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人物
2019年12月12日 星期四

04 主编：高毅哲 编辑：高毅哲 设计：聂磊 校对：赵阳·

■每周人物点评

替外婆记得

搪瓷杯、铁皮保暖瓶、老式收音
机，这不是旧物收藏馆，而是“90
后”杭州女孩幺幺给外婆改造出的一间
回忆老屋。

三年前，幺幺的外婆被诊断为阿兹
海默症。记忆的衰退让幺幺外婆虽然身
处在自己家，却常常孤独地像个陌生
人。脑海中虽然正在抹去现实中的人和
事，但幺幺外婆却对四十多年前的事物
记忆犹新。

记忆里，她还住在上世纪七八十年
代那栋与爱人居住的老房子，喝水用的
也是那时用过的铁皮保暖瓶。

这让幺幺萌生了帮外婆还原老房间
的想法。为了更好地还原，幺幺在网上
发帖，求购当年的老物件，得到了不少
热心网友的关注。在大家的齐心协力
下，幺幺外婆记忆中的房间被高度还原
了。

前一段时间，周迅参演的《奇遇人
生》曾上了热搜，节目组拜访的日本一
家人，与幺幺外婆一样，也有一位患有
阿兹海默症的爷爷。节目中爷爷妻子的
一句话让人印象深刻：你忘记没关系，
我替你记得。

对幺幺外婆和那位爷爷来说，现实
或许已经虚实难辨，但可以肯定的是，
在现实中的人，仍然没放弃对他们的爱
和心灵的慰藉，这也创造着属于他们自
己的美好回忆。

当初，他后悔读职校；后来，他把“三无学校”打造为湖南“卓越高职”

邓志革：我是职业教育的“产品”
本报记者 赖斯捷 通讯员 刘杨杨

1981年，17岁的邓志革走进湘东
化工机械厂大门，成为一名“企业人”。
那时，他尚未成年，更没有想过，自己会
从一名普通技术员一步步“转型升级”，
成为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的二级教授
以及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当家人。

一晃三十余年。
回望人生，面对记者，这位“双师

型”高职院校党委书记，介绍自己的第
一句话便是“我是职业教育的产品”。

20余年的追寻

邓志革与职业教育的“初相识”，
是带着几分后悔的。

“我当时还不满14岁，父亲说让报
中专学机械，我就照着填了志愿。”初中
毕业考试成绩放榜时，邓志革是全县第
一名。邓父在当地一家工厂工作，特别
看重厂里有文化的技术员，“他希望我
成为这样的人，并帮我选定了志愿”。

走进中专校门的懵懂少年发现，
这儿的老师只教专业课，物理、化学、
历史等基础课和文化课都不开。“我有
些后悔，至于为什么后悔，当时也说不
清楚。”邓志革只觉得，自己这三年少
学了很多知识，大脑里仿佛缺了一块。

带着几分遗憾，邓志革中专毕业
了。他的职业生涯开始按照父亲规划
的路径向前，被分配到湘东化工机械
厂，成为“文化大革命”后这家工厂分
配进来的第一名学工科的中专生。

因为学历高，邓志革人还没到厂里
报到，各部门就开始抢人。研究所、总
工程师办公室、装备处等各技术岗位都
提出来要人。人才匮乏的机械厂，可以
说是拿出了所有技术岗位随他挑。

当时的邓志革年龄不大，主意却
大。他没有直接选择高学历才能胜任
的技术岗，而是跑去分工厂的车间当一
线技术人员。车工、钳工、刨工……邓
志革把车间里的所有工种都干了个遍。

最难的是车工和钳工，因为当时
工艺水平有限，这两个工种几乎完全
依靠徒手操作，那是邓志革第一次切
身感受到技能对一线工人的重要性。

1985年，邓志革调入一所技工学
校任教。工作日久，无数毕业生回访
案例让邓志革认识到，较高的综合素
质和较高的技术技能同等重要，无论
哪一方不足，最终都会影响学生未来
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认为职业教育应当在这两者
间寻找到平衡点。”邓志革说。

从1995年考入株洲市环保职业
中专学校（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前
身）至今，24年来，邓志革始终在追寻
着这个平衡点。

追寻的过程中，一个标志性的事
件，是他将音体美纳入学校必修课程。

那是2002年，他在株洲市第一职
业中专任职，力推音体美成为必修课。

此举在当时的湖南乃至全国职业
院校中，都极为罕见。三年时间，用来
学技能都不够，还要学音体美？校园

里，有很多老师不能理解；校墙外，更
多的家长也不能理解。

但他还是做了。坚持的背后，某
种程度上源于个体内在的体验。

邓志革在县里长大，受家人影响，
吹拉弹唱、跑跳投掷，都能露几手。等
到读完书、进了厂，他发现，这些“才
艺”在那个年代的技术员中非常稀有，
也正因此，开启了他与周围同学、同事
的不同际遇。

