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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教的学生100%合格
———记山东省枣庄职业学院教师王其平
■本报记者 魏海政

“第一锯非常关键， 既要稳，
又要准。 这一锯下去就要锯正， 后
面继续往下锯才能锯好。” 近日，
在山东枣庄职业学院的钳工实训室
里， 该校钳工实习指导教师王其平
一边观察纠正学生的动作， 一边捋
捋袖子拿起钢锯， 埋头示范起来。

“老师， 万一这第一下锯下去
就锯偏了怎么办？” 有学生问。

“还是要照画好的线， 一点一
点纠偏， 耐心地往回锯， 直到锯回
既定的轨道上……” 王其平一边解
答， 一边稳稳当当地锯起来。 旁边
的学生都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的动
作， 露出佩服的神情。

自参加工作以来， 王其平在钳
工实习指导教师的岗位上只问耕
耘， 一干就是20多年。 也正是在
这个毫不起眼的岗位上， 王其平练
就了“目测配钥匙” 等过硬的本
领， 带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学生，
为国家和社会培养了大批高素质、
高技能人才。

锲而不舍：
练就钳工“神技”

“王其平老师的起点并不高，
但学问功底却很深。” 与王其平共
事10多年的同事袁正歌说。

1987年， 王其平初中毕业，
来到当时的枣庄劳动技校学习钳
工。 “他出身军人家庭， 为人老
实， 上课学习非常认真， 动手训练
时也非常刻苦。” 王其平当年的老
师杨建国说。

1990年， 王其平考上山东省
高级技工学校。 3年后， 他以钳工
专业第一名的成绩毕业， 回到枣庄
技术学院任教。 在此后的工作中，
他一直没有放弃理论技术前沿的钻
研， 取得了研究生学历， 被破格评
为副高级职称。

在常人看来枯燥无味的钳工，
王其平却在其中找到无穷乐趣。
2006年， 他参加了山东省第二届
职工职业技能大赛。 比赛分两部
分 ， 理论知识占 30% ， 操作占
70%， 内容是六角形体组合加工。

王其平先根据加工工艺画好

线， 然后一步一步地加工每个
面， 每一步都特别仔细、 小心。
“当时精神高度紧张， 要保持头
脑清醒， 哪一步加工的精度达不
到要求或出现错误， 就会导致整
个工件全部失败。” 王其平说。

6个小时紧张的比赛终于结
束了， 王其平以精湛的技艺荣获
钳工组第一名。

王其平常说， “要给学生一
碗水， 自己就得有一桶水”。 经
过刻苦钻研， 他练就了一项“目
测配钥匙” 的特殊技能。

2007年， 山东省举办“十
大劳动之星” 竞赛， 其中， 钳工
组比武大赛有一个表演项目———
“目测配钥匙”。 当时， 王其平事
前准备的是看着“一号三环锁”
的原有钥匙， 再配一把新钥匙，
要求能打开锁。

但比赛时， 裁判突然临时加
大了难度， 对王其平说： “如果
你只看一眼钥匙， 然后盲配钥
匙， 这样配出来的钥匙能打开
锁， 才真正能说明你的水平高！”

目测配钥匙很难， 只允许看
一眼盲配钥匙更难！ 现场很多人
都替王其平捏了一把汗。 但他并
没有被吓倒， 凭着平时勤学苦练
的功底， 决心放手一试。

王其平按要求配好钥匙， 裁
判把钥匙插入锁槽， 在桌子上轻
轻向下一按， “吧嗒” 一声， 锁
被打开了！

王其平技惊四座， 又获得了
钳工组第一名的好成绩。

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熟能生巧， 克服难点的办法其
实很简单， 就是多练习、 多研
究， 要树立自信， 相信自己每配
完一把钥匙， 都能打开锁。” 王
其平说。

