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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上半年，林琳异常忙碌。

受疫情影响，学生居家在线上

课。林琳要先给学校其他老师做示

范，还要参与网课技术搭建。从2月到

5月，林琳基本上每天都排满了，要给

10 多个班级上网课。微机组装与维

护、平面设计、多媒体技术综合、数据

库技术……这些课有的是合班上，有

的是给单独一个班开设。这是她教学

的常态。2016 年，来四川城市职业学

院后，她已经开过20余门课。

“教学让我闲不下来，可以像电

脑一样多线程运行。”林琳说，之前在

中职学校任教时，想着离得近，她就

去旁边的电子科技大学读了个研究

生。“那段时间，全职读研而不是利用

假期读在职的，所以又当老师，又当

学生，给自己排得满满当当。”

“闲不下来”的林琳在学校成都

和眉山两个校区跑，课时加起来，如

今已经达到每周 30余节。“你评上教

授了还上那么多课，是不是来‘抢’课

时费哦。”同事们有时候会拿她开玩

笑说。

职业院校，专业设置需要紧盯市

场动向。每年学院都要开设新课程，

比如网页设计、APP开发技术，遇到没

人上课时，作为技术带头人的林琳就

自己担纲。

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建立书院制

后，实行书院+专业学院双导师制。

身为专业导师，除了上课，林琳

要与所教班级学生谈话，制定学业规

划，还要指导论文和联系学生的顶岗

地方；身为专业负责人，她要带领团

队，要思考专业建设，对更多的学生

负责。

大一新生，对学校不熟悉，对专

业和未来方向也没有概念。他们的父

母往往也着急，纷纷加林琳微信，问

以后的就业方向，问专升本的事情。

“不去加辅导员，都来加我这个班导

师。”林琳说。线上线下，她随时保持

和学生的联系，要么集体辅导，要么

单独交流，引导他们尽快步入大学生

活；大二时，侧重学生能力的提高。林

琳通过以赛促进的方式，搭建平台，

鼓励学生参与；大三上学期，学生要

出去实习，她便联系顶岗地方和机

构，争取更多的机会。学生顶岗实习

期间，每天要写线上日志，林琳再忙

都要登录上去看看，给点反馈。“让他

们觉得老师一直在身边，不会孤单，

有问题也可以及时答疑。”她说。有学

生参加顶岗实习，在平台留言说林琳

去看他，这是他上班以来最开心的一

天。林琳第二天一大早就回复说，单

位领导夸学生了，“加油！”

