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物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热线:（028）86110843
邮箱: jydb4@sina.com4

JYDB

2021年6月3日 星期四

责任编辑 郭路路 美编 佘依颐

本报全国发行 邮政编码：610041 报址：成都市锦江区上南大街49号 邮发代号：61-30 广告联系电话：028-86140497 定价2.00元 本报法律顾问：万刚律师 电话：13908091146 广告发布登记编号：川广登字[2020]0011号 印刷：成都祥华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忠于心
把一个兴趣变成一份责任

在校期间，张泰军曾多次参加数控

专业技能比赛，还被选入全国高教杯制

图大赛校集训队。在经验丰富的老师的

指导下，他不仅锻炼出扎实的手上功

夫，为后来从事飞机铆装钳工奠定了扎

实的基础，同时，比赛的经历也使他更

加自信和从容。

2013 年，张泰军如愿以偿，进入航

空工业成都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入职培训时，看到成飞厂房内悬

挂的巨幅标语——“祖国终将选择那些

忠诚于祖国的人，祖国终将记住那些奉

献于祖国的人”时，张泰军热血沸腾，他

暗自起誓，一定要认真学习、努力工作，

在航空工业领域里拥有自己的一席之

地。怀揣这样的信念，2015年，张泰军参

加中国技能大赛——中航工业第四届

职业技能竞赛，获得飞机铆装钳工第三

名的好成绩，成为同期获奖年龄最小的

一位。

进入成飞部装一厂后，张泰军被分

配从事飞机装配铆接工作。由于他大学

所学专业为数控技术，人们不免心存疑

虑，之前连铆钉都不认识的他，能胜任

这项工作吗？刚开始，看着眼前的飞机

骨架，张泰军确实有点不知所措，但要

强的他，白天虚心跟着师傅学习飞机铆

接装配的知识和工作流程，晚上伏在灯

下研究技术要求和操作规范，渐渐地，

他被飞机部件装配这项工作深深吸引，

燃起了对“铆钉”的热爱。

张泰军的师傅这样评价他：“他每

次都会比别人多做一点，是在逼自己更

优秀，是一个有心劲儿的年轻人。”从飞

机装配操作基础学起，张泰军每次都将

师傅所讲的操作技术要领记录下来，并

利用工作空闲抓紧练习。为了不落后于

同伴，他每天要比他人付出更多的精力

和思考，留心收集材料，只要一有时间

就苦练铆接基本功。他将铆接装配作为

自己新的起点，不断地学习总结师傅传

授的操作技巧和同事的工作经验，把每

颗铆钉当作一发子弹，“三思而后铆”，

始终按照规定流程，从熟悉、规划、划

线、修配、制孔、铆接到最后的检查交

付，用严格要求诠释责任和担当。

践于行
把一份热爱变成一生坚守

张泰军曾带领工友把上百万个零

件组装成一架架战鹰。战斗机舱内体积

小，结构复杂，留给工人的活动空间十

分有限。张泰军和他的工友大多数时间

只能趴着、躺着、甚至跪着进行铆装，一

天爬上爬下十几次，一趴就是几个小

时。

张泰军还先后参与了一系列军

机的试制和生产。在某新型机研制

时，他带领攻坚团队成员以两天 48
小时完成后机身交付任务，创造了

成飞公司部件装配架外交付周期最

短纪录。在枭龙双座机研制中，他与

工程技术人员一起提前消化和研究

飞机数模每个零件的装配位置和流

程 ，从 精 益 制 造 入 手 ，优 化 装 配 方

法；带领全班成员加班加点，日夜奋

战，确保了后机身准时交付，用自己

的行动诠释着“平常时期看得出来，

关键时刻冲得上去”的党员先锋模

范形象。