这种“尝过甜头”的心情，在邓志
革心中酝酿着，于是便有了2002年的
改革。

选择音体美为突破口，一是因为
在当时的职业院校中，这些课程属于
被“集体忽略”的领域，二是“来读职校
的，多是出身于农村、家庭贫困的孩
子”，邓志革不希望自己小时候同龄人
的缺憾，在学生们身上延续。

更重要的是，邓志革内心有一种
预判，他的改革，符合职业教育未来的
发展方向，“培养学生的综合素质，是
我要改革的重点”。

“底气来自我自己”

当邓志革第一次说出“底气来自
我自己”时，其所表达的意思并不是对
自我实力的充分信任。恰相反，这句
话的潜台词是，“除了我，其他元素学
校都不具备优势地位”。

但也正是这句颇显出几分“技穷”
的话语，打动了上海通用汽车公司的
培训部经理。

2009年，上海通用汽车公司计划
在中国寻找一所高职学校，开办校企
合作的订单班。得知消息的邓志革，
凭着一种职业敏感，将争取订单班落
户本校，列为学校的重大事件。

“几乎没有人相信，我们能争取
到。”在现任校人事处处长、当时的校党
政办主任刘平国眼中，邓志革也“太敢
想了”——学校没有行业背景、没有企
业依托，汽车专业总共8名老师，所有设

备加起来价值不过160万元，且都是些
老旧、淘汰品，“拿什么和对手竞争？”

邓志革没说什么，只带着一帮老
师日夜加班准备首轮陈述材料。每一
份PPT，他都演练10遍以上；演练现
场，必有一名普通话标准的老师，指导
邓志革的发音。第二轮的教师PK，邓
志革则是亲自上场，培训选出来的4
名教师。一个月的培训期里，他基本
就是陪教、陪听，手把手地将他教书时
积累的课堂经验传给他们。

等到正式答辩时，他以株洲职业
技术学院院长身份带队前往上海，第
一轮的PPT陈述环节，他亲自上阵。
而这项工作，在其他几所参与竞争的
学校里，都是由二级学院院长完成。

中场休息时，邓志革与公司培训
部经理有过短暂交流。经理笑问：“你
们学校的各项条件，可以说都是垫底
的，哪来的底气竞争？”“底气就来自我
自己，如果项目落户学校，我可以向公
司保证，一定举全校之力做好这个订
单班！”邓志革立刻回答。

一句“举全校之力”，打动了对方，
项目最终落户株洲职业技术学院。当
老师们感慨“奇迹”和“好运”时，邓志革
想的却是，这盘棋，下一子该落往何处？

这是一盘多年前便开始构思的棋。
2008年教育部的评估通气会上，

专家一句“没有特色发展，职业教育就
走不远”，震撼了参会的邓志革。那一
刻，他想起了当年老校长的话：“小邓，
我觉得办职校，还是要有特色。”当年，
老校长为学校选定的特色是“环保”。
那个年代，环保专业就业面不宽，办了
几届后，学生就业不佳，特色探索就此
止步。

时过境迁，学校从“株洲市环保职
业中专学校”更名为“株洲第一职业中
专学校”，再升格更名为“株洲职业技
术学院”，“无行业背景、无专业特色、
无品牌效应”始终困扰着学校的发
展。如今，邓志革从“小邓”变成了“邓
院长”，破局之责，落于他的肩头。

他希望，能为株洲
职业技术学院规划一
个可以“走得长远”的
特色。

只是，做什么特色
呢？

邓志革坐在办公
室 里 冥 思 苦 想 。 机
械 ？ 制 造 ？ 电 子 信
息？他点开一所又一
所高职院校的官网，寻
找方向。要不财经？
这是学校传统强项。
可在株洲这么一座工
业城市里，以财经立特
色，合适吗？

桌上一本摊开的
汽车杂志，吸引了邓志
革的目光。2005 年，
全国私人汽车保有量
2365万辆，增长22%；

2006年，2925万辆，增长23.7%；2007
年，3534万辆，增长20.8%。照此速
度，汽车行业相关人才一定紧俏。

“就是它了！”邓志革对湖南所有
高职院校作了一番调查后发现，只有
一所学校开设的汽车专业门类多、实
力强，“我们如果搞汽车特色，有望做
到全省第二”。

以争取通用的订单班为始，“北汽
班”“大众班”……邓志革的“棋盘”上，
越来越多的汽车企业将订单班落在了
学校。

2013年，株洲职业技术学院正式
更名为“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成为
湖南首个更名，并以特色为名的地方职
业技术学院。当更名事宜落定，全校几
百号教职员工仍处在一种“我们真的成
了湖南汽车工程职院吗”的茫然状态
时，邓志革又开始领着职工们投入到湖
南首批卓越高职的创建工作。

