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4

附件1：

2019 年“湖北工匠杯”技能大赛——湖北省

母婴职业技能竞赛组织委员会名单

一、主 任

徐 淳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主任

邹典定 省育婴行业协会会长

二、副主任

曾九洲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管理六级

黄 明 省育婴行业协会秘书长

三、委 员

李 方 省职业技能鉴定指导中心技能竞赛部部长

刘 军 省育婴行业协会托育早教专业委员会秘书长

聂 磊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安 璐 省育婴行业协会产康专业委员会主任

夏 嵘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黄昌喜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郑 恒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徐 红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刘学文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黄丽娟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李知蔓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任 雪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王 宏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马小庆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王德辉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肖 志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余 勇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魏 熙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袁 亮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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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荷芳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黄艳萍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徐亚娟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田煜霖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吴柯罕 省育婴行业协会副会长

四、赛事工作机构

（一）综合协调组

组 长：

冯 锐 省育婴行业协会公共服务中心主任

副组长：

张 铭 泰康同济（武汉）医院

向 强 武汉百佳妇产医院

姚 杰 武汉一土幼稚园

林 伟 武汉真爱妇产医院

刘 杰 武汉首义玛丽亚妇产医院

卓茂庭 武汉都市妇产医院

张雨婷 武汉得意生活

凃 玲 武汉奇奇谷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委 员：

詹 远 武汉中南安馨健康咨询有限公司

胡晓君 月满馨安月子中心

彭 娟 湖北拇指同行健康管理有限公司

张 琳 武汉美洳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张海峰 黄石宏悦妇产医院

（二）监督仲裁组

组 长：魏世松

委 员：程林、吴涛、袁吉依、徐建华、张永刚、姜丽、占芳、

赵亚玲、潘翔、刘华振、李蓉、胡玲

（三）技术保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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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 长：彭泊錞

副组长：詹玮、夏琳、刘翠、谌于兰、旷郁 朱晓星、朱妮斯

组 员：陈思、臧小磊、陈林、刘养、徐子力、彭淑敏、肖雯、

龙晶晶

（四）裁判评判组

组 长：李方

裁判长：易志环

主裁判：王海勇、聂华、高锋、袁荃、彭燕

裁判员：陈洁、蔡雯 、宋慧、万新瑶、江莹莹、张慧、向红、龙晶

晶、周锋、段孟佳、王强 严晓红 许泽恩

（五）后勤保障组

组 长：顾琳

副组长：刘弘波、徐志刚、陈阳

成 员：陈聪、赵胜男、张帆、苏小婷、熊先芬、周克银、张力、

罗诗韵、李平、李凯宁、孙雅迪、王建军、刘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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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2019年“湖北工匠杯”技能大赛——湖北省母婴

职业技能竞赛技术工作文件

一、竞赛名称

2019年“湖北工匠杯”技能大赛——湖北省母婴职业技能竞赛

二、竞赛内容

竞赛分理论知识考试、现场实操竞技两个环节。竞赛项目的命题

结合职业岗位的技能需求，并参照相关国家职业标准制定。其中理论

知识考试占总成绩的30%，现场实操竞技占总成绩的70%

三、竞赛规则

（一）比赛期间，参赛选手必须严格遵守赛场纪律，除携带竞赛

所需自备用具外，其它一律不得带入竞赛现场，不得在赛场内大声喧

哗，不得作弊或弄虚作假；同时，必须严格遵守操作规程，确保设备

和人身安全，并接受裁判员的监督和警示。若因选手因素造成设备故

障或损坏，无法进行比赛，裁判长有权终止该队比赛；若因非选手个

人因素造成设备故障的，由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若因选手因

素出现失误，耽误时间计入比赛时间。

（二）比赛终止后，不得再进行任何与比赛有关的操作。选手在

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需经裁判人员同意后

作特殊处理。

（三）参赛选手应遵守竞赛规则，遵守赛场纪律，服从大赛组委

会的指挥和安排，爱护竞赛场地的设备和器材。

（四）赛前一天，各领队和选手组织参观设备场地。

四、考核评分标准

竞赛项目：月子护理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评分比

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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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产褥

