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重庆战队”获1金2银4优胜 创历史最好成绩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落幕

两年一届的世界技能大赛昨日在阿布
扎比落幕，我市国家级选拔集训基地培养
的7名技能选手获得1金2银4优胜奖，创
下历史最好成绩。

烘培项目选手蔡叶昭获得金奖，美容
项目选手梁英英、汽车技术项目选手杨文
浩获得银奖，美发项目选手王芹、管道与制
暖项目选手郑科、电子技术项目选手曾伟
业、木工项目选手徐颜4名选手均获得优
胜奖。

这是重庆的突破，也是中国的突破。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我国共参加47

个项目比赛，共获得15枚金牌、7枚银牌、8
枚铜牌和12个优胜奖，取得了我国参加技
能大赛以来的最好成绩。

两年，730天……
从青涩学生蜕变为决战世界技能“奥

林匹克”的技能人才，每分每秒每一个时
刻，都倾注着他们的挑战、努力、奋进、创
新……

今年，我市美容、美发、汽车技术、管道
与制暖、电子技术、烘焙、木工7个基地升格
为国家级选拔集训基地，比上一届增加5
个，国家队选手数、基地数均位居全国第5、
中西部首位。

在选手荣誉归来之际，特别聚焦烘培
项目选手蔡叶昭、美容项目选手梁英英、汽
车技术项目选手杨文浩，记下他们的故事，
让他们身上所具备的工匠精神释放出更多
引领示范作用。

蔡叶昭：烘培项目金奖
一天用50斤面粉
是做大师的第一步

要成长为烘培大师道路很漫长。但第
一步就是一天用掉50斤面粉。

“烘焙师可不是大家认为的做做面包
那么简单。”蔡叶昭介绍道，必须能熟练
掌握不同的发酵及工艺，制作各种甜食和
糕点。训练量肯定很大，光面粉的话一天
就要用 50 斤，做出来的面包差不多上
百个。

夏季温度高，面包房即使开着空调也

很热，但蔡叶昭就这样日复一日地在里面

打面、整形、烘焙、装饰……对待每一种西

点都像艺术品一样精心雕琢。

靠着不断钻研面包技术的执着与坚

持，蔡叶昭从全国选拔赛中脱颖而出，顺

利进入国家集训队，并在重庆市商务高级

技工学校这一国家级集训基地进行了培

训。借助在重庆乃至全国餐饮行业中广

泛的社会影响力，该校组建了20多名包括

全国职教名师、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获得

者、全国烘培大师、全国烘培金奖获得者

在内的专家团队，并建成了1000平方米

的一流烘焙实训基地，为选手集训搭建了

坚实的平台。

在基地时，蔡叶昭每天都要进行10-

14小时的训练，包括1-2小时的体能训

练。他努力和面粉一起“发酵”，创造出丰

富的美味，也“发酵”出参加44届世界技能

大赛并斩获金奖的优异成绩。

杨文浩：汽车技术项目银奖
机会很少
每一次都要好好把握

人一生中能改变命运的机会不多，所
以每一次都要好好把握。杨文浩坦言，能
有幸参加世界技能大赛就是最重要的一次
机会。

去年11月他来到重庆，在国家集训主
基地，他感受最深的不是自己一天天的进
步，而是优质的环境。比赛用车基本上几
天就能安排到位，无论任何时候急需材料
都能迅速找来，一点都不会耽搁训练。同
时，专家教练团队的水准也让他对自己参
赛更有信心。

良好的集训条件和氛围为杨文浩打开
了快速成长的第一扇门，但更重要的是他自
己也需要不断突破。训练一段时间就会上
一个新的层次，随之而来的也有瓶颈，因此
杨文浩全身心投入到每时每刻的训练中，追

求每一个细节的精确度，循环往复的过程中
还主动去查找相关资料，不断更新自己。

“就像看小说一样，每看一次都有不同
的收获。”杨文浩说，训练技术技能也是如
此，要每做一次都有新的收获，只有坚持按
专业水准去做，才能达到更高的境界。汽
车修理技术这行最高的境界就是以后什么
车都能修好。

把握人生机遇，不断挑战自我。杨文
浩追求完美的性格决定了他今天站上世界
的舞台展示着中国技能人才的风采。就像
他自己说的那样，人就是要在不同的阶段
都看得清目标并朝着目标前行，梦想才能
变为现实。

梁英英：美容项目银奖
气质美女
谱出一部“美丽宝典”