职教尖兵：
教学中设身处地为

学生着想
自己勤学苦练， 练就了一身

过硬的本领； 作为实习指导教
师， 王其平也毫不含糊。 他设身
处地为学生着想， 考虑到每名学
生的基础条件和实际情况， 开展

小组教学、 分层教学， 又能以学生
为主体， 发挥主导作用， 让学生对
看起来枯燥乏味的基本功练习兴趣
盎然， 调动学生实习实训的积极
性， 深受学生喜欢。

在实习指导教学中，王其平的
一个典型精品课例是利用咨询、计
划、决策、实施、评价“五步教学
法”， 以小组合作的形式开展实习
教学，教学生制作一个钣金锤头。

学生组成小组， 选出组长， 以
小组为单位进行实习教学。 在咨询
阶段， 学生先根据王其平的引导，
搜索、 查询钣金锤制作的相关资
料， 分析图纸、 材料、 作用， 加工
方法等。 在计划阶段， 各组学生在
小组长的组织下， 编制钣金锤的加
工工艺， 并讨论其合理性。 在决策
阶段， 各组推选一名学生， 汇报展
示小组讨论编制的加工工艺， 在全
班进行讨论， 最终确定一个合理的
方案。 然后， 各小组开始实施方
案， 根据确定的加工工艺进行加工
训练。 在最后的评价阶段， 各组学
生相互检查制作的工件， 汇报加工

情况。
在这个过程中， 王其平会对学

生的工件挨个儿进行检查， 对检查
情况和巡回指导中发现的问题进行
总结， 指导学生认识到存在的不
足， 进一步提高。

“在最为基础的锉削配合训练
中， 也要对每名学生的情况进行具
体分析， 既要考虑让基础好的学生
学得好， 还要考虑基础薄弱的学生
也能学得会。” 王其平说， 他采用
分层教学法， 在形状、 尺寸精度要
求方面进行了调整， 分为尺寸精度
低、 尺寸精度中等、 尺寸精度高3
种要求。 “这样基础薄弱的学生在
训练过程中也能达到技术要求， 在
巡回指导时再对他们多表扬、 多肯
定， 帮助解决疑难问题， 就能不断

进步， 更好地达到实习训练目的。”
王其平说。

“王老师和我们一样动手参加
设计训练， 根据情况进行尺寸检
查、 平面锉削示范、 边示范边讲
解， 从来不会讲完方法后就让我们
自己练习， 而是一直在旁边细心观
察每个同学的操作情况， 随时指
导， 经常手把手地纠正错误， 教我
们练习， 一两个小时下来， 经常汗
流浃背。” 学生王伟光说。

在王其平的精心指导下， 他所
任教的班级， 学生在历年的职业资
格鉴定中， 合格率均达到了100%，
参加工作后也都受到了用人单位的
认可和好评，很多学生家长听说后，
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跟着王其平老
师学习。 （下转第三版）

刘延东会见
比利时副首相兼外交大臣

新华社布鲁塞尔9月16日电（记者 孙奕 张晓茹）国
务院副总理刘延东16日上午在布鲁塞尔会见比利时副首
相兼外交大臣雷恩代尔。

刘延东表示，中比关系正处于历史最好时期。 去年，习
近平主席成功对比利时进行国事访问， 首次明确了中比全
方位友好合作伙伴的关系定位。 明年是中比建交45周年，
中方愿与比方一道，在现有良好合作基础上，进一步增进政
治互信，加强人文交流，推动各领域合作取得更多成果。 布
鲁塞尔中国文化中心的成立，是中欧人文交流的重要成果，
也是中比友谊的历史见证， 必将为进一步促进中比和中欧
文化交流互鉴发挥重要作用。

雷恩代尔表示，今年6月菲利普国王对中国的国事访问
非常成功，进一步推动了比中关系的发展。 比方对中国的发
展成就深感钦佩，愿与中方加强包括人文在内的各领域交流
与合作，推动比中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 相信布鲁塞尔中国
文化中心将成为比中和欧中人民相互了解的窗口和桥梁。

会见后， 刘延东和雷恩代尔共同为布鲁塞尔中国文化
中心揭牌。

甘肃投8.21亿元助力
革命老区学前教育

本报兰州9月17日讯 （记者 冲碑忠） 记者今天从甘
肃省教育厅获悉， 该省日前下拨资金5.68亿元， 支持革命
老区“两市一县” 贫困村学前教育发展， 加上此前下拨的
2.53亿元， 该省今年支持革命老区学前教育发展的资金达
到8.21亿元。

