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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智能制造与汽

车实践教学基地的建筑外形四四方方，

远处看像一座小型工厂。

前厅是展示厅，中间是维修车间，

后边是办公室。

“这个基地完全按照4S店的格局来

修建的。”基地是王正科参与建设的，在

他看来，职业教育中的实践就得按市场

和企业的模式来。

王正科在智能制造与交通学院任

教，每学期，相关专业一个班的学生得

在他负责的基地实践操作一两周。

在基地期间，他的要求可谓严苛：

不允许抽烟，抓到后一票否决；上课不

允许迟到，请假必须要有辅导员签字的

请假条，线上系统内请假，也需要出示

手机截图。

王正科觉得，标准和规矩要涵盖每

一个人。“既然是职业教育，就不能还是

传统的师生关系，你不能将就学生的喜

好，行业要有行业的标准。”

这是他在成都奔驰一家分销公司

工作几年后养成的习惯，在奔驰分销公

司的维修车间，每一项操作都有量化标

准和考评，一旦越线就会被记录。对标

准和细节绝不敢掉以轻心，有一丝差错

就等于零。

有的学生迟到了，王正科说：“假如

我们这就是 4S店，顾客来了还得等你，

你让顾客怎么想？可能就因为你一次迟

到，顾客就会连带对整个店和这个品牌

产生恶评。”

有的学生操作少学了几分钟，王正

科直接评“不及格”。

“这没什么商量的，该挂就挂，你这

几分钟可能就是人家的命，我不能以你

安不安逸为准吧？”学生无话可说。

采访的前一天，课上一名学生给轮

胎上螺丝，上完后就走了。王正科检查

工具时，发现扳手在，但套筒缺失，检视

一遍，看到套筒还在轮胎螺丝上。他蹲

下去，向记者示意，“就是这里，这要是

顾客的车，开上路，套筒松了后飞出去，

完全有可能出人命。”

“在公司那会儿，我们的工具都是

刻了师傅名字的，出了问题可以回溯。”

王正科说，有学生的安全意识还没有完

全建立起来，有时候，螺丝掉地上，学生

直接捡起来揣在裤兜里就走了，如果是

真给人修车，这就是大忌。所以，学生操

作时，他经常坐在旁边指导，根据细节

打分。

记者在办公室与王正科聊天，不时

有老师走进来，说车放那儿了，有什么

问题，让他帮忙看看。学校老师的车出

了毛病，都愿意找王正科。他也很爽快，

“反正基地就是个 4S店格局嘛，修车就

是其中一项事务。”

与人初识，王正科自我介绍是个修

车的。这话一半是自嘲，一半是真心话。

“医生医人，修车师傅医车。”他说。

更重要的是，这向学生传递了一种

职业认同感。王正科觉得，职校学生在

基础工作领域做好了，深耕下去，一样

精彩，“不丢人。”

