、裁板、拼接、刷漆，汗
水顺着脸颊流下，她也顾不得擦拭。

选手们在各自的比赛区域紧张忙碌，裁
判长张冰讲述这一赛项的关键点，“选手要在
规定的比赛时间内，独自完成对比赛题目的
理解、设计和施工，考验的是选手们的综合能
力，要懂得美学还得懂木工，会设计还得会操
作电动工具等。”

一个比赛阶段即将结束，选手们纷纷将工
作台上的工具归类收纳，台面井然有序，然后又
拿起工作区域的吸尘器吸走地面木屑等垃圾，
还地面以干净，方才离场休息。张冰说，这是技
能职业从业者的基本规范，施工现场不能遗留
垃圾，从而影响周边商家经营。

和选手武姝彤刚搭上腔，她摆摆手，“太
累了！比赛不但比技能，还比体力呀！”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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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逯彦萃

“爸爸，快给我手机，我要录那些哥哥，他
们好酷！”6月26日，是我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
赛开赛的第二天，赛场上来了不少小朋友。

“孩子放暑假了，正好遇上‘家门口’第一
次办全省规模的技能大赛，机会难得，带他来
长长见识。”当天，家住郑州市经三路的高先生
带着12岁的儿子高赞在赛场走了一大圈。路
过无人机维修项目赛场，小高赞站在场外不愿
意走，还不时拿着爸爸的手机录像。“我也有一
个无人机，我特别喜欢，出过一次毛病，我试着
修理，没成功。”小高赞说：“我想看看这些哥哥
怎么修的，以后也想成为这样的人。”

一直陪伴儿子左右的高先生笑言，通过
观摩大赛，孩子有机会见识很多新领域的工
作场景。“当前咱们国家重视制造业发展，咱
河南也在提倡‘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走技
能之路很有前途。”高先生说，儿子从小喜欢
科学实验，动手能力强，今后如果能找到自
己喜欢的领域，做一名工匠，他会大力支持。

同样来参观比赛的市民王静母女，在
烘焙项目赛场外舍不得离开。女儿萌萌
说：“这些哥哥姐姐的手真巧，做出来的面
包又香又好看，看得我流口水。”王静告诉
记者，萌萌今年 8岁，在家里经常用迷你厨
房做粥、炒菜，特别喜欢烹饪、烘焙。“劳动
光荣。未来女儿如果能有一技之长，做个
烘焙师，既能自食其力，又能向别人分享美
食，那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王静说。

无论是赛场外，还是赛场上，出现了不
少小朋友的身影，他们对技能的认可与向
往，就是“技能河南”的后备力量，更是高质
量发展的希望。③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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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赛创新采取竞赛督导员制度，遴选确定

70名竞赛督导员。每个比赛项目随机指

定2名竞赛督导员，监督比赛全过程

□本报记者 王向前 本报通讯员 赵莹

一桌 3人，人前杯空。轻放筷子，慢斟饮
料。左手托盘，右手示安。菜落桌席，身退客
后……这是在做什么？是选手在答题——在
河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餐厅服务赛项
中，选手展示如何为顾客提供分餐服务。6月
26日，郑州奥林匹克体育中心，身穿绿色旗袍
的沙盼盼完成分餐服务，走出赛场，和记者聊
起赛项门道。

餐厅服务技能是本届大赛比赛项目之
一，也是国家级职业技能大赛的比赛项目，比
赛要点是选手为顾客礼貌安座、点配菜点、席
间服务等，并能独立完成宴会设计、装饰、酒
水服务、分餐服务等竞赛单元。

沙盼盼是郑州财经技师学院饭店与酒店服
务专业2020级学生，两年时间的学习经历令她
在赛项各单元中表现得不慌不忙。

沙盼盼说：“我挺喜欢这个专业的。”这种
喜欢发自肺腑。她说，学这些技术挺实用，适
用范围广，自己也喜欢与人打交道。

赛项另一个竞赛单元是中餐宴会摆台，
她展现给各位裁判的宴会主题是“唐乐颂
今”：泱泱中华，数千年文化浸润，俯拾皆是
诗，呼吸亦成曲；餐台中心区域的色调为红、
绿、黄，与唐三彩相仿，又为古代画作基本构
色；餐台中心筑成舞台，铁艺灯架立于舞台一
侧，古屋檐的形状使之宛如殿宇，一盏红色宫
灯挑于其上，喜庆欢乐……

宴会摆台呈现完毕，她在3分钟内向裁判
口述了宴会摆台创意主题，言简意赅。

“参加这次大赛让我也学到很多东西，开
阔了视野，比赛结束后要好好总结经验，争取
让自己的技能得到提升。”沙盼盼说。③5

□本报记者 逯彦萃

白净脸、马尾辫、戴眼镜……她是90后，
也是新时代木工。6月 25日，来自郑州工业
技师学院的余颖作为参演选手，亮相我省第
一届职业技能大赛家具制作与设计表演赛，
现场展示新时代木工对老技艺的传承。

锯子、凿子、刨子等工具信手拈来，画线、
锯、凿、刨，组装过程行云流水，一个严丝合缝
的鲁班锁呈现在观众面前，引发了热烈掌声。

作为郑州工业技师学院家具制作与设计
专业的老师，余颖说起家具制造充满了热爱
与自信。“家具制造已经走上产业化发展，但
是不少关键环节、特殊榫卯制作，机器无法替
代，必须由高技能工匠完成。”余颖说，一件家
具摆在家中，不仅是收纳器物，更寄托了主人
对美好生活的期许。

