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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清晨 7 点，董珺芬从
20 公里外的市区驱车来到江苏省
盐城市亭湖区方向小学，开始了一
天紧张而繁忙的工作。

方向小学是一所农村小学，仅
有 9 名教师、48 名学生。由于教师
年龄结构老化，45 岁的董珺芬是这
所学校最年轻的教师，也是学校的

“顶梁柱”，担任一、二年级语文课的
教学。正常情况下，她每天都是连
轴转的，上午上课，下午对学生一对
一辅导，学生作业当面批改，发现错

误及时订正。
董珺芬非常关心留守儿童，在生活

上给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帮助他们树
立自信，还自掏腰包为困难学生买衣
服。孩子们亲切地叫她“妈妈老师”。

董珺芬说：“方向小学就是我的
家，这里的孩子就是我的孩子。孩子
们开心了，是我最大的幸福。”

本报记者 张学军 通讯员 倪
同岭 摄影报道

下图：二年级只有 4 名学生，语文
课堂上，董珺芬绘声绘色，认真对待。

留守娃的妈妈老师

李建国是天津职业大学机械工程
实训中心主任，2015年被授予国家级
技能大师称号。在实训中心伴着轰鸣
的机器声指导学生加工数控产品，是他
25年来的工作画面；奔走于各类技能大
赛承担各项工作，是他的工作常态。

1993 年，大专毕业的李建国成
为天津职业大学一名专职实训教师。
那时，学校筹建金工实习场，为了节
省经费，他刻苦钻研，自己动手制作
天车、闸板、工具箱、脚踏板⋯⋯各
类机床到位后，他以最快速度掌握了

新进机床的操作要领。为了便于工
作，他申请把宿舍搬进了车间。

金工实习场一期建设完成后，李
建国又投入到学校首批“双证书”学
生培养工作中。10 名学生分成早、
中两班进行训练，李建国却坚持从早
干到晚。为了让学生“双证书”的含
金量更高，他有意识地在培训中加入
生产环节，进行产教融合教学模式的
探索，取得良好效果。

为进一步做大做强机电类专业，
2004 年，学校将金工实习场和校办

工厂合并为机械工程实训中心 （天津市
汇通仪器设备公司），李建国被任命为
中心主任兼公司法人、总经理。

机械工程实训中心进行企业化运
营，独立核算、自负盈亏。成立之初，

流动资金匮乏，业务渠道不畅，可谓举
步维艰。面对挑战，李建国“拼命三
郎”的本色再次显露。他带领团队废寝
忘食，攻坚克难，每天工作超过 10 个
小时。遇到某个生产环节的难关，整个
团队都会通宵达旦地进行攻克。

在这样的摸爬滚打中，如今的机械
工程实训中心年产值超过 1000 万元，
成为天津职业大学最大的校内实践教学
基地和对外交流窗口。

实训中心的第一要务是培养优秀技
能人才。为此，李建国带领教师一起探
索，坚持产学研相结合，以产养学、以产
促学、校企一体的原则，进行教、学、做一
体化教学改革，根据学生实习性质和内
容，探索出不同形式的产学研相结合实
训教学模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实训教
学体系，培养了大批高素质技能人才，深
受用人单位欢迎。 （下转第三版）

校园里的大国工匠
本报记者 陈欣然

4 月 10 日是宁波市宁海县岔路镇
中心小学信息技术教师田甜最难忘的日
子，这一天，学校承办了“玩转未来”
岔路小学首届校园创客嘉年华活动。这
对一所偏远的农村小学来说，是从来没
有过的。

2015 年 9 月，岔路小学开始推行
创客教育。面对农村学校底子薄、经费

紧、师资弱现状，创客教育在推行初期
遇到了一系列阻碍。

2016 年的一天，岔路小学校长吴
盈波接到了一个特殊电话，电话那头正
是宁海县信息技术学科骨干教师田甜，
希望加入岔路小学，投身创客教育。

“作为校长，我非常欢迎她加入；作为
兄长，我希望她能去城区学校，因为岔
路小学偏远落后，而且离她家很远。”但
劝说未果，2016 年 9 月，田甜毅然加入
了岔路小学，担任信息教研组组长。

