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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工位走上讲台
陈志兵的父母都是工人，他的童年基本是

在工厂的车间中度过的。从小看着叔叔阿姨们

一双双勤劳的双手创造出成千上万的工件、作

品，看着父母用辛勤的工作让家里的生活越过

越好，陈志兵的心里埋下了一颗技能改变命运

的种子。

然而，当少年陈志兵选择了“焊接”这个工

种时，母亲担心地问他：“孩子，你真的想好了

吗？你真的吃得了这份苦吗？”陈志兵坚定地回

答：“人不能因为苦就不吃饭，那这项工作也不

能因为苦累脏就没人做啊。我打听过了，学焊接

以后好找工作，国家非常缺这方面的人才，别人

都不做，我做好了，就一定能成功！”

就这样，陈志兵刻苦钻研焊接技术，毕业

后，成为了四川锅炉厂的一名技术骨干。他领到

第一个月工资的时候，兴奋的笑着跑到母亲面

前：“妈妈，我就说嘛，学好技术，就能自食其

力。”带着这份幸福的心情，他在岗位上兢兢业

业地工作，攻克了一个个技术难关，技术越来越

纯熟。每当看到经自己双手生产出来的合格先

进产品，看到经过自己的努力让家人过上了好

生活，他的内心充满了成就感。但同时，他心底

却又生出愈发强烈的焦虑感。

“焊接技术工人培养难度大，周期长，由于

工作环境等多方面因素，愿意学焊接的孩子越

来越少。”作为一名从业者，陈志兵深知制造技

术绝对缺不了焊接，要是以后真的没人做焊接

了，那产业怎么办，国家怎么办？作为一名党员，

陈志兵每天都在思考怎么才能更好地用技术多

为国家作贡献。

2009 年，陈志兵从工厂辞职了。和其他同

事转行经商不同，他走进了校园，走上了三尺讲

台，但依然没有放下手中的焊枪。他从一名技术

工人，成为了一名焊接专业教师。

第一次走上讲台，陈志兵又激动又紧张，刚

讲了两句话，他就记不起来自己前一天晚上备

课时反复背诵的稿子了。但是，摸了摸手中的焊

枪，他的心渐渐安定，陈志兵对学生说：“感谢你

们选择焊接专业，这门技术虽然累，虽然苦，但

是它会给你，给你的家庭，甚至给整个国家带来

改变。”

从工人成为老师的陈志兵也在积极改变，

为了教好学生，他苦练教学技能、普通话、粉笔

字，决心要做就要做一个好老师。他变得越来越

健谈，越来越亲和，走进实训场地就像当年走上

工位一样自然，不变的是心中那份技能成才、

技能报国的信念。

11年前，陈志兵是四川锅炉厂的技术骨

干，怀着为为国家培养更多技能人才的信

念，他转身走上了讲台。11年后，他是成都

市焊接技能大师、四川省杰出贡献专家、全

国优秀班主任，他带领的学生集训队在全

省、全国的赛场上，摘金夺银，屡获佳绩。

在这期间，陈志兵所在的成都工贸职业

技术学院，承担着“9+3”计划任务，透过少数

民族学生求知的眼神，陈志兵看到了他们背

后的贫困家庭和偏远山区。陈志兵把他们

当成自己的孩子，关怀备至，悉心教导，先后

培养出了100多名来自藏区贫困家庭的学

生，让他们通过掌握焊接技能，成为家庭的

经济支柱和国家制造业的栋梁之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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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辈子就认陈老师”
若问陈志兵，每天想得最多的人是

谁，答案不是儿子，而是他班上 30 多个

来自藏区的学生。从教 11 年以来，陈志

兵从来没有按时下过班，学校离家50多

公里，他从来没有在平时回过家。有时

候，陈志兵想起老婆会觉得内疚，想起自

己的儿子也会觉得内心酸酸的，一年

365 天，他和家人呆在一起的时间屈指

可数。8 小时教学上班，4 小时集训队训

练，每天清晨不到 8 点走进校园，直到

23:00才回到住处。他将自己全身心献给

了学生。

课间休息时，陈志兵常跟学生讲：

“你们一定要好好学技能，学好技能就能

找个好工作。”教研会上，他对年轻老师

说：“你们要把这些学生当成自己的家

人，他们的家人都远在藏区，如果我们不

好好对他们，就没有人关心他们了。”