“做事时，越用心，越感觉困难，越感到

困惑。”带了几年车队，王正科认识到，这离

按部就班的教学愈来愈远了。

打比赛耗时间，这就意味着学生要么

花费更多时间去完成规定的课业，要么经

常缺课，万一偏废了怎么办？学生跟着一起

搞赛车与常规学习分别归王正科和辅导员

管理，中间出现真空地带管理没跟上的话，

出了安全问题算谁的？

他时不时就要考虑这些事，好在学校

支持、学生愿意。2018年沉淀了一年，王正

科利用时间理顺一些事情。但随之而来的

是沉重一击。

2019年，全国首届新能源汽车关键技

术技能大赛，学校投入大，导致分院领导压

力也大。赛前，学校和分院领导找他谈话，

问有没有把握。师生拿回了二等奖。“别人

觉得二等奖已经不错了，但打比赛就得拿

第一，跟奥运会争金牌一样。”王正科说。

回校后，大家没有讨论过“失败”的事。

但士气低落，队伍面临解散的危机。

念大学时，王正科最努力的 3件事是

学英语、打排球和带车队。他中学时就开始

打排球，大一大二继续参加校排球队，大三

时当上排球队队长。“打球时，输了赢了都

是时有的事，但是输的时候不能输了气

势。”王正科那时候就深刻体会到，不怕输

才能坚持下去，才有机会翻盘得第一。

2020 年上学期，因为疫情，好多事都

被推迟了。到了暑假，王正科坐不住了，他

厚着脸皮去找学校领导。“心里想的是，要

是学校不支持，自己也要搞。”他想起大四

时打排球赛，结束后大哭一场，因为那意味

着学生时代的结束，以后再也不会有这样

的经历了。

“我没拿一等奖，还可以有下一年，学

生有几个下一年？过了，学生时代就再没有

那个回忆了。”王正科对学校领导说，“没有

下一年了，今年必须去。”后来，学校给车队

拨了经费。

再次进入赛道，王正科发现2020年的

难度是2019年的10倍。首先是全国参赛的

院校更多了，投入也是 2019年不能比的。

赛制也改了，3人一组缩减到 2人。之前车

队参加比赛的学生已是大三，要出去实习。

比赛项目分为临场发挥和赛前准备，后者

要占到 60%。为此，王正科把课都调到 10
月之后，把学生也提前召集回来，做设计和

改方案。9月初，正式开工造车，经常从早

上9点工作到晚上10点。

轻量化的同时保证汽车各方面性能，

是第二届全国新能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

赛其中一项的关键评判标准。经过数次拆

改，最终，他们把车重减轻到 190千克。有

了前车之鉴，这次，王正科做了充分准备。

出发前，车队租了一辆长达 6.8米的货车，

带了各种工具。比赛时，王正科把控着每个

环节，根据情况随时调整比赛策略。

拿了一等奖，王正科觉得算是给即将

毕业学生的一份礼物。“也想通过不怕输、

坚持做事的风格影响学生。”他说。

每到他挺不住的时候，就会想起中考

前的自己。还在成都石室联中读书时，他就

一心想考石室中学。他家住衣冠庙，每天早

上骑自行车上学，他故意绕路走武侯祠那

边，就是为了经过石室中学，“就看一眼，当

成一种信仰。”中考前，为了体育过关，他每

天早上跑步去学校，父亲骑车陪着。

他觉得那时候有梦想，浑身是劲儿。

王正科大学学的是车辆工程专业，毕业后，做

了一段时间汽车维修，2016年，来到四川城市职业

学院。当时，所在学院的专业刚建立不久，他进来后

即参与实践课程搭建、着手建基地、带学生打比赛，

施展平台比在公司时大多了。他从未后悔到大学任

教这一选择。但因为未经师范专业训练，他时不时

反思自己是否适合教书，能否教好学生。

“所以，就想把自己知道的都说给他们听。”王

正科觉得自己对教育更有感情了，想让学生都能在

学校打好底子，养成良好习惯。“技术总是变化的，

不能靠一时之技活一辈子，但行为习惯和德行是一

辈子的事。”

采访结束后，王正科还给记者发消息说，毕业

的学生祝贺他获奖，还说一直在默默关注他。这让

他感到意外与高兴，压力也更大了，“只有努力奋

斗，做好榜样了。”

随着专业学生人数的增多，很难做到对学生一

对一答疑解惑。不过，若学生主动问王正科一些专

业问题或行业动态，他都会倾囊相授。

学生小伍技术过硬，实践操作无可挑剔。毕业

时，王正科介绍小伍去自己之前工作的公司。平台

不错，但涨薪得随着学徒到师傅角色的转变慢慢

来，但小伍不适应，觉得累。钻汽车底盘要剔板寸，

也让他受不了。小伍跳槽去了房地产销售公司，两

年后又联系王正科，想回汽车维修行业。因为在销

售公司经常不能按时吃饭，自身口才不好，工作吃

力，他看不到未来。后来，王正科帮着小伍联系了另

一家汽车销售公司。学生小谢想以后做二手车业

务，因为他学的是文科，在技术方面有点吃力，王正

科就帮他分析行业和市场情况。卖二手车的店多，

市场竞争大，可二手车市场缺保险、售后服务等保

障，要是小谢在这方面下功夫，肯定能占领一席之

地。课余时间，小谢没事就跑成都的二手车市场，了

解行情，为毕业开店积累经验。

来学校后，与行业联系的紧密度不够，王正科

感觉自己跟不上最新的技术，这促使他思考自己的

核心竞争力或核心能力到底是什么？行业变革达到

临界点后就开始加速前行，汽车维修中，最开始机

修是热门，但随着车辆增多撞车的多了，钣金工人

成了“香饽饽”。

“现在 5G时代正朝我们走来，未来 10年自动

驾驶流行，撞车的少了，钣金工也不那么热门了。”