湖南首批8所卓越高职之一，湖
南开展高职四年制本科试点的6所高
职院校之一，湖南开展定向培养直招士
官生的4所高职院校之一……当一个个

“搞不成”被拿下，当2018年全国职业
教育会议上，邓志革作为高职院校唯一
代表与清华大学一起作典型发言时，

“底气来自我自己”，已不再是“技穷”，
而是一种“举全校之力”的硬气。

“傻子”的理想

邓志革可能想不到，在他的资深
“粉丝”刘平国的描绘中，自己的形象
是“傻子”，是“没理想的人”。

刘平国举了很多例子。
为申请湖南省汽车高技能人才培

养基地，为了等到负责人有空闲，邓志
革在会场外，傻等三个多小时。

申请士官生项目，虽然对方只有5
分钟时间，邓志革还是从湖南赶赴北
京，顶着12月的冷风等候三个小时。

学校要建官网，邓志革先看了几
十所高职院校的官网；新校区要进行

水系管网建设，邓志革又查了130多
所学校的校园实景图中的水系管网建
设施工图。

“他就只想把学校办好。”刘平国
总结。

从1995年到学校工作至今，邓志
革50余年的人生中，有近一半时间在
这里度过。“没有这所学校，就没有我
的今天。”邓志革认为，学校让自己认
清了一件事——这辈子选择做职业教
育，对路。

路，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大约是 1996 年的那次“围炉夜

话”吧。当年，30岁出头的邓志革在
政教处工作，冬夜值班，他正烧着火
炉，方便其他老师来取暖。老校长巡
校到此，就学校的发展，与他有了一番
闲聊。

一年才招300人，学校规模太小；
服务对象那么少，没有影响力；办学要
更多从扩大规模开始；职高招生无计
划、不包分配，是否能够改办有招生计
划、包分配的中专……这是他第一次
认真思考，该如何办一所职校。

此后一年，邓志革到贵州招生。
那时读职校的学生，80%来自偏

远山区的贫困家庭。“只有当你真正面
对贫困，才能体验到冲击力。”邓志革
为我们还原了1997年他看到的贫困。

父亲带着孩子来报名，2000多元
的学费，家里把猪和牛都卖了还没能
凑齐。怕被偷，一叠厚厚的5元、10元
零钱，被父亲藏在贴身内裤的小口袋
里。炎炎夏日，那钱从裤头里掏出来
时，带着一股汗味。

22年后的还原，依然让邓志革红
了眼眶。交流因此暂停，他借着喝水
看向窗外，调整情绪。“我对职业教育
的使命有了新的认识。”这一幕在邓志
革心中烙印极深，职业教育培养、服务
的基本是社会困难群体，“必须办好学
校，给学生创造改变命运的机会。”

校内保留中职学历层次；构建学
校“中职培养‘汽车护士’、高职培养

‘汽车医生’”的分层人才培养模式；推
进试点高职四年制本科。“我希望打通
职业教育人才的学历通道”，从中职到
高职，从专科到本科，邓志革努力为这
些学生搭建一座立交桥，让他们“想就
业的能就业，想升学的有通道”。

实践以五种素质（思想素质、文明
素质、心理素质、人文素质、职业素
质）、三项规范（职业礼仪规范、职
业行为规范、职业道德规范）、五种
品格（忠诚敬业、客户至上、团队协
作、精益高效、学习创新）为核心内
容的“535”德育工作模式，“我想探
索一条学生综合素养与技术技能结合
的培养路径，让他们获得可持续发展
的能力”。

邓志革的探索，从他17岁进入
企业便已开始，一路走到55岁。如
今，三十多年过去，回望这条路，邓
志革如此总结：走得艰辛，走得有获
得感，还要继续走下去。

手指翻飞，手速惊人。
长春健康职业学院教师杜彦霖，每

次授课，都在电脑前迅捷地敲击键盘。
屏幕的色彩变幻在他的脸上。那是

《反恐精英》和《刀塔》两款热门游戏。
台下，几十名学生端坐在数十台高

配置电脑面前。教室乍一看，好像网
吧。

上课公然带着打游戏？并不。
杜彦霖的身份，是该校电子竞技运

动与管理专业的一名教师，他是这所学
校年龄最小的教师，和大一学生年龄仅
差3岁。

作为一名年轻的“95后”电竞教
师，他入职的门槛并不低。当前的热门
游戏，比如《绝地求生》还有《英雄联
盟》，杜彦霖必须达到某一些特定的段
位，需要具备优秀的个人技术和个人技
巧，而且，他还要有授课能力，能把技
巧传授给学生。

2019 年，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部、市场监管总局、国家统计局正式向
社会发布了13个新职业信息，其中包
括电子竞技运营师、电子竞技员。

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电竞专业，越
来越多的杜彦霖们出现在讲台上。曾经
被很多人视为洪水猛兽的电子竞技，如
今已发展为产业，形成了大规模市场。
曾经的“不务正业”，正成为社会接受
度越来越高的新型职业。

风已起，正当时。
本期点评 高毅哲

起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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