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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城电影院改造工程竣工
1988年2月23日 山城电影院改造工程竣工，成为西南地区首家能放

映35毫米和70毫米的宽银幕立体声特级电影院。山城电影院于1959年10月
在市中区（今渝中区）两路口原红星电影院地址上修建，1960年3月16日首
映。1988年，该院改造成能放映35毫米和70毫米立体声电影的特级电影院。
1989年，山城宽银幕电影院与人民大礼堂、嘉陵江大桥等入选当时
重庆首批十大建筑。1994年因旧城改造停演，1996年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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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陈俊
孟含琪 薛钦峰

吉林小城四平，在沈阳、长春之
间，京哈铁路沿线上，它是连接东西
南北铁路和公路的交通枢纽。

因其所处位置，四平也是扼东北
咽喉之军事重地。抗日战争胜利后，
中国共产党在1946年 3月至1948
年3月间与敌人四次大战于四平，最
终取得胜利，四平也因此成了英雄
城。四平战役的胜利影响了东北解
放战争各阶段的战局走向，为我党解
放东北赢得战机并奠定坚实基础。

前有战士流血，今有后人秉持先
烈之志砥砺奋进。

英雄之城从不缺热血。

向前，以美好生活为念

1946年 5月，本是山花烂漫之
季，塔子山却宛如一片焦土。

塔子山位于四平东南部，居群山
之首，站在这里可俯瞰民主联军四平
东线全部阵地，其得失直接关系四平
的安危。为抢夺阵地，当时国民党新
6军使用全美械装备，对塔子山进行
了地毯覆盖式猛烈轰炸。

奉命坚守塔子山的是新四军3
师7旅19团，其前身是著名的叶挺
独立团，号称“铁军”，曾参与南昌起
义、井冈山会师、飞夺泸定桥、平型关
大捷。在塔子山，他们再次演绎了激
烈悲壮的一幕:子弹打光了，用石头
砸、用刺刀刺……在击退敌人数十次
冲锋后，伤亡已经过半。

“塔子山像是一个绞肉机，身边
的战友一个一个倒下了。”原广州军
区副政委单印章曾亲历了这场战
斗。2016年接受采访时，老人迟迟
不忍回首那段历史，因为想起那些惨
烈的牺牲场景，总是会落泪。

出征前，很多战士会穿上新军
装。谁也不知道这场仗打下来是否
还能活着回来。

时任新四军3师7旅20团2营

副教导员魏凯江曾回忆，他与通讯员
依令撤离塔子山侧翼阵地时，面对无
处躲避的炮火，身负重伤的通讯员挣
开他的手，“别管我了，不然咱俩都得
死”。从此，通讯员成了他心中永远
的痛……

四战四平，东北民主联军在浴血
奋战下，最终掌控了战略要地四平。

明知生死难测，为何偏向危中
行？

四平战役纪念馆战史研究室主
任张宇明说：“是中国共产党的政治
主张赢得了广大人民认可。战士们
多是普通农民出身，他们相信共产党
能带领大家走向美好生活。这些将
士们以此为精神支撑，才会不惧死亡。”

英雄，从未被遗忘

在四平战役纪念馆工作，张宇明
目睹过很多感人瞬间，让她深感这座
城市的温度。

2018年纪念四平解放70周年
活动上，耄耋之年的老战士刘雨亭从
广西河池赶来。由于年事已高，无法
乘坐飞机，老人辗转4天才来到四
平。如此周折，只为再看一看曾经战

斗过的地方，并将他参与四平战役时
穿过的军装捐赠给纪念馆。

展厅中，刘雨亭找到战友的照
片。他不顾劝阻，从轮椅上颤抖地站
起来，挺直腰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那时大家说好，谁能活下来，就
替别人铭记这段战争岁月，好好活下
去。”他说。

