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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中职在 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中再创佳绩

技术撬动课堂改革与创新，让学生成为现代职业体系受益者

上海教师
在全国舞台绽放光芒

全国职业院校信息化教学大赛在连续
举办了八年以后， 于今年起正式纳入全国
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事体系，并更名为“全
国职业院校教师教学能力比赛”。比赛分为
中等职业教育组、 高等职业教育组和军事
职业组，下设教学设计赛项、课堂教学赛项
和实训教学赛项。

根据赛事要求，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
学研究室在教委职教处领导下，于 4月启
动组织上海赛区选拔赛，38 所中职校递
交 151 件参赛作品， 经评审专家严格遴
选，产生 12个特等奖、31个一等奖、54个
二等奖。

去年 7月， 教育部公布 2018年国赛方
案。根据赛事分配指标，在市赛选拔基础上，

上海赛区向组委会递交参赛作品 19件，其
中教学设计作品 12件、课堂教学作品五件、

实训教学作品两件，100%完成赛事指标，高
于全国其他省市作品送选完成率。

截止去年 9月底， 本次赛事组委会收
到来自地方 36个参赛队和军事职业组的

1305件参赛作品。 经网络初评，组委会正
式公布了入围一、二等奖名单，这些参赛队
要参加济南现场决赛。 上海中职入围作品
共计 14件，其中，教学设计作品九件、课堂
教学作品四件、实训教学作品一件。上海赛
区角色入围率高达 74%。

上海共 11 所中职校，40 名选手赴济
南参加决赛， 是历年来入围决赛学校数最
多的一次。 其中，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上
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
学校各有两件作品进入决赛。

去年底， 在山东济南职业学院举办本
次大赛闭幕式， 中职组实训教学一等奖获
得者、 江南造船集团职业技术学校周沪甬
及其团队，受大会组委会邀请，代表全国参
赛选手进行现场说课展示； 中职组教学设
计一等奖获得者、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徐燕及其团队， 作为获奖教师代表上台领
奖。 上海中职又一次在全国职业教育的舞
台上精彩亮相。

上海中职在教育部举办的唯一的教师
全国性比赛屡创佳绩， 这既来自于上海市
教育委员会职教处、 上海市教育委员会教
学研究室精心筹划、指导和组织，来自于参
赛选手及其团队对“优质”的不懈追求，更

来自于上海中职对职业教育教学的务实研
究和创新实践。

历次大赛不仅培养了一批批上海中职
学校的教学骨干，随着赛事影响力和辐射面
的不断扩大，也提升了广大上海中职教师对
职业教育发展趋势和需求的深入理解。他们
将大赛中累积的思考、尝试和经验更多地融
入到日常教学中，改变“教”、改变“学”、改变
“教学环境”、改变“师生关系”、改变“课堂格
局”，撬动中职课程与教学的改革和创新，使
上海中职学生成为现代职业教育和信息技
术发展的真正受益者。

信息技术
悄然改变课堂“教”与“学”

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 借助科技
的力量，中职校的课堂开始悄然发生转变。

如何让数学课与学生的专业课相结
合，“接地气” 地让学生掌握今后工作岗位
上可以用到的数学知识， 是上海市商贸旅
游学校数学教师邵静雯一直思考的问题。

她说，数学是数与形结合的科学，但如今的
数学教材中， 想要找到合适的数学数据作
为讲解的案例就不容易。一次，网络上的短
视频《数学可以给我们什么信息》让邵静雯
获得了启发：“如果能从学生们的实际生活
中得到相关数据，并与专业相结合，这样的
数学课或许更加有趣。 ”

为此， 邵静雯从支付宝上积累理财数
据，还从学校的咖啡社团收集销售数据，清
明时节学生社团里售卖青团的数据等，就
这样， 现实生活中的数据被邵静雯和市场
营销专业的学生们“玩”了起来，一堂《数据
之旅的起点》 课成为了学校里最受欢迎的
数学课。为此，邵静雯还特别到黄浦区教师
进修学院自学 SPSS软件， 通过软件分析，