此次甘肃下拨的5.68亿元， 主要用于2015年庆阳市、
平凉市和会宁县1072所有需求的贫困村幼儿园建设及保
教具配备。 此前下拨的2.53亿元， 主要支持革命老区333
所2000人以上的行政村幼儿园建设以及2014年和2015年
新建改扩建的403所幼儿园保教具及设备购置。 同时， 该
省还将对贫困村家庭适龄幼儿按照每人每年1000元的标
准免除保教费。

据悉， 甘肃省未来几年将重点推进学前教育资源向贫
困地区行政村延伸， 到2017年， 在全省58个贫困县(市、
区)和17个插花型贫困县 （市、 区） 有实际需求的贫困村，
都要依托小学新建改扩建幼儿园。

广西积极开展教育交流合作，近10年来广西东盟国家留学生增长5倍———

架起教育交流的“丝绸之路”
■本报记者 周仕敏

转眼间， 越南留学生阮氏秋草
来南宁学习已经两年了。 2013年，
阮氏秋草在越南读完本科后， 来到
广西中医药大学继续学习中医。 如
今， 像阮氏秋草一样在广西留学的
东盟国家留学生越来越多。

近10年间，来广西学习的东盟
国家留学生增长了5倍， 达到9300
多人， 东盟留学生占广西全部留学
生的80%以上。 广西已成为东盟国
家学生出国留学的首选地之一，也
成为我国东南亚国家留学生最多的
省份之一。

借助文化相近、 地缘相邻的优
势， 广西积极发展与东盟各国的教
育交流合作， 在学术交流、 教师交
流、 互派留学生、 人才培训、 共建
孔子学院等方面合作硕果累累， 为
东盟自贸区输送了一大批人才。

借侨搭桥， 形成全覆
盖的教育交流机制

20岁的张庭顺来自印尼，在
广西科技大学攻读建筑专业，因
为爷爷是中国人， 所以特别喜欢
中国； 马来西亚小伙子陈文健是
第三代华人， 在广西科技大学车
辆工程专业学习……

同时， 依托独有的侨缘、 地
缘优势， 广西华侨学校借“侨”
搭桥， 已输送400多名学生赴东
盟国家留学深造、 实习就业。 学
校面向东盟国家招收留学生500
多名， 海外华文学校校长、 教师
师资培训160人次。

在广西艺术学院就读的马来
西亚留学生陈永馨， 是流行音乐
圈的一匹“黑马”。 2014年， 她
在“中国好声音” 节目中脱颖而
出， 勇夺佳绩。 如今， 她已在中

国大陆、 港澳台及东盟国家有了不
少歌迷。 陈永馨说， “是广西艺术
学院培养和造就了我”， 因此她决
定继续留校读研。

目前， 广西已形成从中职学生
到博士研究生， 从民办学校到公办
学校， 从学生交流到培训深度合作
的全覆盖的中国—东盟教育交流机
制。

多领域合作， 让优质教
育资源辐射东盟各国

老挝有长达半年的雨季， 这导
致当地蔬菜在露天环境下产量有
限。 2011年， 老挝万象市巴额县
他桑村的坦沙尼到广西农业职业技
术学院参加蔬菜种植与经营培训班
后， 回乡率先建起大棚种植有机蔬
菜， 并带动村民一起进行大棚种
植， 昔日贫困的他桑村如今已成为
当地有名的有机蔬菜供应地。

2012年国家农业部在广西农
职院设立“中国—东盟农业培训中
心”，至今已为越南、老挝等东盟国
家的各级农业、科技部门举办了68
期培训班，培训学员1300人次。

近年来，广西与东盟国家的教育
培训合作越来越多，广西正将教育优
质资源向东盟国家辐射。

2010年， 柬埔寨王国旅游部
部长致信广西旅游局， 对广西举办
东盟旅游人才教育培训基地第四期
培训班暨柬埔寨旅游行政高级管理
人员培训班表示高度赞扬和诚挚谢
意， 并表达了更进一步合作的意
向。 越南国家旅游局、 泰国旅游教
育界也相继发出合作邀请， 请广西
高校为其培训更多高层次旅游管理
人才。