梁英英是一名重庆科技学院的大学
生，1米7的个子配上标准的鹅蛋脸，娇好
的五官加上甜美的笑容，是亲朋好友心中
不折不扣的美女。

美女爱美，梁英英也不例外。
大二的时候，梁英英就想在学习之余

做点什么事，于是跑到学姐开的工作室学
习美容。虽然那时的梁英英对于美容还只
是“门外汉”，但因为天赋高、肯钻研，一下
就被重庆城市管理职业学院的第44届世

界技能大赛美容项目中国集训基地教练专
家组长王芃相中了。

不是专门学美容的，梁英英凭什么脱
颖而出？除了本身气质出众外，她用实力
和素养说话，谱出一部有内涵的“美丽宝
典”。

从本届世赛美容项目的种子选手到参
赛者，梁英英一路斩关夺隘，但于她而言最
大的收获并不是各种比赛的名次，充斥在
她心中的是能够代表重庆和中国参赛的荣
誉感，是不断提升美容技能水平的骄傲感，
是基地专家教练关心帮助她成长带来的幸
福感。

“美容，大多数人觉得那不是白领做的
工作。其实职业不分蓝领白领，只有把一
门技术技能真正掌握好了，都能有创造、有
贡献。”梁英英爽快地说。

梁英英还透露了一点她的“小心思”，
用世赛标准要求自己，去多学一些国内还
没普及甚至没有引进的美容技术，然后将
这些技术学好了教给更多人。

图片由人社局提供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烘焙项目金奖获得者蔡叶昭

第44届世界技能大赛汽车技术项目银奖获得
者杨文浩

第第4444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项目银奖获届世界技能大赛美容项目银奖获
得者梁英英得者梁英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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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创新和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
两翼。创新，离不开科普的助力。“弘扬科学精
神，普及科学知识”，是科协组织的重要职责。
今年以来，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下称“市科
协”）推出了一系列创新举措，把科学知识送到
老百姓身边、传到老百姓心间。

国庆期间，家住九龙坡区的张小英发现，
区图书馆里的醒目位置新增了一批科普展
品。她惊喜地表示：“以前看科普展览，要带孩
子去重庆科技馆，现在在家附近也能看，方便
多了！”

这就是市科协的“新招”之一：10月1日，
重庆科技馆九龙坡区体验空间和重庆科技馆
渝北区体验空间在九龙坡区图书馆和渝北区
图书馆新馆内正式开放，49件丰富、有趣的科
普展品与观众见面。

科技馆与图书馆联动建设“共享科技
馆”，促进科技人文相结合，放在全国来看也
属于走在前列。这只是市科协深化改革，建
设开放型、枢纽型、平台型组织，为科技工作
者服务、为创新驱动发展服务、为提高全民科
学素质服务、为党和政府科学决策服务的一
个缩影。

送科普到身边
1800台科普文化重庆云终端将覆盖全市

最近几天，江北区兰溪社区68岁的王长英
有个新习惯：买菜回家时，她一定要去一趟社
区服务站。

去干啥？“去看科普节目！”
王长英特别喜欢社区服务站里的科普文

化重庆云终端。她说，这块屏幕比电视和手机
大得多，看起来清楚。节目内容也多，有自然
科学、健康养生、防灾避险等几十个栏目可以
选。几天下来，王长英看得很满意，还准备把
这个好东西介绍给社区里其他的居民。

据市科协统计，截至今年9月，该终端已安
装500多台，分布在我市38个区县，主要布局
在城镇社区服务中心，深度贫困乡镇村级公共
服务中心，科技馆、文化馆、图书馆等公共场
所，部分中小学校、三峡博物馆等科普基地。
今年内，全市共将安装1800台终端。

“这是一套‘云端’＋‘终端’结合，可持续
运营的科普系统，是市科协作为中国科协科普
信息化综合应用试点单位的一项重要举措。”
市科协相关负责人介绍，该终端汇集了科普中
国、数字科技馆等科协系统和数字文化馆、数
字图书馆等文化系统的海量科技、文化资源。

在整合市科协、市文化委、区县科协力量的基
础上，通过购买社会服务的方式，吸引企业参
与共建，保障科普文化重庆云平台和终端的更
新维护、系统升级等需求，可持续稳定地为群
众提供科普文化信息化资源系统集成与精准
推送服务。

送科普到心间
《公民科学素质问答与测试》正式出版

“声音能在真空中传播吗？为什么先看到
闪电后听见雷声？”

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家住巴南区的小学
生王燕涵拉着爸爸妈妈，在科普日微平台在线
答题。

