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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入选的 23 名“青春力量”

余 柯
近日， 上海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

◆ 青春发言人

事务执行局迎来了一批特别的“新生”。

23 名 10 至 18 岁的青少年参加了 2021
年世界技能博物馆青春力量证书颁发
暨培训活动，正式成为世界技能博物馆
的一份子。 从 8 月 5 日青春力量招募活
动启动以来，历时近 2 个月，经过人气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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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媒体人

票、初面、终面等多轮激烈比拼，他们从

130 余名青少年中脱颖而出。 接下来，
“青春力量”将从第一个任务——
—“世界
技能博物馆初印象” 起步， 在技 能 盛

Fun 校园行等宣传活动中发挥所长，与
世界技能博物馆共同踏上技能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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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青春领航人

一场“青春的活动”：技能乐园理念深入人心
对于一个致力于向全球青少
年传递“技能成就梦想，技能改变
人生”理念的博物馆来说，讲好世
界技能的故事，一定要有青少年的
参与。 2020 年，世界技能博物馆首
次推出 “青少年主播团” 招募活
动，8 名来自上海小学、 中学、高
中、职校、大学的青少年，通过上镜
主持、直播推荐、打卡领队等方式
参与技博馆的线上及线下宣传活
动，获得了良好的社会口碑。 2021
年，在 2020 年“牛刀小试”的基
础 上 ， 世 界 技 能 博 物 馆“NEED
YOU！ 青春力量招募”全面升级。
● 首设青春媒体人、青春领航

英语介绍了自己学校的优势并畅
想了未来作为世界技能博物馆讲
解员的情景，其英语表达水平令专
业评审赞叹不已。
此外，活动创新增设“青春媒
体人”与“青春领航人”的评选。 青
春媒体人负责为博物馆撰写宣传
稿、拍摄照片、制作短视频等，从青
少年视角向同龄人描绘世界技能博
物馆。 青春领航人则均为各校推荐
的学生会会长或社团社长，具备一
定影响力，能以自身感召力在学生
群体中策划、组织校内外宣传活动。
● 首次开通学校推荐通道，招

人，双语组青少年涌现

据悉，去年的小主播招募全部
采用的是社会自荐的招募方式，而
今年，首次采取社会自荐和学校推
荐相结合的招募方式，进一步扩大
了青少年群体。
其中社会自荐通道覆盖全国，
共有来自 43 所学校的同学报名此
次招募活动；学校推荐通道，采用先
校内筛选，再限额推荐的方式，兰生
复旦中学等 15 所学校， 推荐了 80
余名学生参与候选，其中，亦不乏来
自上海市商贸旅游学校等职业院校
自带“技能值”的候选人。
经过多轮比拼后，23 名“青春
力量” 从 130 余名青少年候选人

为了更广泛动员青少年为世
界技能博物馆的建设献计献策，世
界技能博物馆在筹划“青春力量”
招募活动时增加了许多新的创意。
据了解， 本次招募活动面向全国
10-22 岁青少年，寻觅愿意承担世
界技能博物馆宣传推广任务的青
春发言人 10 名、 青春媒体人 10
名和青春领航人 3 名。
其中，以青少年主播为雏形的
“青春发言人”选拔今年增设双语
组，来自世界外国语中学、利兹大
学等学校的多名学生闪现其中。 世
界外国语中学的何厚臻用流利的

募面试“有的放矢”

中脱颖而出。 接下来，“青春力量”
将在接受专业培训后，正式代表世
界技能博物馆发声。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招募活动
的面试形式多样，针对招募类型设
置了现场采访、 无领导小组讨论、
即兴演讲等。 如在初面会场，青春
媒体人候选人自主进行摄影、视频
拍摄、选手及专家采访，真正做到
了 “从青少年的视角出发看世界
技能博物馆”。
● 技博馆收获 130 余名“小粉
丝”，技能理念深入青少年