此外， 广西高校还与泰国、 老
挝等东盟国家的大学合作， 建立了
6所孔子学院， 共培训学生2万多

人。 2008年以来， 广西共派出700
多名教师志愿者， 前往东盟国家任
教， 派出人数逐年增多。

自2007年起， 广西先后设立
了广西政府老挝留学生奖学金、 柬
埔寨留学生奖学金以及广西政府东
盟国家留学生奖学金等， 总额达到
每年2000万元。 广西部分高校也
设立学校奖学金， 形成了国家、 自
治区和高校三级留学生奖学金框
架， 促进了广西来华留学事业的发
展。

据广西教育厅厅长秦斌介绍，
目前广西有9个面向东盟的国家级
培训中心和两个培训基地， 在多个
领域为东盟培训各类专业技术人
才。 广西各高校根据不同的学科特
色， 都拿出最优质的教育项目为东
盟各国服务， 有力推动了中国与东
盟国家的教育合作。

（下转第三版）

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教书育人楷模 ④

王其平（中） 在给学生上课。 本报记者 魏海政 摄

马云公益基金会计划每年出资1000万元， 奖励100名乡村教
师。 站在乡村教育发展的逻辑起点上， 马云无疑抛出了一个大问
题： 社会力量与社会资本如何参与乡村教师的支持计划？

隰 详见第二版

【评论】

劳动是人类的本质活动， 是人的本色。 劳动教育是素质教育的
重要内容，是立德树人的重要渠道，是培养广大青少年社会责任感、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重要方式。

隰 详见第六版

援助乡村教师渴望机制创新 劳动： 让生命更好地发展
【家庭教育】

教育部出台《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
行动计划（2015—2018年）》

六大行动加快实现
职业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

本报北京9月17日讯 （记者 万玉凤） 教育部今天公
布 《职业院校管理水平提升行动计划 （2015—2018年）》，
明确自2015年秋季学期起， 用3年时间， 在职业院校中广
泛开展突出问题专项治理、 管理制度标准建设、 管理队伍
能力建设、 管理信息化水平提升、 学校文化育人创新、 质
量保证体系完善等有机衔接和互为贯通的六大行动， 加快
实现职业院校治理能力现代化。

《行动计划》 明确， 要建立中职学校质量年度报告制
度， 国家中职示范 （重点） 学校自2016年起、 其他中职
学校自2017年起， 每年发布质量年度报告。

“职业院校管理大数据” 是 《行动计划》 的一个亮点，
也是适应“互联网+” 时代要求的重要举措。 《行动计
划》 指出， 教育部将组织专业力量设计面向学校管理者、
教师、 学生以及行业企业人员等的问卷， 开展大样本网络
调查， 形成全国职业院校管理状态“大数据” 及分析报
告， 为学校诊断、 改进管理工作和教育行政部门宏观决策
提供实证依据。

为提高 《行动计划》 的可操作性， 其文本后还附有
《重点任务分工及进度安排表》 和 《职业院校管理工作主
要参考点》， 《安排表》 用列表的形式将每一项任务进行
细化分解， 明确责任主体和完成时间， 《参考点》 则为职
业院校加强常规管理提供基本遵循。

据了解， 《行动计划》 本身不出台新政策， 其核心理
念是通过系列活动， 使国家已有的职业教育方面的政策法
规、 制度规范、 标准和要求全面落地， 真正成为职业院校
实际行动。 （相关报道见三版）

9月17日， 上海理工大学附属小学一年级 （1） 班学生
陈爱娃在回答老师提问。 近两年， 上海市教育部门推行在
小学一年级起始阶段设置2到4周的“学习准备期”， 开设
拓展型课程， 注重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和习惯， 让学生在
活动、 游戏中实现从幼儿园到小学平稳过渡。

新华社记者 刘颖 摄

上海推行“学习准备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