在余颖看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
消费者在购买家具时不仅会考虑功能用途和使
用习惯，同时也兼顾审美偏好。“从这个角度来
讲，流水线上生产的家具，越来越不能满足消费
者的个性化需求。”余颖说，这就是很多人逛遍
了家具市场，难觅一组合适柜子的根本原因。

定制家具正在回归，木匠未来可期。余
颖告诉记者，木工不但有前景，还有好的工
作环境。她说，当前家具制造的工具更新迭
代很快，电锯、电刨、电钻都有除尘功能，在
家具制作的全过程可以实现“零尘”，新时代
的木工早就告别了“一头灰”“一手墨”。

余颖说，中国传统木匠非常智慧，制作出
传世的榫卯，设计出至今还在流行的明式家
具。家具不仅是实用工具，更是文化载体。
传承好老技艺，传播好传统文化，这是木工的
最高境界，也是余颖的追求。③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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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孙静

返乡创业的新兴技术攻坚达人，玩转各种
机器的农村青年学生，细致周到且专业能力强
的育婴师……在河南省第一届职业技能大赛现
场，处处活跃着乡村高技能人才的身影。

乡村产业发展需要大批高素质人才支撑，
拓宽农民就业渠道，提升农民收入水平，更离不
开职业技能培训。自我省开展“人人持证 技能
河南”建设以来，广大农民学习掌握“一技之长”
的门槛更低、意愿更强，越来越多的职业技能人
才回流乡村，为乡村振兴源源不断输入人才“活
水”。

留守人员有了就业新门路

在本届大赛设置的技能展示交流活动区，
濮阳市展区内现场调制的凉皮吸引了大批“粉
丝”。6月26日，郑州市民刘女士二次光临后赞
不绝口，“他们这个凉皮味道调得非常好，跟别
的地方不一样，吃一次就能记住。”

凉皮在濮阳当地是特色名小吃，制作、切
工、调制等都自有一套技艺。前来观摩比赛的
濮阳市人社局职业能力建设科科长李二杰介
绍，该市自去年起将凉皮、壮馍、灌肠等36个当
地特色名小吃制作技能列为“专项能力”，开设
课程，对当地村民进行培训，受到普遍欢迎。

“尤其是留守妇女和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他

们积极性很高，做凉皮成本比较低，利润还不
错，很适合在家门口就业创业。”李二杰说，自去
年以来至今，该项课程已经培训近3万名村民，
毕业持证创业者月平均收入近7000元。

灵宝市高级技工学校此次有多名选手参加
比赛。带队前来的校长张青民说，学校通过市
场调研，在美容美发等传统技能培训的基础上，
开设了更加贴近城乡居民高品质消费需求的形
象设计、服装搭配等新课程，吸引了大量农村青
年妇女报名学习，“学员毕业在家门口就能顺利
就业、开店。”

新型农民队伍的扩大还在于越来越多青年
技能人才选择回乡就业。“据统计，我校有 70%
的学生来源于农村，同时也有 70%的毕业生会
回流乡村，服务当地经济发展。”长期关注技能
人才建设的河南职业技术学院财经管理学院党
总支书记吴玉刚认为，这一现象有助于全面推
进乡村振兴，“县域经济的快速发展为高技能人
才回流提供了岗位，而高素质人才的增多也会
为乡村产业发展带来强大助力，二者将形成良
性循环。”

外出者多了致富新技能

6月 26日，比赛第二天，位于郑州商业技师
学院分赛区的砌筑赛项现场，来自驻马店市的
选手杨旭正聚精会神用不同颜色的砖块在墙体
上砌出特定造型。

“他的手艺真不错，这样的本领在大城市的
建筑项目中供不应求，待遇也很高。”场地工作
人员介绍。

“有绝活的人在我们这里越来越多。”带队
参赛的驻马店市人社局二级调研员李新介绍，
驻马店市积极推进“人人持证 技能河南”建
设，打造了“遂平家政”“平舆防水”“确山小提
琴”“西平金剪子”“正阳焊工”“上蔡鞋都”等劳
务输出金字招牌，通过开展技能培训，为当地
大量农村外出务工人员增技能、提身价，不断
推动农村人口由“数量红利”向“人才红利”转
变。

平舆县有“中国建设工程防水之乡”的美
誉，近年来持续提升对防水工人的技能培养能
力，截至目前，该县建筑工程防水从业人员已达
25万人，年实现劳务收入 170亿元，成为河南
对外建设劳务的主要品牌之一。

不断增强外出务工人员的技能，是提升农
民家庭收入的重要途径。李新介绍，驻马店市
还组织专家培训队，前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
对在外务工的驻马店人进行“手把手”传授技
能。

据大赛工作人员介绍，本次大赛中有不少
返乡创业的高技能人才代表家乡参赛，“他们
接受了技能培训，在外地发展得很好，又将技
能和收获带回家乡，这种正向激励将鼓励更多
乡村务工人员积极提升自身能力，获得更好发
展。”③5

技能助力 振兴乡村

本届大赛充分借鉴世赛、国赛经验，创新采

用“1+45+45”模式，成立以世界技能

大赛金牌专家组组长为组长、45名省内优

秀专家为裁判长、45个项目承办单位负责

人为场地经理的技术工作团队

本届大赛共有来自企业、院校等方面的

572名专业人员参与执裁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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烘焙项目。⑨6 本版图片均为本报记者 王铮 摄

商品展示技术项目。⑨6 装配钳工项目。⑨6砌筑项目。⑨6 汽车技术项目。⑨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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