2017年，有一架不具备维修操作空

间的机型后机身某段位需要改装，在任

务风险大且无人有操作经验的情况下，

张泰军潜心思考，冷静研究，先从装配

大纲开始入手，理清操作工序。而后，他

爬到厂内在制飞机上观察相应段位的

状态，并与厂内曾经装配过该段位的工

人师傅多次交流探讨，不断收集执行任

务时可能存在的难点并制订解决方案，

最终，他找到了在特殊部位狭小空间中

多角度进行紧固件拆装的方法，圆满完

成任务。

在完成上级指派任务之余，张泰军

还主动投入工艺技术突破和课题攻关，

主创发明了一种狭小空间螺栓保险冲

点笔，彻底解决了飞机部件狭小空间螺

栓冲点困难的问题；发明了一种机身蒙

皮打字专用装置解决了特殊狭小空间

打字难的问题；与工艺人员一起攻克

“钛合金铆接质量”的技术课题，对钛合

金热铆机多次改进，极大改善了后机身

钛合金铆接灼伤问题。……这样的创新

工作还有很多。

2020年，以张泰军命名的全国青年

安全生产示范岗、航空工业成飞张泰军

青年劳模安全班组，成为军机装配线上

的一把尖刀，在安全生产管理领域精耕

细作，坚守在军机研制生产第一线，为

高质量交付保驾护航。

今年是张泰军学习、接触机械制

造领域的第十个年头。十年磨一剑，

他从一名学徒、技工迅速成长为全国

技术能手、全国青年岗位能手、中央

企业劳模，背后的努力和付出只有他

本人最清楚。在诸多荣誉面前，这个

年仅 30 岁的小伙子显得异常冷静和

从容，“虽然累，但是每一次的努力都

会让自己更踏实。”他更津津乐道的

是正在承担的更有挑战性的工作任

务、所在班组近期取得的新突破、未

来航空产业的蓬勃发展。

航空精神已经完全融入张泰军的

血液，他会像自己的师傅——全国劳

模、首席技能专家刘时勇那样，精工细

作，在毫厘之间追寻造物极致，行稳致

远，在平凡岗位上打磨国之重器。

文/丁忠政 王梦嘉（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张泰军:

成都航空职业技术

学院2013届毕业生，毕

业后入职航空工业成都

飞机工业（集团）有限责

任公司。2015 年，获中

国技能大赛—中航工业

第四届职业技能竞赛飞

机 铆 装 钳 工 第 三 名 ；

2017 年，获得“全国技

术能手”荣誉称号，2018

年，获得成都市五一劳

动奖章、“全国青年岗位

能手”荣誉称号 ；2019

年，获得成都市“成都工

匠”及“中央企业劳动模

范”荣誉称号；2020年，

张泰军青年劳模安全班

组获评“全国青年安全

生产示范岗”。

2010年，张泰军考入成都航空职业技术学院数控技术专业。在学校浓厚的航

空文化熏陶下，“航空报国、追求卓越”成为他心中奋斗的目标。在“严慎细实、精益

求精”的作风指导下，张泰军一步一个脚印，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匠心之路。

张泰军：
铸利器 磨匠心

前些天，孩子很郑重地把科学课上的几粒黄豆种子

种在了小小的塑料杯里，还没有厨房中量米用的量杯大。

我没怎么在意，孩子却非常认真，每天不但耐心温柔地照

料，还仔细观察，杯子里有一丁点儿变化，他就十分开心。

没想到，植物的生命力还真旺盛。这样狭小的环境还

真萌出了小芽，几天就长出了绿莹莹的小叶片。观察它的

生长，成了孩子每天最快乐的事。

晚上，孩子和同学微信聊天，话题就是他们各自种植

的植物。两个孩子细细地向对方描述自己植物的生长状

态，叶片的颜色、形状，自己又是如何照料的。

今天早上，孩子醒来，穿上鞋就跑到窗台去看他的黄

豆苗。“又长出一片叶子啦！”他大声地宣布。大家都在忙

各自的，没人理会他。我正在洗脸，他就跑到我跟前向我

炫耀：“您知道吗？这是第五片叶子了。”

