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倒计时 365 天！ 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剧透
努力办成一届富有新意、影响广泛的世界技能大赛

9月 22 日，在上海世赛倒计时
一周年之际， 事务执行局面向全球
发布上海世赛志愿者招募公告，上
海世赛志愿服务工作正式拉开帷
幕。 记者当日从执行局志愿者工作
部了解到，志愿者报名火爆，截至当
日，已有约 2000人报名。

●资深志愿者齐怀远 ：从
喀山到上海，世赛志愿者，我志
在必行

听到上海世界技能大赛志愿者
开始招募的消息，在上汽通用汽车工
作的齐怀远高兴坏了。自去年在上一
届喀山世界技能大赛担任志愿者以
来，他一直关注着上海世赛志愿者招
募的消息，盼望着能在上海世赛中再
次担任志愿者。

今年 30 岁的齐怀远做志愿者
已有 10个年头。 2018年的喀山世
赛，是他第 3 度前往俄罗斯做志愿
者。 ”只要轮到休班，齐怀远就会去
旁观比赛。 作为一名重度体育爱好
者，齐怀远没有想到，世界技能大赛
竟然比体育赛事还好看。

“体育赛事只能在看台上看，
但技能大赛观众可以身临其境。 你
可以近距离观察任何你喜欢的项目
或者选手———当然， 不能打扰到参
赛选手，也不能与选手交谈。不仅如
此，你还可以申请去体验项目，比如
体验世界顶级选手提供的西餐或美
发服务。 ”

世赛的参赛选手都很年轻，
“看到他们神一般的操作， 简直是
开眼，真的感觉是行行出状元。也充
分感受到， 不一样的选择可以不一
样的出彩。 ” 这一次上海世赛，齐
怀远也不想错过，他也希望更多人能
和他一样能通过服务世赛，体验“技
能之巅”。

●拟招募4000名志愿者 ,将
根据工作进度分批录用

像齐怀远一样对上海世赛志愿
者服务深感兴趣的人并不在少数，
在上海三个技能分会场设立的志愿
者招募咨询点， 记者明显感受到了
民众的热情。

今年 25 岁的张慧敏特地从浦
东赶到了位于延安西路的刘海粟美

术馆，“我是听朋友说今天这里有
世赛志愿者招募的现场咨询活动，
所以来看看。 ”

张慧敏说， 对于在这样一个世
界级的大赛中担任志愿者很有兴
趣，“做志愿者不仅是帮助自己，也
是帮助自己。 这次我来是想了解下
做志愿者的具体要求，包括时间，看
自己是否可以。 ”

领导力培训讲师刘雪在现场
了解情况后， 决定报名担任世赛
志愿者， 她还打算发个朋友圈，
告诉朋友们上海世赛正在招募志
愿者的消息，“我觉得做志愿者
是不同维度地为社会做贡献吧，
而且因为工作的关系， 我对这种
与人的发展相关的技能大赛挺感
兴趣的。 ”记者了解到，招募宣传
活动同时也在二十多所高校展开。
上海第二工业大学大四学生吴俊捷
告诉记者， 上周三学校已经有关于
上海世赛招募志愿者的宣传活动
了，吸引了不少同学的关注，“据我
所知， 我们学校差不多有 70 名同
学想报名做志愿者。 ”

上海 2021 年第 46 届世界技
能大赛事务执行局志愿者工作部的
徐老师告诉记者， 志愿者报名情况火
爆，“上海世赛准备招募约 4000名志
愿者，截至到 22日，后台已经收到了
约 2000份报名。 ”

记者了解到， 此次招募的志愿
者主要是在上海世赛期间，为世界技
能大赛、世界技能大会、世界技能博
览会、世界技能博物馆以及各类文化
交流活动提供行政辅助、 赛会保障、
接待服务、新闻宣传、组织管理等各
类志愿服务工作。

所有申请人均可登录上海世界
技 能 大 赛 官 网 （https:
//worldskills2021.com/） 报名，
更多报名信息也可在官网查询。

晨报记者 徐惠芬

9月 22 日， 是上海 2021 年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开幕倒计时一

周年。 一年前的 9月 22日，习近平
总书记对上海世赛作出了“努力办
成一届富有新意、 影响广泛的世界
技能大赛”的重要指示。

当天，“相约上海 技能筑梦”
上海世赛倒计时一周年系列主题活
动在沪举办。 活动主会场———上海
展览中心友谊会堂灯光璀璨，高朋
满座。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
长汤涛与上海市副市长彭沉雷与
会，并携手启动上海 2021 年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一周年仪式。

主会场还举办了上海世赛志愿
者组织招募团代表授旗仪式，上海
世赛竞赛项目动画征集启动仪式，
向上海世赛梦想大使颁发证书，并
向五大洲寄出上海世赛邀请函，诚
挚邀请世界各地的顶尖技能人才做
客上海。

据了解，上海世赛有望成为比
赛项目最多的一届世赛。 据悉，目

前上海世赛预设比赛项目 63 个，
在保留制造与工程技术、 信息与通
信技术等六大领域传统比赛项目同
时，主动适应新产业、新技能发展需
要，计划新增工业 4.0、机器人系统
集成等 9个项目。 目前全部项目都
已开放给世界技能组织成员进行预
注册。

同时，创新打造“绿色、智慧、科
学、人文”办赛新形式，制定人工智
能、5G等新技术世赛应用方案，全面
启动了健康、 安全和环境体系研究，
科学编制商业赞助整体方案，已确定
工商银行、交通银行、浦东发展银行、
上汽集团 4家全国层面赞助商。