这样细致的指导，让学生受益匪

浅。2018年专升本考试，学校有 80名

学生报软件技术方向，最后40人被录

取。而被录取的前 20名学生中，有 14

名来自林琳当专业导师的班级。

现在，林琳同时教中职生和高职

生，有的学生还有出国需求，学生们

的家庭状况也不一样，于是，采用分

层分类指导。比如，有学生喜欢打游

戏，林琳去宿舍就重点关注和交流，

上课时也在其周边走动，时时不忘提

醒。有的学生学得慢，她就不断重复

讲解。有的学生能力强，就多给参加

比赛的机会，让其快速提升。

“把学生当成自己的孩子，最担

心他们毕业后没有本事，找工作处处

碰壁。”林琳说。为此，她利用自己做

课题、接业务的机会以及朋友关系，

努力为学生搭建更多顶岗实习平台、

锤炼技能。

岁月匆匆流逝，年轻时曾钟

情痴迷的小玩意，手帕、纽扣、风

铃、发夹等等，都渐渐失去吸引

力，淡化、晕染成了一种模糊的年

华背景。

唯有文具，结晶成一种情结，

沉淀在了深深浅浅的意识里。

每每去超市购物，我总不由

自主到文具区看看。各式各样的

笔、本、砚台、笔架、文具盒……拿

起放下，放下又拿起，摩挲再三，

流连不已。它们好似铺展了一个

回忆的场，让我看到曾经鲜嫩的

自己。

那时的贫乏、那时的渴望、那

时单纯的苦恼和欢乐……如今对

照着看，看到了岁月、温情和绵延

不绝的成长脉络。

记得，上小学前，爹娘郑重为

我置备了文具：娘用碎布拼起来

缝制了花书包；爹从供销社买回

了两张 1 开的大白纸，一次次对

折，装订成 32 开的小本子；还有

一支六棱铅笔。那时我多想要一

支带橡皮的铅笔呀，可爹说，橡皮

铅笔的价钱，是“秃头”铅笔的两

倍呢。

二年级时，我意外拥有了第

一个铅笔盒。

那天娘带我去村里小诊所看

病，医生量过体温后，说：“打针

吧，打针来得快。”说着，就去取了

两个装药水的小瓶儿，“砰砰”敲

碎了瓶尖儿，这真让我恐惧！那

么长的针，会不会把我屁股扎穿

呢？我忐忑着，一溜烟逃出了

门。没跑多远，就被娘捉住。我

一边趔趄着身体，一边哭叫：“不

打针，我不打针！”娘说：“这个医

生打针不疼，还会奖你个铅笔

盒。”这句话像一剂神奇的镇静

剂，使我放弃了抵抗，乖乖回到诊

所，爬到医疗床上，抽泣着挨了一

针。

我把那个“庆大霉素”针剂的

纸盒带回家，小心拆了里面的隔

层，半支铅笔、橡皮、小刀放进去，

刚刚好。

然而，当我跟伙伴蹦跳着、追

逐着走在上学路上时，我听见她

的铁皮文具盒，发出的是“叮叮当

当”的脆声，我的纸盒是“呱嗒呱

嗒”的闷响。到教室定睛一看，发

现班里竟有那么多漂亮的文具

盒。那鲜艳的色彩和有趣的图

案，翻开盖子，还有乘法口诀表。

我心里塞满了失落和苦恼。

小心思瞒不过娘的眼。娘跟

我说：妮儿，你可以去挣文具盒

呀。成绩好、表现好，老师会奖你

的。你看邻居小青，好几年都没

买过纸笔，三好学生的奖品都用

不完呢。

我怦然心动。

谁会知道呢，我人生中第一

次懂得发奋，竟源自于对漂亮文

具盒的向往。

三年后，我终于挣来了一个

塑料文具盒；虽然，它来得迟了

些，但是美得无与伦比。在挣文

具盒的历程中，我获得过各种奖

励：铅笔（每次都是整整一把，10

支呢）、钢笔、笔记本……当然，还

有花花绿绿的奖状。

我成了大人们口中的“邻家

孩子”。

那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物

质匮乏，我们的文具真的做到了

物尽其用。铅笔短得握不住了，

用纸裹一裹就延长了；作业本正

面写完，反面也是要写完的；一套

三角板哥哥姐姐用过了，弟弟妹

妹接着用；一块橡皮，分割成几

块，几个孩子分一分……

有次，同学送我一张页眉上

印着“信笺”的红格纸，那是她从

姑姑送她的本子上撕下来的。我

第一次见识这么美丽的纸张！它

不同于爹给我买的白纸——正面

有粗纤维，背面有小疙瘩，软绵绵

的没劲道；更惨的是，还会渗墨

水，用钢笔一写，下一页星星点点

全是洇过来的字迹。这张印有红

色横格的信纸，纸质细腻，纸面顺

滑，我抚摸着，简直不知该怎么用

它。我用铅笔抄写了我觉得最美

的一篇课文，拿橡皮擦掉，又用钢

笔默写了一首诗。那光滑流利的

书写，真的是一种享受，像我们小

步跳跃在田间小径上，有种飞起

来的轻盈感。

可是，那样高级的本子，对于

我们来说，只是期望中的仙物！

也许是这种渴望与望而不得，直

接导致了我对文具类的特殊爱

好，并一直热情不减吧。

前不久，单位举行演讲比赛，

准备购置奖品。我毫不犹豫地说

买一套文具吧。同事说：按说，咱

们这类比赛，奖文具更贴题，但大

家还是喜欢实用的东西，洗涤用

品之类的就比较好。

哦，也是。对于多数人来说，

自从离开了学校，文具的确成为

疏离于心灵的东西了。像我一

样，怀有深厚文具情结的人，能有

几个呢？

我依旧痴迷着各式各样的文

具。一拿起笔，看到空白的纸，就

有书写的冲动。尤其是那种厚实

的笔记簿子，掀开扉页，像面对一

片新鲜的雪地，哪里敢生半点造

次？口不出言，气不盈息。当黑

色中性笔一路行走，横格内出现

一行行蝇头小字。那种沉潜专

一，换来了满纸“秧苗”，真的会令

人生出一种成就感。

这么好的笔，这么好的纸，唯

有倾注心力，写一页好字，才能互

相匹配啊。

而做满摘记的笔记本、写满

心事的日记本，闲暇时，打开重

读，纸页沙沙，纸香脉脉，与文字

中的思想对话，与之前的自己对

话，那是多么妥帖的心灵享受

啊！跟读电子产品相比，要多出