还有一位中年人，他只身来到纪
念馆，在照片前不停寻找。后来，他
的目光停留在一处。

良久，他弯下腰，轻轻和一张照
片贴了贴脸。原来照片上的烈士是
他未曾谋面的父亲，父亲离家赶赴东
北时，他尚未出生。他懂事后才知父
亲已经牺牲了……

英雄从未被遗忘。
四平战役纪念馆里，多年来，人

们前来参观、缅怀先烈，这里年接待
观众35万余人次。

从小在英雄事迹的熏陶下长大，
张宇明大学毕业后回到家乡，在四平
战役纪念馆从事四平战役史研究工
作，一干就是三十多年。

“历史需要被人铭记，我愿意成
为传承者。”她说。

重生，老工业基地换新颜

烈士纪念塔、英雄广场、仁兴
街……70多年转瞬即逝，四平的大
街小巷，仍保留着那段热血记忆。

四平市中心，一座横跨京哈铁路
的天桥记载着惨烈的四平攻坚战。
如今，它的一侧是充满文化底蕴的老
城区，另一侧是见证城市发展的新城
区。

战争年代，子弟兵为人民奉献生
命。和平年代，英雄城依旧为人民谋
福祉而不懈努力。

第一台自走式联合收割机、第
一辆四平牌大客车、第一台专用汽
车……新中国成立后，四平创造了
一个个奇迹，有力支援国家建设，成
为东北老工业基地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平还是我国重要的商品粮基
地。全国产粮大县梨树县年粮食产
量超40亿斤，是全国粮食生产五强
县之一，是保障粮食安全的重要后方。

在四平市康达农用机械有限公
司的厂房里，机器轰鸣，近百名工人
正加班加点生产免耕播种机。“年产
近8000台免耕播种机，供应全国各
地。”公司总经理杨铁成说。四平市
拥有一批有自主知识产权和主打产
品的农机生产制造企业，年产值超
20亿元。

近年来，四平市对2000年以前
建成的253个小区分区施策，推进老
旧小区改造。20世纪80年代建成
的铁东区喜庆社区曾日渐破旧，很多
居民有了搬家的想法。得益于改造
工程，2020年社区发生了大变化，这
里拥有了规划有序的停车位、绿植环
绕的绿化地和宽敞明亮的楼道，百姓
们的幸福指数大为提高。

旧城改造、南北河治理、矿山治
理……“如今的四平，不仅越来越美，
市民获得感也越来越强。”家住喜庆
社区的李刚说，“我们要把英雄的精
神传承下去，为城市更美好的明天努
力奋斗。”（新华社长春2月22日电）

英雄的热血从未冷却
——记炮火硝烟中奋起的英雄城吉林四平 □新华社记者 徐壮

1922年7月，上海。闷热潮湿的
夏天令人困倦，但聚在辅德里625号的
12名青年却精神亢奋。他们，代表当
时中国共产党的195名党员秘密参加
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大会起草了11份文件，其中便有
首部《中国共产党章程》。拥挤的石库
门里，与会者字斟句酌。8天，3次全体
会议；6章、29条的党章等文件，逐条起
草、讨论、修改，最后表决、通过。

1927年底，宁波。白色恐怖蔓延，
黑色子夜深沉。由于工作关系，有个叫
张人亚的中共党员接触并保管了一批党
内文件，中共二大的决议案也在其中。

他是一名清瘦的银匠，曾领导上海
金银业工人运动，也曾手书心愿，希望
成为“一个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具”。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的一晚，宁波
霞南村万籁俱寂，张人亚没打招呼地推
开家中大门。“儿……”父亲张爵谦十分
惊喜。张人亚却单刀直入，将一大包文
件交给父亲，再三嘱咐他好好保管。

漏夜相逢，父子俩都没想到这是此
生最后一面。儿子的托付怎么完成？
张人亚的侄子张时华回忆，张人亚闹革
命，全村都知道。祖父当时声称，张人
亚在“四一二”中身故。“在长山岗上搞
了一个坟，放了个空棺材，把这批东西
放进去了。”墓碑上，张爵谦本想刻“张
静泉”——这是张人亚在入党改名前的
名字。为了稳妥，他删去“静”字，以“泉
张公墓”之名埋藏了儿子的秘密。