期护理

1. 能掌握产褥期心理护理和生理护理知识

2. 能为产妇提供产后健康指导

3. 能对喂奶时常见异常情况进行处理（乳

胀、乳汁分泌不足）

4. 能帮助产妇进行产后沐浴、会阴处理

5. 能帮助产妇进行产后体操

1. 产褥期母体的生理

变化

2. 产褥期特殊情况与

处理方法

3. 产妇的饮食和营养

4. 乳房护理

20%

（二）新

生儿的生

活护理

1. 能正确为新生儿保暖

2. 能正确护理新生儿皮肤，清洁五官

3. 能视新生儿脐带状况选择合适的方法为

新生儿沐浴

4. 能观察新生儿的睡眠

5. 能够准确测新生儿的体温

6. 能够用正确的方法为新生儿服药

7. 为新生儿合理选择衣服和尿布并熟练更

换

8. 能了解环境卫生要求，保持室内空气清

新

1. 新生儿特点、特殊

表现及护理常识

2. 衣着尿布卫生要

求、穿衣还尿布方法

3. 观察大小便、睡

姿、哭声鉴别、测体

温、喂药的方法和注意

事项

35%

（三）物

品的消毒

1. 能熟悉新生儿生活环境要求

2. 能用正确的方法进行视距、餐具、毛巾

消毒

3. 能进行日常的环境清洁

1.常用消毒方法 5%

（四）意

外事故预

防、急救

1. 能发现不安全因素

2. 能进行烫伤、呛奶、窒息的预防及急救

1. 新生儿常见意外事

故及其隐患

2. 常见意外事故的预

防和急救方法（烫伤、

跌伤、窒息的预防及急

救）

5%

（五）新

生儿常见

疾病的预

防及护理

1. 湿疹、鹅口疮、消化不良、脐炎、呼吸

道感染、脓包疮、尿布疹的预防及护理

2. 能观察黄疸变化

3. 能进行预防接种后的护理

1. 常见新生儿、婴儿

呼吸道、消化道五官、

皮肤疾病的病因临床表

现、预防及护理知识

2. 常见营养性疾病的

病因、临床表现、预防

及护理知识

3. 预防接种顺序、注

意事项、护理要求

15%

（六）新

生儿喂养

与体锻

1.能熟悉新生儿消化代谢特点

2.能掌握哺育技能

3.能掌握配奶冲调和喂养方法

4.能够熟练给新生儿抚触、做新生儿操

1. 新生儿消化代谢特

点

2. 营养基础知识

3. 母乳喂养、人工喂

养、混合喂养的方法

20%

竞赛项目：产后恢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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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评分比

重

一、产后恢

复工作开展

的有关事宜

1、模拟服务月子期顾客

2、能熟悉月子期顾客需求点及服务要点

产后恢复工作开展的

从业技巧及相关知识
10%

二、产后常

用中医各外

治疗法模拟

服务

1、能操作艾灸、刮痧、拔罐及熟悉注意

事项

2、熟悉按摩手法及技巧

产后常用中医外治法

调理技巧
20%

三、产后月

子病调理

（满月发

汗）模拟服

务

1、月子病形成的原因

2、月子病的认识

3、月子病调理的原理

4、月子病调理技巧

产后月子病调理技巧 25%

四、产后盆

骨康复技术

模拟服务

1、了解盆骨解剖结构

2、产后女性盆骨的变化

3、产后盆骨变化对身体的影响

4、盆骨评估方法

5、盆骨聚合的技术

产后盆骨康复服务技

巧
25%

五、产后恢

复服务指导

1、熟悉产后产妇的心理变化及心理疏导

方法

2、指导合理健康的饮食方案

3、指导凯格尔运动

4、指导腹直肌恢复训练

指导产后女性产后恢

复方案
20%

竞赛项目：托育早教

工作任务 操作规范 相关知识
评分比

重

一、早教课

课程组织的

完成度

1、课前的准备以及与幼儿的互动

2、课中与家长及幼儿的互动

3、教师的亲和力

4、课程的连贯性

5、活动的带动性

6、课程结束时与家长的沟通

1、了解幼儿的爱好

2、具备良好的亲和

力、灵活度，能带动家

长与孩子一起互动

3、课程设置对此月龄

幼儿发展的特点

4、明确沟通的目的

30%

二、晨检接

待的规范

1、了解不同温度计的使用方法

2、如何使婴幼儿配合晨检

3、晨检的要素

4、晨检的姿势

1、了解不用温度计的

使用方法

2、一摸、二看、三

问、四查

3、晨检时与婴幼儿为

平行视角

4、礼貌用语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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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竞赛要求