听着孩子快乐又骄傲的声音，我不禁感慨万千，这就

是热情纯真的童年时光啊！一种普通的植物在一个平常

的早晨长出了一片新叶，就可以让孩子感受到快乐。

记得年少时，我喜欢早上一醒来看阳光在窗户上起

舞。有风的时候更美，明亮的阳光又变成了大自然的颜

料，被风这个大画家在青翠的窗帘上涂涂抹抹，一会儿是

河流、一会儿是高山、一会儿是森林……我天马行空地在

清晨的阳光里漫游，感觉自己也是片轻快明亮的阳光。我

让母亲看，母亲笑，阳光有什么好看的。她转身走进了厨

房，忙着给一家人做早饭去了。

那时，我们家的窗户很小，也不明亮，可是在我的记

忆里，它永远是早上阳光灿烂的模样，是最美的丹青，有

着永不褪色的美。如今想来，那就是童年单纯可贵的美好

吧。

在孩子这里，快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生活中，那些

大人看不上，或者忽略的事情，在孩子心里却是要郑重以

待的，并且用纯真的心灵从中发现无限的乐趣。而在我们

大人心里，幸福是每个人踏踏实实的愿望，我们也一直在

努力地追求着快乐。然而，可叹的是，越长大越不容易快

乐，越刻意去经营越容易失去快乐。

殊不知，人生的很多快乐就是生活中那些被我们忽

略掉或不屑一顾的事情，它们像细碎的阳光，不知不觉间

在岁月宽大的指缝间漏掉了。

丰子恺说，人生也有冬夏，童年如夏，成年如冬。我愿

意这样理解，童年的世界看起来懵懂单一，而对世界的好

奇热情就像热烈的夏日，光芒万丈，散发着夏日植物那种

青翠葳蕤的劲头。

每天行走在校园里，也行走在我

生命中繁花盛开的四季。作为一名校

长，我熟悉校园里的一草一木，一砖

一瓦。老校门古朴典雅，旁边有“啸天

诗馆”巍然屹立，一棵百年历史的黄

桷树绿荫如盖。新校门恢宏大气，两

边的通道平坦开阔，中间的绿地芳草

如茵。我用目光摩挲校园的建筑——

紫荆楼、思齐楼、电教楼、体育馆……

我耳边传来读书声，传来操场上学子

们的欢笑声，传来清风拂过池塘、拂

过花朵、拂过绿叶的声音。

这一切声音，在我听来，如天籁

之音，润耳润心。我曾经执教于三尺

讲台，曾经在几所中学担任校长。可

以说：我教过许多的学生，看过多季

花开花落，经历过许多悲喜，却一直

爱着教育工作。热爱，让我的生活充

满阳光和智慧。我相信，一名好校长

是学校的灵魂，也是老师人生里程中

的领航者，学生学习生涯中的导师。

时光，投射在一次欢迎新教师的

茶话会上。看着面前二十几位朝气蓬

勃的青年，他们青春的容颜和气息让

我看到学校的希望和未来。从学生变

为老师，这个角色的转变，让他们踌

躇满志，又有些小心翼翼，还有些手

足无措。此时，我安排团委组织了隆

重的迎新茶话会，让他们感受到被尊

重、被期待、被信任。在迎新茶话会

上，我代表学校作了迎新致辞，首先

热烈欢迎他们加入渠中这个大家庭，

接着介绍了学校概况，最后谈到了学

校对他们给予的厚望。我和新教师一

起演唱《山乡的小渡船》《渠中校歌》，

优秀学生代表给新教师献礼献花。在

轻松而热烈的气氛中，他们每个人做

了各具特色的自我介绍，有的以诗言

志，有的以歌抒怀，有的以画传情。笑

声、赞叹声、掌声不绝于耳。这样的迎

新仪式，很快让他们融入了渠县中学

这个大集体。

作为一名曾经的语文老师，我喜

欢古典诗词，喜欢阅读，也想让老师

们爱上阅读。在一次全校教师大会

上，我本来打算谈一下“怎样做一名

好老师”，但突然觉得那些公式化的

说理太枯燥了。此时，我突然想到了

王国维所提到的诗词三重境界。这三

重境界，不仅是艺术的境界，也是人

生的境界。想到这里，我邀请一名语

文教师走上主席台，给全体老师简单

概括地讲述了王国维提到的三重境

界的含义。然后，我拓展延伸到教书

育人也是一门艺术，大家应该做一个

有境界的教育者。做教师有四重境

界：第一重是做让学生瞧得起的老

师；第二重是做让自己心安的老师；

第三重是做让学校骄傲的老师；第四

重是做让历史铭记的老师。这四重境

界从让别人肯定到自我道德认同，从

目前肯定到历史认同。

人，是有思想的芦苇。作为一名

校长，我觉得有思想非常重要。这种

思想，是敢拼敢闯的创新意识，是校

兴我荣校衰我耻的主人翁担当意识，

是常怀忧患的危机意识，是未雨绸缪

的前瞻意识。

去年 4 月上旬，我们终于等来了

复课的消息。在“停课不停学”的号召

下，从2月到4月，老师们第一次搞起

了线上教学，利用各种平台，耍着十

八般武艺。为了检测线上教学的效

果，开学后，我们进行了入学考试。考

试后，我安排学校教科室的负责人组

织学校骨干教师就疫情期间线上教

学谈谈自己的看法。在探讨会上，我

提到了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我们无

法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但是我们老

师应该看到，不断地强大自己，不断

地学习提升，与时俱进非常重要。各

位老师纷纷发言，他们在发言中说到

未来教育，学习的空间环境会被重

构，教与学的传统模式也可能会被颠

覆。网络学习或许会成为重要的部

分。这次疫情就好比是一次关于未来

教育的预演。老师要重新定义自身角

色，突破自我，全身投入付出的同时，

更要思考：未来教育的课程会怎样变

化，网课育人如何实现，学生的成长

会有哪些新的特点。大家畅所欲言，

从中得到很多的启示。

走在校园里，玉兰花盛开了。白

色的皎皎如月，紫色的梦幻浪漫，红

色的热烈如火。春天的色彩如此花团

锦簇，春天的气息如此馥郁芬芳。想

起苏轼的词：“万里归来颜愈少。微

笑，笑时犹带岭梅香。试问岭南应不

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

蜀中校长叙事

万里归来颜愈少
■ 渠县中学校长 刘高明

童
年
如
夏

■

耿
艳
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