据了解， 在世界技能大赛开幕
之际，世界技能博物馆同步开馆。建

设世界技能博物馆， 是申办世赛时
作出的郑重承诺， 将是上海世赛的
一项重要成果和宝贵遗产。 目前博
物馆选址杨浦区永安栈房并启动场
馆修缮，按照“汇集真品、遴选精
品、馆藏绝品”要求在全球范围内
开展展品征集工作， 已征集信息
4000多组，届时将建成世界上第一
家以“秀动技能”为主题的“动手”
型博物馆。

另外， 在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期
间，除正式的技能竞赛外，也会举行
丰富多彩的活动，通过现场技能展示
互动、动感平台、视觉标识、标牌、观
众（语音）导览手册、多媒体视频等
多种形式，让青少年置身其中参与体
验技能，更多地了解世界技能大赛。

除了主会场外，9 月 21 日下
午、22 日全天， 以技能公园为主题
的分会场分别在刘海粟美术馆、中
国（上海）创业者公共实训基地、静
安区体育馆举行。 在三个分会场，
一大波技能体验活动如火如荼地开
展， 来自沪上多所中小学的学生们
过了一把“技能瘾”， 不少学生发
现，原来世赛离自己的生活并不远。

●世赛冠军潘沈涵传授花
艺经典技法， 青少年自由发挥
创意

在“未来花艺师”体验组，一位
身穿世赛选手服的年轻人格外引人
注目。他是“未来花艺师”体验项目
的带教老师， 也是第 44 届世界技
能大赛花艺项目冠军潘沈涵。

“教我们的竟然是世赛冠军！
太牛了！”“花艺世赛冠军竟然是个
男的，不是女的？！ ”参加这一体验
组的学生们在知道这位老师的来历
后都觉得有点难以置信。

潘沈涵特意为此次体验活动设
计了男士与女士两种胸花，通过让学
生制作给爸爸妈妈的胸花，对世赛的
花艺项目以及花艺本身有所了解。 这
两枚胸花虽然小巧， 却用到了世赛
花艺项目常用的技法，“今天我们就
会用到一个‘铝丝贴面’的技法，就
是先用铝丝做一个造型， 然后用胶
水把新鲜叶材贴上去再进行裁剪。
这个技法也是世界著名花艺大师格
雷欧首创的， 所以今天这个作品的
名字也叫‘格雷欧爷爷的胸花’。 ”

在潘老师的讲解与帮助下，学
生们尝试着把一根铝丝折成水滴
形，“因为女士优雅，所以我们采用

没有棱角的流线造型”， 又把另一
根铝丝折成两个一大一小、 一前一
后的三角形，“男士大气、 庄重，所
以我们采用不等边三角形”， 之后
把做好造型的铝丝用胶水贴到绿叶
上进行裁剪，再在上面贴上花朵、珠
子进一步装饰……

潘沈涵希望这样的体验活动，
能让更多学生喜欢花艺， 也知道世
赛离大家并不遥远，“像花艺，学一
些简单的技法， 可以把日常生活点
缀地更美。因为比赛时间有限，世赛
本来就是把复杂技能简化， 所以和
日常生活是紧密相关的。 ”

●15 个体验项目世赛六大
类竞技项目， 全球首个技能博
物馆将聚焦“动手”

花艺项目只是三个技能分会场
举办的众多体验项目之一， 此外还
有玩具手办设计师、“小小建筑师”
橱窗展示设计、首饰制作、咖啡师、

中医药剂师———六神丸手工皂制
作、小木匠、制琴师、服饰文化设计
师、立体画绣、木拓画、皮影戏、海派
魔术、 无人机障碍飞行以及智能机
器人操控 15 个项目。 在这些体验
项目中， 相当一部分可以在世界技
能大赛中找到类似项目的身影。

除了前面的花艺外， 体验中的
首饰制作与世赛中的“珠宝加工”项
目、“小小建筑师” 橱窗展示设计与
世赛中的“商品展示技术”项目、小
木匠与世赛中的“木匠”项目、服饰
文化设计师与世赛中的 “时装技
术”、智能机器人操控项目与世赛中
的“移动机器人”项目都有联系。

以后在世界技能博物馆， 可以
有更多技能动手的机会。 明年世赛
举办期间， 上海将迎来一座新的博
物馆———世界技能博物馆。届时，世
界技能博物馆将建成世界上第一家
以“秀动技能”为主题的“动手”型
博物馆。

不少学生在参加技能体验活动
前，觉得世界技能大赛高高在上，但
在参加完体验活动后， 觉得并非那
么遥不可及，对世赛有了更多了解，
也有了去现场观赛的想法。

参加技能体验活动的六年级学
生李蓓就说，明年的愿望多了一个，
“除了希望明年能学会给自己的宠
物理发外， 现在还希望能去世赛现

场观看比赛。 ”
事实上， 世界技能组织高度重

视观众体验活动。 世界技能大赛既
是一场国际技能赛事， 也是一项开
放展示活动。 观众不仅可以进行参
观，还可以深度参与、体验互动，观
众体验活动已经成为世界技能大赛
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据介绍， 世界技能大赛举办期

间，除了正式的技能竞赛外，还会举
行丰富多彩的活动， 让青少年置身
其中参与体验技能， 以此更多地了
解世界技能大赛。

上海世赛的观众体验活动将面
向各年龄段的青少年，以“青年匠心
智领未来”为主题，在世界技能组织
规定的基础上，结合中国上海特点，
在内容和形式上都将有所创新。

世赛花艺冠军潘沈涵坐镇，15 个体验项目在三个分会场同时举行

我们一起技能动手

竞技之外，全新技能体验将成上海世赛新看点

志愿者全球招募正式发布，根据工作进度分批录用

我们一起服务世赛

我们一起去看世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