来自藏区的学生利玛洛尔吾，刚到

学校时不会说汉语，也看不懂汉字，黝黑

的脸上，眼睛特别明亮，却总是躲着同

学、老师的眼神。很多老师看到这个孩子

都摇头：语言不通，怎么教？但陈志兵没

有放弃。有过技能扶贫经历的他，对藏区

孩子有着特殊的感情，他知道，如果连这

个孩子都放弃了，那这个家庭就没有希

望了。

陈志兵当起了汉语老师，他每天带

着利玛上班，像教小孩子学说话一样，从

一二三四开始，一个字一个字地教，让他

跟着读、跟着写，甚至周末回家的时候都

带着利玛。

有同事开玩笑：陈志兵有了个“小儿

子”，也有同事劝他：这样教，何时才能教

会？等你教会了他认字，他都要毕业了，

还学什么技术？陈志兵的态度却很坚定，

他说：“孩子如果这样进到社会里，他什

么都做不了，就废了，但在我身边，我慢

慢教他，就算最后技术教不会，总能够教

会他一些生存本事，让他过得好点嘛。”

一天又一天过去，大家都说，陈志兵

的“小儿子”变得乖多了，会打招呼了，会

笑了，人也越来越帅气了。陈志兵很骄

傲，他觉得每个孩子都是可爱的。后来的

利玛洛尔吾，虽然没有成为技能金牌选

手，但能够熟练地说普通话，大方地与人

交流，在当地找到了一份工作，家里的境

况好了很多。

说起陈老师，已经是个小伙子的利

玛热泪盈眶。“这辈子就认陈老师，陈老

师说什么话我都听。”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陈志兵对学

生的爱无微不至，在技能训练中，他是个

严师，对学生的要求近乎严苛，但课后，

他又仿佛是个“慈父”，会亲手给学生洗

袜子，还自己掏钱给贫困学生买衣服，学

生生病了，他在病床前连续守夜3天。他

爱学生，学生服他。看着山区少数民族学

生捧回国家级大赛的奖牌，陈志兵的眼

角流下热泪。走上工作岗位的学生回来

感谢他，他却说：“你们应该感谢自己，感

谢国家这么好的政策。”

就是这样严慈相济，陈志兵秉持为

国育才的理想信念，凭着大国工匠的扎

实功底，用为人师的春风化雨，为学生铺

平了技能成才的宽广道路。

技能大师和金牌教练
如今，在成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学

院的焊接实训场地门口，挂着“成都市陈志兵

技能大师工作室”的标牌。在这里，陈志兵带

领着团队的 12 名青年教师，提升技术技能，

为四川省、成都市的焊接技术水平领航。

当老师的十余年里，陈志兵不断钻研提

升自己的技术技能和教学能力。他意识到，起

初作为一个工人，有时做事凭经验、凭手感，

确实也能把事情做好，但是没有标准，也讲不

出原理，但这样当不好老师，更教不好学生。

为了摸索出标准和原理，他一头钻进实

训场地，反复进行实际操作，测量工艺误差，

每一次操作的时间、每一种材料的特性、每一

条焊缝的精度，他都记录下来，随后再把自己

的工作笔记转换为适用于教学的教案。每天

十几个小时，他穿着厚重的工服，戴着护目

镜，反复操作。当他走出场地时，鞋里的汗水

甚至能倒出来了。

不仅是陈志兵，他团队里的每位老师都

爱钻研、爱创新，利用一切资源提升教学水

平。在他的团队里，有钣金技术大师，有设计

造型的专家，有表面处理精通的能手，人人都

怀着一颗匠心，完成了《高速列车A7N01S铝

合金车体横梁失效原因分析》《高速列车挡风

板安装座用5083铝合金断裂原因分析》等20
余个课题研究。

除了日常教学，陈志兵还是一名金牌教

练。他认为技能竞赛一定代表着社会最高工

艺标准的要求，赛场是磨炼一个青年意志力、

技术能力最好的地方。根据少数民族地区学

生沟通能力较差但钻研动手能力强的特点，

他坚持推行“一体化”教学模式，对技术能力

较强的学生开展集训。

无论是在省级还是国家级赛场上，陈志

兵的集训队都战绩显赫。他培养的学生先后

在全国职业院校职业技能大赛中获得一二等

奖，在四川省、成都市等各级各类比赛中取得

优异成绩。学生许长根获得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一等奖更是实现了四川省零的突破，