（一）月子护理

1.考评员构成

考评员应具备一定的新生儿及产妇护理的专业知识及实际操作经

验，每个考评组不少于三名考评员。

2.竞赛方式与竞赛时间

职业技能竞赛采用口试和技能操作相结合的方式。竞赛成绩实行

百分制，60分为合格。时间为90min。

3.竞赛场地和设备要求

实施本职业技能各鉴定所必备的场所有一个整洁的教室，设施应

当包括课桌椅，设备包括新生儿模型新生儿及新生儿沐浴用品、新生

儿生活用品等。

（二）产后恢复

1.考评员构成

考评员应熟悉产后恢复工作条例并具备产后恢复专业知识及实际

操作经验；每个考评组中不少于2名考评员。

三、托育课

程组织的完

成度

1、引导幼儿换鞋、签到、做计划及回顾

2、带领幼儿进行户外活动

3、微型课程、潜课程的组织

4、教师性导向课程的教学

5、离园规范

1、了解不同月龄幼儿

发展的特殊规律涉及教

师性导向课程

2、音乐、诗歌在各环

节的使用

3、明确且告知幼儿每

一个活动的目的及规则

4、离园时与家长的沟

通

30%

四、婴幼儿

的日常照料

1、6-12个月婴幼儿的日常护理（包括，

男女婴儿大小便后的擦洗、饮水、用餐、

清洁消毒）

2、6-12个月龄婴幼儿日常活动设置

3、幼儿的如厕、盥洗、用餐、饮水

1、了解不同月龄婴幼

儿的生理需求且及时给

予帮助

2、明确各月龄婴幼儿

成长需要

3、正确引导婴幼儿

20%

五、幼儿导

向课程的设

置

根据每月龄孩子不同的发展能力，结合测

评量表，为婴幼儿设置适合的游戏且进行

记录

1、了解测评量表的使

用

2、明确游戏的设置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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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竞赛方式与竞赛时间

职业技能操作竞赛采用实际操作方式。比赛时间为50min。竞赛

成绩实行百分制，成绩达60分为合格。

3.竞赛场地和设备要求

竞赛场地面积不小于30平方米，有按摩床、毛巾、按摩油、中医

理疗器具等相关物品。室内应采光良好，通风良好，整洁无干扰。

（三）托育早教

1.考评员构成

考评员具有早教及托育相关的专业知识，具有一定的早教和托育

机构操作经验和考评工作经验，考评组由2名以上考评员组成。

2.竞赛方式和竞赛时间

职业技能竞赛采用口试和技能操作相结合的方式。竞赛成绩实行

百分制，打60分为合格。竞赛时间为60min。

3.竞赛场地和设备要求

竞赛场地面积不小于30平方米，有0-3岁婴幼儿所需日常护理用

品、绘本、适合于该年龄段婴幼儿的桌椅、水杯、毛巾、杯架、如厕

用具、感统教具、奥尔夫音乐教具、蒙氏教具、积木、日常生活用具

等相关物品。室内应采光良好，通风良好，整洁无干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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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2019 年“湖北工匠杯”技能大赛——湖北省

母婴职业技能竞赛个人组报名表

姓名 性别 出生日期

文化程度 工种 职业

身份证号

职业资格

证书类别

证书等

级、编号

工作单位 联系电话

通讯地址 邮编

参赛项目

月子护理 

产后恢复 

托育早教 

工作简历

用人单位

推荐意见
盖 章

年 月 日

备注：必须贴近期免冠1 寸证件照，各推荐单位对报名登记表的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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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2019年“湖北工匠杯”技能大赛——湖北省

母婴职业技能竞赛团体组报名表

单位名称

工作单位

队长姓名 联系方式

组员姓名 性别 年龄 职业资格级别 身份证号码

用人单位

推荐意见

备注：各推荐单位对报名登记表的真实性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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