此次青春力量招募活动树立
了世界技能博物馆的良好形象，不
仅仅只有 23 名最终入选的青少年
对技能产生了兴趣， 在活动过程
中， 技博馆收获了 130 余名小粉
丝。 青少年面试准备以及与评委互
动的过程，就是一个从逐渐认识技
博馆到爱上技博馆的过程。 许多家
长在活动结束后表示，经过两轮面
试，孩子不仅对技博馆的开馆充满
了期待，而且对技能也产生了很高
的兴趣。 一位家长说，“孩子面试
回家路上特别兴奋，路上看到一家
工艺品店就开始问我，以后在技博
馆是不是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展品，
特别感谢主办方给孩子这么好的
锻炼机会”。

一次“青春的比拼”：130 余名青少年同台竞技，精彩镜头频现
据了解，本次世界技能博物馆
“青春力量” 招募活动竞争激烈，
也让专业评委大呼“纠结”。 最终
选拔出来的 23 名青少年优秀且具
有代表性。 许多 “青春发言人”
“青春领航人”在校内担任大队委
员、社团社长等，还有曾接机过外
国元首、在各类主持大赛中获奖的
学生，他们本身在青少年群体中就
具有较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 而

“青春媒体人”也在首次练兵后对
技能以及世界技能博物馆有了很
深的感慨。
来自兰生复旦中学的张至诚
在观摩青春发言人初面现场后撰
写的新闻稿中写道：“世界技能博
物馆是一个世界性的青少年技能
教育基地，如果只是一栋放满展品
的建筑，充其量也不过是一座昂贵
的仓库，一副健壮但没有灵魂的躯

体。 有了新生一代的参与与支持，
就有了新鲜的血液与灵魂。 ”这与
世界技能博物馆的理念不谋而合。
招募面试现场， 更是 “八仙
过海，各显神通”。 记者了解到，
有一位小学组的青春发言人候选
人甚至带来了一副名为《尽己所
能讲好技能故事》 的亲笔画，通
过画笔诉说自己对世界技能博物
馆的理解。

一段“青春的旅程”：青春力量接受 001 号任务
作为最高层级的世界性职业
技能赛事， 世界技能大赛的绝大
多数参赛选手年龄在大赛当年不
超过 22 周岁。 可以说，这是一个
属于年轻人的顶级技能盛会。 而
立志于打造一个 “青少年的技能
乐园” 的世界技能博物馆也是主
要定位于青少年的博物馆。 据介
绍， 世界技能博物馆从筹建开始
就充分调动青少年的积极性，让
青少年担任博物馆建设的叙述主
角，让青少年与博物馆共同成长，
将博物馆的影响力扩散至全国乃
至世界各地， 这是青春力量招募
活动的出发点， 也是博物馆未来
的宣传布局。

●23 名 青 少 年 为 世 界 技 能 博
物馆注入“青春力量”

10 月 24 日 ，2021 年 世 界
技能博物馆青春力量证书颁发
暨 培 训 活 动 在 上 海 第 46 届 世
界技能大赛事务执行局举办。
活动现场，世界技能博物馆工作
部负责人颁发了 “聘用证书”，
同时工作人员发布了青春领航
人、青春发言人、青春媒体人的
首个宣传任务。 据了解，经过专
业 培 训后 ，23 名“青 春 力 量 ” 将
以此为起点， 在后续的技能盛
Fun 校园行等宣 传 活 动 中 ， 从 青
少年视角出发，续写世界技能博
物馆的故事。

●构 建 联 盟 学 校 和 志 愿 者 人
才库，为 2022 年开馆“打地基”
部分参与候选的青少年，即便未
最终成团，也在激烈的比拼中展现出
相当实力，令评委难以割舍。 因此，世
界技能博物馆考虑从中额外选取部分
优秀且具代表性的学生， 一并纳入世
界技能博物馆的志愿者人才库，他们
将成为未来世界技能博物馆志愿者、
讲解员等人才的重要储备。 博物馆工
作部表示， 接下来将进一步与学校
建立紧密合作， 筛选 8 所优秀的学
校， 成为世界技能博物馆的首批联
盟校。 人才库和联盟校的建设，这些
都为博物馆宣传推广和 2022 年正
式开馆，奠定了坚实的青少年基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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