杨建、雷世宇先后以世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

赛第五、第七名入选国家集训队，获得全国工

程建设系统焊接项目金奖。多名学生通过参

加比赛获得大型国企、科研院所青睐。

随 着 国 家 制 造 业 的 发 展 ，中 国 制 造

2025、工业 4.0、智能制造这些关键词也进入

了陈志兵的视线。他敏锐地看到传统焊接向

智能焊接发展的趋势，向学院领导提出：我们

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引进智能焊接设备，研究

传统焊向智能焊的变化，才能跟上社会发展

的步伐。

2019 年，陈志兵带队参加比赛，在赛场

上，他精湛的技能、专业的点评引起了一个人

注意，这个人就是熊谷加世电器有限公司董

事长熊健。作为国内乃至世界管道智能焊接

的领军企业，熊谷公司的项目遍及世界12个

国家，国内市场占有率达到80%以上，在焊接

领域见多识广的熊健被陈志兵的技能水平折

服。他惊讶于一名普通教师竟有如此技术水

平，也感佩于陈志兵热爱教育、投身事业的家

国情怀。熊健主动与陈志兵联系，并在陈志兵

的推动下，与学校签订了深度合作协议，在成

都工贸职业技术学院建立了四川地区唯一一

家智能焊接培训中心。

熊健说：“交给陈老师，我放心，对他的技

术放心，对他这个人放心，我们有信心和他一

起推动智能焊接技术的发展。”

“我还能再来吗？”
2012年，党的十八大吹响了扶贫攻坚集结

号，扶贫先扶智，教育战线各方力量担当作为，

各尽其能。让贫困群众掌握一门生产生活技能，

使他们真正自力更生彻底摆脱贫困的，正是职

业院校的专业所长和应尽之责。因此，当成都工

贸职业技术学院向老师们发出扶贫号召时，陈

志兵第一个就报名了。

然而，当陈志兵走进学院定点帮扶的凉山

州美姑县村寨时，贫穷的景象是他从未见过的

的，没有公路、没有手机信号、没有清洁水源、没

有一所学校，甚至村民家中都没一件像样的家

具，人们蹲着围在屋子中央的火塘旁吃着土豆

做成的简陋饮食。当陈志兵试图与当地乡亲交

谈时，他的担忧更深重了：乡亲们几乎听不懂汉

语，双方只能够用简单的音节加上肢体语言进

行交流。这样低下的交流效率，他怎么讲课？这

样真的能让乡亲们学会焊接吗？在这样的地方

扶贫，会成功吗？

送陈志兵前往美姑的学院领导也很担心，

他一个城市青年，真的能在这里呆得住、吃得了

苦吗？领导不无担心地叮嘱他，给他讲扶贫的意

义。陈志兵举了举手中的焊枪：“您放心，看到这

个样子我更不会走了，我是学焊接的，最不怕的

就是吃苦，最不怕的就是累和脏。”

陈志兵用工作成绩证明了自己的话。为了

解决交流障碍，他天天和乡亲们“混”在一起，同

吃、同住、同劳动，请村里一个汉语较为流利的

青年当翻译，自己将常用语言的发音记下来。他

还创造了一套以肢体语言为主的技术语言，将

技能操作的动作要领转化为一些特殊动作。慢

慢地，他的焊接技能课上的人越来越多，当地百

姓都把家里的青年人赶到课堂上，并告诉自家

后生：要好好跟着陈老师学技术，学好了就能够

找到好工作。焊接老师陈志兵的名声在村子里

越来越响亮，他教村里20多名劳动力掌握了基

础焊接技能，让他们有了一技之长。

也是在这段日子里，陈志兵对教师这个职

业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感受到扶贫先扶智、扶智

必扶志。要转变贫困的面貌，一定要从孩子抓

起，要让更多的孩子走进课堂，才能走上岗位、

反哺乡村。他不厌其烦地跟当地百姓讲：“国家

政策好，孩子学技术有补贴、有资助，不花钱，一

定要把孩子送到我们学校来，我亲自教，我教给

他们最好的技术，以后你们能过最好的日子。”

离开的时候，陈志兵的脸上皮肤变粗糙，衣

服也皱巴巴的。接他的学院领导说：“辛苦了，终

于可以回家了。”他却说：“我还能再来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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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何元凯（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陈志兵指导学生实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