她带领同学们了解到哪些口味的商品卖得
好、哪些时段最容易进行销售等。学生们能
贴合实际，迅速掌握技能。

文物保护技术专业在上海市商贸旅
游学校已经设立 20余年， 多年来培养了
大量的专业技能人才。可让执教教师嵇云
发愁的是，古代青花瓷残件的细致修复十
分复杂，如何让学生们快速、准确地掌握
鉴定方法？ 两年多前开始，嵇云就在学校
的支持下，与软件公司合作开发“古玩鉴
定要素分析法”信息系统。 “系统不仅能用
定量的方法让学生快速掌握鉴定思路，还
能同时记录学生的思维过程。 ”嵇云说，有
了这个系统， 学生们操作过程中有不当，

老师也能及时诊断、干预和补救，大大提
升了教学效率。

技术悄无声息地走入课堂， 带给师生
们的转变却“轰轰烈烈”。这一点，让上海市
大众工业学校英语教师沈琳感悟颇深。 原
本， 让工科类的男生开口讲英文是件难事
儿，近来，大众工业学校的男生不仅开口讲
英语，口语水平还突飞猛进。沈琳的“秘诀”

是借鉴眼下市场上比较成熟的语言类软
件，自主开发口语 App。 “软件可以时时监
控学生口语学习的情况， 学生开口说英语
的质量、顺序乃至错误点都一目了然。 ”有
了信息技术的辅助， 沈琳对英语教学信心
满满。

制药分若干工序，好比烧一桌好菜：红
案、白案，洗、切、炒、烩，既分门别类，各有
讲究，又相互关联，缺一不可。 关键工序的
操作必须一次成功，没有返工补救的机会，

如冷冻真空干燥。传统教学中，冻干实操时
间长、步骤多、易出错；且冻干工艺参数对

产品质量的影响不直观， 学生难理解。 自
2016年开始，上海市医药学校立项开发冻
干仿真操作软件，模拟冻干操作过程，监控
学生操作，提示出错步骤，统计薄弱环节；

又开发了交互应用程序， 将不同工艺参数
引发产品的形态变化用动画演示， 供学生
看结果、析原因。 产品数据库可持续扩充，

满足多样化的培训需求。

尤为值得一提的是， 在今年的全国决
赛场上， 江南造船集团职业技术学校作为
代表进行《电弧焊方法与工艺》课程的说课
展示。 专业教师周沪甬和团队摘得了比赛
实训教学类项目一等奖。周沪甬腼腆地说，

不少人觉得焊接是“苦大仇深”的专业，其
实，如今江南技校在技术发展的支持下，焊
接专业已经与智能制造相关联，变成了“高
大上”的专业了。“仿真技术、超声波技术等
都应用在我们的教学和实践中， 部分技术
水平甚至达到了军工企业的制造要求。”周
沪甬特别自豪地介绍说， 原本要花费三个
小时才能检测焊接完成的实物是否合格，

如今利用超声波检测，仅仅需要几分钟。

向前一步，

信息技术开发提升教师能力

嵇云在成为文物保护技术专业教师，

可谓是“半路出家”。此前是语文教师的他，

看到学校文物保护专业教师发展 “青黄不
接”———年纪大一点的教师经验丰富，但是
面对一些专业知识的讲解， 却不容易让学
生们理解；年轻教师虽然表达清楚，但没有
经验，更没有老先生对于文物修复的热情。

看到这些， 对文物保护感兴趣的嵇云主动
请缨，转为古文保护复专业教师。“转型”之
前，嵇云就通过自学考取了艺术品鉴定师、

宝玉石检验员、古玩鉴定员等资格。 如今，

嵇云不仅成为了古陶瓷保护和鉴赏的行家
里手， 更是成为了学校里最受欢迎的教师
之一。

沈琳的微信里，有许多教师群。这些群
的建立，都是在研发英语教学软件时，大家
方便交流时所建立的。沈琳说，教师能够站
上全国比赛的舞台之前， 还要站在教学改
革的前沿。一边研发软件，一边摸索课程改
革的路径。 沈琳和教师团队整整花费了八
个月的时间， 终于完成了软件研发和课程
改革。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这句话来
形容上海市第二轻工学校教师徐燕， 并不
为过。为了能够在全国比赛上展露头角，展
示上海职业教师的水平， 徐燕苦练教学能
力。 “2016年，徐燕也与我交流过想要报名
全国大赛的想法， 那时候刚刚踏上教学岗
位不久的她底气还不足，我们商讨了许久，