1932年底，瑞金。5年前与父亲匆
匆一别后，张人亚辗转上海、芜湖，继续
在地下进行共产党工作。随着中华苏
维埃共和国成立，张人亚前往瑞金。在
苏区，他先后担任中央工农检察委员会
委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出版局局长兼
印刷局局长。

长年的忘我工作，张人亚积劳成
疾。1932年12月23日，张人亚病故于
从瑞金去长汀检查工作的途中。此时，
他只有34岁。

1951年，宁波到上海。20多年没
有二儿子的消息。寻子，成了耄耋老人
张爵谦的唯一牵挂。在报上登寻人启
事、通过组织关系去找……用尽一切办
法，张爵谦只想把空冢里的秘密亲手交
还到儿子手中。

百寻无果。儿子是共产党员，他的
东西应该属于党！张爵谦把空坟里的
所有文件取出，交给上海有关部门。

这些文件纸页已变脆泛黄，那是历
史留下的厚重印记。保存完好的《中国
共产党第二次全国大会决议案》，成为
记录二大的孤本文献；里面的中共第一
部党章，更是弥足珍贵。

2005年，上海到瑞金。交还文献
后，张人亚的后人依然未放弃找寻在革
命中失踪的亲人。2005年，一个偶然
的机会，张家人在网上一份《红色中华》
剪报中发现了张人亚的名字。

“对我们家族来讲是个很重要的讯
息。”张人亚的侄子张时才感慨，几十年
的寻找，终于确定了方向——江西瑞金。

守护者送回了第一部党章，党章也
终于寻回它的守护者。

（据新华社北京2月22日电）

第一部中共党章的“沉浮”

这是四平战役纪念馆内景（2月19日摄）。 新华社记者 张楠 摄

电梯专业人才缺口大
培养面临三大突出问题

电梯作为一种特种设备，给人们的
生产生活带来极大便利。中国是全球
最大的电梯生产国和电梯消费国。全
球超过70%的电梯制造业务在中国，
电梯总保有量也达到了全球总量的
40%以上。2020年，世界电梯保有量
达到了1950余万台，中国电梯保有量
达780万台。

电梯的质量70%取决于安装保养
的质量，所以培养电梯安装维保人才的
职业素养和专业能力尤为重要。

电梯学院执行院长司良群介绍，按
国内现行维保惯例，1名维保人员大约
维保30台左右电梯，2020年780万台
电梯保有量需要的维保人员总量约26
万人。此外，按2020年国内新增81.92
万台电梯计算，当年就需要新增电梯维
保人员2.7万人。

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全国
有89所高职院校设置了电梯工程技术

专业，每年的高职毕业生约为上万
人，只能供给市场所需人数缺口的近
40%，所以电梯专业的毕业生每年都
是供不应求。电梯专业高技能人才
培养面临几个突出问题——

一是临床维修综合能力不强。
因缺少实际工作情境，电梯专业人才
培养在校内难以对整部电梯维修开
展实际生产性教学，学生无法亲历真
实电梯的疑难杂症修复全过程。

二是特种设备行业核心素养不
高。院校因过于注重知识传授，缺少
体验平台，学生难以将安全、责任、严
谨、认真等特种设备行业素养入脑入
心。

三是“双师型”教师团队建设不
力。电梯专业教师大部分来自高等
院校，缺乏电梯临床维修能力等。

创建“五定五共”校企合作机制
提升人才培养质量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坚持以“产教

融合，培育现代工匠”为理念，积极探
索“双主体、三平台、六合一”的教学模
式，在人才培养质量和社会服务效益
均取得显著成效。

目前，学校已建立了迅达（中国）
电梯有限公司、日立电梯有限公司、通
力电梯有限公司、中国电力建设集团
有限公司等50余家校企合作单位。

6部垂直电梯、2部自动扶梯，四
大类别的43个模块138个项目的培
训内容……学校建设了占地4000多
平方米、全国一流的“电梯工程技术”
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从电梯安装、
维修、维保、检测等各个环节，对学生
进行“平面化、模块化、综合化”的培
养。