“有些题我们还没有孩子答得快。”王燕涵
的妈妈感叹，科学知识必须常学常更新，不然
就会被抛在时代后面。

的确，这是一个创新的时代。然而，怎样
才能让更多的人获取科学知识？怎样才能让

科学知识常驻人们的心间？怎样才能提高公
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

市科协主动承担起这一重任。今年，在中
国科普研究所的支持和指导下，市科协以《中
国公民科学素质系列读本》为纲，编写了《公民
科学素质问答与测试》一书，已由重庆出版社
出版。

据市科协相关负责人透露，将在一定范围
内免费发放该书，作为全市提升公民科学素
质、广泛开展科普教育的“教辅书”之一。只要
认真学习了该书，一般都能达到具备科学素质
的水准。王燕涵和家长一起回答的问题，在这
本书里都有答案。

“公民科学素质测评指标，由了解科学知
识、理解科学方法、理解科技对个人和社会的
影响3部分构成。经权威部门调查测评，一个
地区18岁-69岁公民达到或超过70分者为具
备科学素质，其占该地区18岁-69岁公民数的
比例为该地区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该
负责人表示，从今年起，我市将开展多种形式
的赛事活动，以赛促学、以学促评，并建立公民

科学素质年度调查发布制度，层层压实责任、
传导压力，确保2020年我市公民具备科学素质
的比例超过10%。

对于科普工作，市科协不仅主动出击，还
发动其他力量共同参与到科普文化推广的行
列。今年1月，在市科协、市文化委牵头下，重

庆科技馆与重庆图书馆进行“馆馆联合”，共同
送科学和文化进基层。

此后，重庆科技馆的科普大篷车和重庆图
书馆的流动图书车时常一起出现在基层社区、
乡村校园等。

送科普到农田
科技助力精准扶贫调动专家走进区县

知识就是力量。石柱土家族自治县辣椒
科技园的工作人员对此深有体会。

“如果能提取出辣椒中的红色素和辣椒
碱，辣椒产业的产值有望翻番！”今年6月，市科
协组织的“院士专家走进石柱县”活动中，亚太
材料科学院院士、重庆光电信息研究院首席科
学家金重勳提出的建议让相关工作人员“眼前
一亮”。

“辣椒科技园成立了10年，但今后如何更
好地为辣椒产业服务，还得听专家的指点。”辣
椒科技园相关负责人表示，院士的“支招”，对
他们帮助很大。

获得指点的不只是石柱县的辣椒产业。
此次活动共有近30名院士专家实地走访石柱
县康养旅游、食药、电子机械等产业的发展情
况，并举行了座谈会，为石柱的发展“把脉问
诊”，帮助打好“特色牌”。

类似的例子在我市多个区县比比皆是。
实际上，自我市今年2月启动科技助力精准扶
贫工程以来，市各级科协组织会同农业、扶贫
部门组织300多个科技组织、3000余名科技专
家，深入14个贫困区县开展“科技助力精准扶
贫工程”。5月，市科协又牵头帮助14个区县
科协与山东省的28个市（区县）科协结对子，整
合资源，借力脱贫。

“做好科普工作，需要创新的思维。”市科
协相关负责人表示，打造科普文化重庆云、开
展馆馆结合，意在更好地建设“三型”科协组
织；编写《公民科学素质问答与测试》，实施科
技助力精准扶贫工程，则是市科协“四服务”
中的应有之义。这既是市科协的本职工作，又
是深化群团改革、加强科协组织建设的创新之
举。

这样做的成效如何？一组数据可以说明
问题：今年，我市成功举办首个全国科技工作
者日系列活动和全国科普日活动，仅是公民
科学素质网络有奖测评就吸引超过72万人
次参与；重庆科技馆接待观众累计近1300万
人次；我市举办的各类青少年科技赛事带动
近100万名青少年参与，并将于明年承办第
33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技助力精
准扶贫工程至今已覆盖58431户建档立卡贫
困户。

这只是一个开始。今后，市科协将进一步
推进优质科普内容资源、科普阵地条件、科普
社会动员机制建设，推动科普人才和科普产业
发展，开启传统科普创新与科普信息化“双引
擎”，全面提升科普覆盖面和实效性，为加快建
设创新型国家贡献力量。

“院士专家走进石柱”活动中，院士专家们
为石柱县的黄连产业发展支招。

图片由市科协提供

重庆科技馆承办的“中国流动科技馆”到奉节巡展，孩子们“围观”会跳舞的小机器人。

把科普实效送到百姓身边
重庆市科学技术协会创新科普方式见成效

本报记者 申晓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