决定还是让她先练好基本功，再参赛。这次
又有机会， 学校几乎没有犹豫就把徐燕推
选上去了。”学校教务处处长倪虹感慨地回
忆道。 此次比赛中， 徐燕和队友一举摘得
《计算机基本组成与安装》课程教学设计一
等奖第一名。

面对奖项， 徐燕显得很谦虚：“越努力，

越幸运。 我的获奖离不开学校的支持和整
个团队的帮助。 ”她表示，为了提升教学技
能， 她借用寒暑假时间到企业进行实践，了
解互联网企业的操作实际。 每上一堂课，徐
燕从不放过任何一个细节。“备课时，要连自
己上课说的话都要反复斟酌。 能用四个字
来表达，绝不用五个字。”她笑笑说。就这样，

一位年轻的教师逐渐从稚嫩走向了成熟。

这次比赛中， 上海市医药学校制药技
术专业教师张麋和其他教师伙伴的课题
《注射用无菌溶液的冷冻真空干燥》摘得课
堂教学类项目一等奖。 上海市医药学校副
校长常光萍还讲述了备战过程中一段不为
人知的故事：原来，张麋是从医药行业“跳
槽”到学校任教的，他虽然是“技术能手”，

但教学方法上还不够娴熟。 学校也是几经
思量，才确定由他担任主讲教师参加比赛。

备战中，张麋“钻”到了教学方法的学习中，

多次向教研室专家、学校前辈们请教学习。

“中秋节前后，教研室专家身体抱恙，竟还
将张麋‘抓’到家里‘欢度佳节’，一躺一坐，

反复修改教案和教学流程。 这种特殊情境
下言传身教，张麋深受感动，教学能力也快
速提高。 ”

就这样， 张麋从最初专家看到课堂实
录就摇头的“入门教师”，成长为能在答辩
场上侃侃而谈的主讲教师， 对制药技术专
业的重难点和教法的理解也更为深刻。 常
光萍还说，以赛促教是职业
教育的独特魅力，比赛是提
升教师教学能力的重要抓
手，青年教师积极参与会受
益匪浅。 近几年，上海市医
药学校每年坚持上半年在
教研组内开展教学评比，下
半年在全校层面进行教学
教法比赛，教师的教学能力
显著提升，各专业都涌现出
一批教学名师。

将比赛的标准纳入
学校日常管理和教学

能在比赛中获得佳绩，

嵇云还认为自己在心理素
质上占得了“先机”。 他说，

比赛时，不少参赛教师会感
觉评委是高高在上的。而上

海的代表教师各个胸有成竹，通过语言、眼
神和肢体动作，与评委们进行平等的交流。

这种表达的方式和态度， 反而更能打动评
委。 “其实将评委当成自己的学生，这样才
能心平气和，语词顺达地达到交流沟通。 ”

他笑言。

而回到学校， 嵇云不自觉地会带着比
赛的标准进行授课和反思。“我甚至把学生
当做评委，不能随意，不可糊弄，不可自居
上位，这样才能取得教学的实效，赢得学生
的真正认可， 或许这就是比赛带给我的教
育和交流心态上的反思和自觉吧。 ”

“比赛让我看到了外面的世界有多
大， 看到还有那么多优秀的职业教育教
师，用他们精湛的技艺培养未来的大国工
匠。 ”从赛场归来后，张麋反反复复重复这
句话。 如今，张麋上课多了几分淡定和从
容。 如何设计课程、检测课程的重点和难
点等， 哪些知识点可以利用信息化手段，