岔路小学创客教育提出“面向全体
学生，让全体学生受益”。这样的定位
在宁波市寥寥无几，也意味着没有经验
可以借鉴，没有现成的课程体系参考。

“没有教材就自己编！”田甜个头瘦

小，但言语中透着一股韧劲。她带领团
队的6名教师从实践中找思路，提炼经
验，再应用到实践中，并不断进行反复
论证，完成了 《创意乐高》 等6本创客
校本教材的编写。

在教学上，田甜擅于创新。她发现
低年级学生对游戏和故事很感兴趣，就
自创了游戏教学法，在每次上课前，都
会创作一个情景或编写一个故事，引导
学生理解创编的思路。

“最开心的事就是农村孩子也能接
触高科技，他们以创客思维做成了我意
想不到的事！”谈到最大的收获，田甜
说，学生会主动思考，遇到困难时会用
创客精神去解决实际困难。

（下转第三版）

村小创客的甜老师甜老师
本报记者 史望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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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月 25 日下午，扬州工业职业技
术学院的机械装备与制造实训基地很热
闹，学生们正在上操作课，年轻、清瘦
的朱萍穿梭其间，指导学生编写程序、
看图纸。

这个场景对她而言，非常熟悉。
自 2009 年考入扬工机械设计与制

造专业后，朱萍就没离开过数控机床。
“大二上学期我就学完了大学所有既定
课程，开始转入校内中石化拔尖技能人
才班数控技术专业，每天练习数控。”
朱萍说，自己性格严谨，不允许出错，

“比如，一个零件由很多尺寸组成，多
的有四五十个尺寸，只要一个不对，我
就全部重新做一遍。”

2012 年毕业后，朱萍进入中石化

石油工程机械有限公司第四机械厂管件
分厂，成为一名数控车工。2014 年，
在湖北省第四届技能状元大赛中，她荣
获数控车状元，2015 年晋升为高级技
师，荣获湖北省“五一劳动奖章”，成
为湖北省最年轻的获奖者。

数控机床需要高技术含量操作，其
难点在精度。用朱萍的话说，模具的尺
寸比头发丝还小，要求 10 毫米，就不
能 9.9 毫米。要达到这个程度，既需要
理论上的积累，还需要对设备的理解，
关键是严格练习的“熟练度”。

而严谨、钻研、勤奋是朱萍最大的
特点。

2012 年，朱萍刚到四机厂管件分
厂，就干了一件让很多人刮目相看的

事。原来，分厂在车球面时，走刀的顺
序都是从右往左。这种方式存在尺寸不
稳定现象，虽然这点误差是在质量控制
范围之内。每次师傅们和同事在车球面
时，朱萍都在一旁看，并琢磨，也许应
该有更好的办法。

（下转第三版）

数控车工女状元
本报记者 缪志聪

“当一名好老师是我一生的追
求，能站上讲台一天，我就要做得
最好。”西安电子科技大学教授千
博认真地对记者说。虽说他已经是
教授了，但每次回家，曾是小学教
师的 80 岁老母亲还经常叮嘱他：

“要好好教娃娃，不能误人子弟。”
“要教好课，必须下真功夫，

不能有应付心。”从教30多年，千
博每年主讲“自动控制原理”等 4
门本科生课程，年平均教学工作量
达到500学时。为了上好课，每年
他都会重新认真备课；每备一门
课，都会找至少 10 本教材研究，
并针对同一个问题，进行对比、选
择、总结，融会贯通后再讲给学
生。

在千博眼里，一节好课要“课
堂没有低头族，师生之间始终保持
良好互动”。他上课喜欢“抖包
袱”，一步一步地引导学生学会思
考、理解知识。平日里性子沉稳、
话不多的他，一站上讲台，立马像
换了个人，激情飞扬，滔滔不绝。
课堂上经常笑声、掌声不断，惹得
同事纳闷地问他，刚才给讲啥呢，
学生那么开心。

2008 年，千博经历了一场生
死考验：一起严重车祸让他四肢骨
折、肋骨断裂、脾脏大出血。由于
伤势严重，半年里他先后做了 7 次
大手术，两次被送进ICU抢救。