来一种返璞归真的美妙感。

如今，我还拥有了自己工作

之外的“平行宇宙”，成了一名业

余作家，文具情结更浓烈了。看

书、写笔记，每月用掉的笔芯有一

小把。细数那些白色的笔管，好

像在点数自己的心事和汗水，有

一种体恤，也有一种珍惜。空的

笔芯，舍不得扔掉，它们跟我已养

成一种默契。这种难以言述的默

契，是惜物？是情怀？还是那种

永远不会淡去的情结？

是的，沉淀在骨子里的文具

情结，永远不会淡去。它让我看

到了一直成长的自己，也凸显了

我生命的景深——那一路行来深

深浅浅的心结，那立体多维的精

神地理和心灵风光，那汩汩流淌

的秘密河流和诗意远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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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四川城市职业学院已经正式放假

了，林琳却还窝在办公室，一边等一场竞赛的

消息；一边学习“充电”。她说，自己早已养成

手中同时干几件事的习惯。学期教学任务结

束，就赶紧看书、考证、写论文。

作为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信息技术学院应

用技术的专业负责人，林琳已经练就了像电

脑一样可以多线程运行的工作能力，每周上

课多达30节、担任专业导师、带团队参加竞

赛、做科研课题……她多次获得过四川省职

业院校教师技能大赛一等奖，还考取了一级

注册消防工程师、大数据师资、IBM高级软件

工程师等多项证书，她主持的课题也多次获

省级奖励，还申报通过了国家级课题，是名副

其实的“双师型”职业院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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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教师节，学校开表彰大会，

林琳领了好几项奖，有教学的、赛课

的，还有抗疫方面的。她上台发表获

奖感言，一度十分动情。

“真的太累了。”林琳说。即使是

习惯了忙碌的她，也有身心俱疲的时

候。

近年来，四川城市职业学院推动

“双师型”队伍建设，为教师搭建各类

平台，提供场地和资金支持，鼓励教

师以赛促练、以赛促教。

去年，全省职业院校教师技能大

赛，林琳参加的是工业机器人方面的，

需要团队自己写代码、组装机械。林琳

和团队在学校一个实训基地厂棚内工

作，没有空调，所有人的衣服都被汗湿

透了。那段时间，上小学的女儿没人

带，就跟着林琳一起待在厂棚里。

所有的辛苦都不会白费。2020年

12 月，由工信部主办的一项软件比

赛，林琳指导的学生获得了一等奖和

三等奖。在今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

职业院校赛证融通邀请赛中，林琳指

导的学生分别获得一个一等奖和两

个三等奖。不仅是学生竞赛成绩优

异，林琳的参赛成绩也很亮眼，数次

获得全省教师技能大赛的一二等奖

以及全国教师技能大赛二三等奖。

除了当“运动员”，林琳也大胆迈

出一步，试着当“裁判”。这两年，她先

后担任了 2019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GZ-2019026软件测试赛项”国赛

裁判、2021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GZ-2021039移动应用开发”国赛裁

判和第 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四川省选

拔赛网络安全项目裁判。

“挑战了自己的能力，也更深入

把握比赛考验的是哪些细节。”林琳

说，无论是以什么身份参加竞赛，都

能与同行交流，发生思维碰撞，取长

补短，回来后改进教学和设计。

来四川城市职业学院不久，林琳

发表了多篇论文，主持了数项省级、

国家级课题，还参与编写了好几本专

业图书，联系到她繁重的教学任务和

耗费精力的竞赛，让人惊叹，怎么做

到的？

“其实不难，教学、科研和实操竞

赛等都是一体的，并不是割裂的。”林

琳说。

学校和惠普公司合作开设了一

个订单班。教学中，林琳思考，何不就

此研究如何深入推动校企合作，如何

培养更多高质量人才？于是，林琳一

边教学，一边记录观察和研究，搜集

学校和企业两方信息，在此基础上申

报了《《基于订单班的现代学徒制的

研究》课题，成为了省教育厅的重点

课题。她总结的订单班培养模式被学

校推广到其他专业。

还有一些课题，是她为公司开发

相关软件做的延伸。甚至，借此与一

些公司建立良好关系，为学生解决了

实习岗位和工作。

如今，林琳也发挥传帮带的作

用，引导新入职学校的老师，让他们

在教学、竞赛等方面快速提升，好几

个老师在技能竞赛中斩获奖项。

她把自己看作一个引路人，要给

后辈和学生做好示范，“更多的是传

达一种做事的态度，不能停止努力和

奋斗。”林琳说。

像电脑一样多线程运行

教学、科研、竞赛一体开展

人物
倾听教育故事 品味智慧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