王正科说，那时你的工作是否不可替代呢？

看到高中同学、前同事越来越优秀，还比自己

努力，这让王正科时刻提醒自己不要松懈。自己的

核心能力是什么，好长一段时间内他也没有答案，

但尽力将自己工作和生活中踩过的坑告诉学生，让

他们在做选择时慎重，是为人师的职责。

备课、上课、批改作业，刚开始，对王正科来

说，一板一眼的教学工作标准流程是“痛苦的”。

学校准备组建车队，王正科有赛车经验，顺

理成章地负责这一项目。2016 年，他开始带队

伍，没过多久，他就发现自己的核心能力正在于

此，教学上的短板也就不太去纠结了。现在，除

了常规教学，他把更多精力放在车队建设和带

团参加比赛上，“觉得很充实，会逼着自己提高

水平。”王正科说。

建车队并非易事。经费不足，学生没有造车

和参赛经验，自己也荒废多年了，这是一开始就

摆在王正科面前的难题。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PERFECT车队是新队，

比起很多参赛已久的老派名校车队，比如同济

大学上世纪 90年代就开始做，这支队面临的是

一片空白，而且缺乏别人多年累积的资金、后勤

和管理保障的协作系统。

他翻出QQ通讯录，与以前参赛时的对手们

取得联系，搜集当下比赛的信息和赛车技术动

态。这都是他大学时代积累下的“人脉”。

他就读于四川理工学院（现四川轻化工大

学）时，学校没有车队，大二时，王正科得知本田

节能大赛会拨给一支学生车队两万元的比赛经

费，王正科便跑去向学校申请参赛。经过他软磨

硬泡，原本担心参赛有风险的领导同意了。拿到

经费，王正科招募大三学生、研究生组队，买配

件、做设计、组装，连续 3届参赛。现在这支车队

还在四川轻化工大学延续。

2017年 8月，内蒙古乌兰察布，户外的高温

让人失去欣赏草原的耐心，让人心里更焦灼的

是，王正科不知道刚成立一年的队伍到底能坚

持多久。

PERFECT 在此参加的是由中国汽车工程

学会举办的巴哈大赛（Baja SAE China，简称

BSC）。此赛事诞生于 1976年的美国南卡罗来纳

大学，2015 年，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将其引入中

国。大赛旨在搭建平台，让参赛学生进一步掌握

汽车结构设计、制造、装配、调教维修、市场营销

等多方面的专业知识和技能，提高学生团队合

作能力。

整车物流费太贵，王正科就让学生坐火车

去内蒙古，自己把组装好的车拆了打包，租了一

辆面包车拉过去。在乌兰察布，为了将有限的经

费都用到关键时刻，他们放弃了组委会就近推

荐的宾馆，跑到50公里外的酒店开一间房，一起

挤。

参赛 4天，每个车队要历经车辆静态检测、

设计与成本答辩、单圈计时、直线爬坡、操控赛、

耐久赛等项目。车辆频繁出故障，PERFECT 车

队要做各种调试。王正科介绍，学生训练、检修

与测试，老师都得全程参与，“比赛有两三百个

评分点，得分是一个一个抠出来的。”出了问题，

就得重新组装，师生有时要忙到凌晨。

PERFECT车队取得了BSC乌兰察布分站总

成绩全国三等奖、成本报告全国第二名的成绩。

对于刚成立一年的车队，经验不足，可利用的资

源少，这个成绩不差，但不是王正科想要的。

本报记者 何文鑫 文/图

不怕输
才有机会拿第一

王正科

得知比赛结果，王正科心里终于踏实了，为了这一天，他已经坚持了5年。

2020年10月22日，由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共同主办的第二届全国新能

源汽车关键技术技能大赛落下帷幕。这项大赛2019年才开始举办，但已是我国面向新能源汽车关键

技术领域举办的规模最大、参赛范围最广的一类职业技能大赛。我省6所职业院校派出的20名选手

组成10支参赛队。其中，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教师组王正科与陈健、学生组陈昊与李均分获新能源汽车

轻量化技术职工组、学生组一等奖，是299支参赛队伍中唯一一所在同一赛项中拿到职工组和学生组

双满贯的职业院校。

可一等奖的背后，是王正科和学生差点没去参赛的插曲。上次参赛失败的阴影，2020年上半年疫

情影响，师生分散无法训练，赛制改变……

但凭着充分的准备和一股不服输的劲儿，王正科带着学生赢了。

“行业要有行业的标准”

“想把自己知道的都说给他们听”2

“没有下一年了，
今年必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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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组建车队，核心能力在这里

王正科在比赛现场留影（受访者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