哪些利用传统教学手段更好，在张麋看来
都是教学的必备技能。 “现在我会在教学
中更多考虑体现生物医药行业职业能力
需求， 尤其是突出职业技能和职业道德。

教学风格也由追求热烈生动的课堂教学
气氛，向营造简练、务实的生物医药行业
工作风格转变。 ”

参与全国比赛也让徐燕深知， 想要提
升教学水平， 首先就要思考如何进行专业
基础课进行课堂教学改革，提升课堂效率，

以及更好地为专业课服务。赛后，徐燕在针
对其他课程的教学时会进行思考， 怎么利
用信息化手段去提升课堂效果， 激发学生
的学习兴趣。据悉，二轻工学校研发的计算
机硬件组装 VR体验也将应用于今年的职
业体验日活动。

上海中职全国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获奖名单

2019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职业院校教学能力比赛决赛在山东泉城济南顺利落下帷
幕。 经过激烈的现场角逐，上海中职在本次大赛获得 6个一等奖，8个二等奖，3个三等奖，上
海送选作品 19件，获奖作品 17件，送选作品获奖率达 90%? 一等奖获奖数、送选作品获奖率
都再创新高，上海中职在全国大赛中一步一个脚印，务实前行，又一次实现了整体实力水平的
提升?

以赛促教，以赛促学? 上海中职以大赛为契机，以打造参赛作品为抓手，聚焦课堂，研讨教
学方法，突出学生主体，强化技术应用，改变课堂教学，丰富学习方式? 骨干教师和青年教师积
极参与，团队共同研讨，教学能力比赛已成为教师专业教学能力提升的一个重要平台?

奖项 学校 课题 姓名

教学设计一等奖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一元回归分析 邵静雯，周佳敏，耿伟

教学设计一等奖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计算机基本组成与安装 徐燕，倪虹，刘晓尧

课堂教学一等奖 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 “BASIC” Tips for Career Success 沈琳，王岚，刘海鹰

课堂教学一等奖 上海市医药学校 注射用无菌溶液的冷冻真空干燥 张麋，汪婷婷，刘赞

课堂教学一等奖 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 古代青花瓷残件的器形还原 嵇云，白雪，陆阳

实训教学一等奖 江南造船集团职业技术学校 电弧焊方法与工艺 周沪甬，张立瑶，喻兴文

教学设计二等奖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正棱锥的全面积和体积 张卫慧，赵钧，孙露

教学设计二等奖 上海市工商外国语学校 IF嵌套函数在多条件经济建模中的应用 裴文俊，郭昕，毛磊

教学设计二等奖 上海市环境学校 洗扫车清扫系统故障诊断与排除 沈瑜，张洁，张延伟

教学设计二等奖 上海科技管理学校 食品中金黄色葡萄球菌的检测 温斯颖，龚漱玉，朱菁

教学设计二等奖 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学校 根据不同脸形进行眉毛的描画 胡思云，周秋萍，蔡克非

教学设计二等奖 上海市体育运动学校 羽毛球：下压抢攻战术的运用 杨毅炜

教学设计二等奖 上海市群益职业技术学校 足下生辉———芭蕾基本步伐组合 刘睿，宋彩虹，姚毓才

课堂教学二等奖 上海市建筑工程学校 家居厨房空间布局设计 卞洁，邓宇明，钱铮

教学设计三等奖 上海市材料工程学校 无组织排放源监控点设置 沈小禾

教学设计三等奖 上海市新陆职校 给婴幼儿喂药 孙曼彤，张徽，李青青

课堂教学三等奖 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 三针法测量梯形螺纹中径 郏豪杰，卢红，奚立川图为上海市医药学校张麋老师在检测片剂的硬度

图为上海市大众工业学校沈琳正在为学生讲解

图为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邵静雯老师在上课

图为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文物保护专业嵇云在指导学生

图为上海第二轻工学校教师辅导学生进行主板维修

图为江南造船集团职业技术学校周沪甬老师在指导学生实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