最终，这场车祸给他留下了终

身残疾，以及身体内的14块钢板。
“既然被救活了，就更要努力

地教好学生，多做就是多赚。”在
家休养期间，千博着手编写 《自动
控制原理》 教材，搜集资料、计
算、总结，每天工作时间甚至比上
班时还多。

一年后，千博重新站上心爱的
讲台。喜出望外的学生们起身鼓掌
欢迎，他们注意到，老师的手里多
了一根黑色的手杖，走路时是拐
杖，讲课时是教鞭。

没人知道，站在讲台上的每一
分钟，对浑身布满钢板的千博而
言，都是在与伤痛进行抗争。任凭
汗水滚落额头、酸痛蔓延全身，他
不说一声痛和累，教态始终从容、
自信、充满激情。“讲好课是我的
本分，我要对得起学生、对得起学
校。”千博说。

（下转第三版）

讲台上的钢铁侠
本报记者 冯丽

“带着一颗爱心工作，把新疆
籍孩子当自己的孩子。”这是石河
子大学内派服务管理教师张春对记
者说得最多的一句话。8 年里，离
新疆、到湖北，赴天津、入四川，
张春的目的只有一个：当好新疆籍
孩子们的“妈妈”。

2009 年至 2012 年，张春在华
中师范大学负责服务管理新疆籍学
生 ， 一 待 就 是 3 年 ； 2013 年 到
2017 年，她在天津大学担任内派
管理教师；如今，西南民族大学校
园里又活跃着她的身影。

如何做好内地高校新疆籍学生
的服务管理工作？怎样才能让孩子
们认可自己？“其实，也没有什么

‘秘诀’，只要真心爱他们就可以
了，爱会拉近孩子与你的距离。”
张春的话是这么简单，但背后却是
她无私的付出和奉献。

“偌大的校园，要找到新疆籍

学生，并和他们聊上一会儿，并不
是想象中那么容易。”张春说，新
疆籍学生大都分散在各学院，所学
专业不同，上下课时间也不一样。
张春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认识并了
解学生，四处寻找，她发现了一个
好地方——学校食堂。

一大早，张春就来到食堂。看
到学生走进食堂，她就迎上前主动
介绍自己，然后坐下来和学生聊几
句。午餐和晚餐时间，别人下班吃
饭了，张春则开始“上班”——准
时来到食堂，认识学生。就这样，
一个半月时间，张春认识了所有新
疆籍学生，并和他们建立了联系。

看到有学生打饭的量小了，张
春会关切地询问是不是哪里不舒
服；遇到学生感冒了，她总是叮嘱
学生及时去看医生，好好休息；看
到学生焦虑，她总是像妈妈一样陪
伴在学生身边，安慰他们。这些看
似很小的举动，让新疆籍学生倍感
温暖。渐渐地，遇到什么事，学生
们都很乐意把心里藏着的话告诉张
春。

“快过年了，我想送给我亲戚
家孩子一套新衣服，他的身高、胖
瘦和你差不多，你可以帮我个忙，
去商场买一套吗？”张春问一名新
疆籍学生，并递给他 500 块钱，

“你喜欢的衣服，我亲戚家的孩子
也一样喜欢，按你喜欢的挑选就可
以了。” （下转第三版）

离不开的春妈春妈
本报记者 蒋夫尔

本版照片除署名外均由受访者提供

课间活动时课间活动时，，董珺芬看到一名学董珺芬看到一名学
生鞋带散了生鞋带散了，，蹲下身子给系好蹲下身子给系好。。

（（上上））

新时代是奋斗者的时代。
为在教育战线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工匠精神，在“五一”国际劳动

节来临之际，本报推出“新时代奋斗者·寻找校园最美劳动者”特别报
道，采访报道一批常年工作在基层一线的教职工。

“劳动”标注着他们的成长轨迹，“奋斗”是他们最好的人生注脚。他
们在平凡的岗位上，默默耕耘、无私奉献，刻苦钻研、追求卓越，用自己的
实际行动践行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了“劳动光荣、创造伟大”的社
会风尚，展现了新时代基层一线教职工的时代风采。他们的故事表明，幸
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只要努力奋斗，处处是人生出彩的舞台。

□编者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