以电梯安装类为例。学院根据电
梯安装的工艺流程，设计了电梯样板
架制作模块等15个安装模块，通过每
个模块项目设计针对性极强的训练，
让学生对每道工艺流程在做中学、学
中做，为“精技艺”打下良好基础。

“真实的电梯设备安装在狭窄的
井道中，观察、操作都受到极大限制。”

大二学生屈昆仑说，电梯实训基地扩
展了学习和操作的空间，且目标任务
明确，大大提高了学习的针对性和有
效性。

依托全国电梯职教联盟和市级电
梯协会，学校还建立起“课证融合、赛
训融合、研训融合”的“三融一体”的训
练体系。

“‘课证’融合是指教学课程与职
业资格证书相融合，是‘1+X证书’制
度的基本保障，是强化学生职业能力
与实践能力的关键所在。”司良群介
绍，“课证”融合，即教学课程学习内容
与职业资格认证内容对接，课程学习
完成后即可考取相应证书，如电梯特
种设备作业证（上岗证）、电工证、电梯
安装维修工证，而考取了职业资格证
书亦可以获取相应课程的学分。

此外，“赛训融合”即“职业技能大
赛”与教学训练融合；研训融合指的是
科研与教学训练相融合。教师们依托
学校“电梯智能运维重庆市高校工程
中心”市级科研平台，开展科研引领、
教研支撑、培训融合、技术保障“四位
一体”教师研训模式——老师通过课
题研究提升自己，同时推行学生进入
工程中心孵化创新项目，培育学生创
新意识和创业能力。

电梯专业作为一门实操性极强的
专业，“双师型”教师无疑非常重要。
因此，依托电梯龙头企业和电梯产业
学院，学校组建起一支基于“人员互
派、全员培训、师徒相传”的“双师型”
队伍。副教授智渊、电梯教研室分别
被重庆市总工会树为“五一巾帼标兵”
和“五一巾帼标兵岗”。

基于这些探索，电梯学院建立起
“五定五共”的校企深度合作长效机
制。校长杨和平介绍，“‘五共’即人才
共育、过程共管、专业共建、资源共享、
责任共担；‘五定’即定人才培养规格、
定课程计划、定管理措施、定就业需
求、定评估标准。”学校相关教学成果
的推广应用，提高了国内电梯专业高
技能人才培养质量，助推了电梯专业
高水平内涵式发展，也进一步服务我
国电梯行业企业良性成长。

2015年以来，学校组织承办了全
国电梯安装工职业技能竞赛总决赛、

特检系统电梯检验大比武等8项全国
及市级技能大赛。组织学生积极参加
各级组织的技能竞赛，获得国家级技
能竞赛一、二、三等奖9项，重庆市职
业技能竞赛奖项30余项。每到毕业
季，世界电梯知名企业、国有大中型企
业等纷纷提前预定电梯学院毕业生，
毕业生供不应求。3年来，毕业生就业
率达到96%以上，学生就业满意度和
用人单位满意度均在90%以上。

电梯行业核心素养入脑植心
教育服务广泛延伸社会

乘梯及救援体验区、安全乘梯教
育培训厅、电梯安全体验中心、电梯结
构展示区……在电梯学院，还建有“五
位一体”的电梯安全科普区域。这是
全市唯一以电梯安全科普为主题的市
级科普基地。

“电梯特种设备行业人才需要培
养一些非技术性的核心要素，让安全
意识、责任意识植根学生。”电梯学院
副院长智渊介绍道，电梯安全科普教
育基地采用“日常体验、案例培训、社
会科普”途径，助力培育学生特种设备
行业的核心素养。

不仅如此，电梯安全科普基地也
是一座桥梁，让高职教育服务广泛延
伸到社会。电梯科普基地面向社会开
放，参加每年的重庆市科技活动周，向
社会公众、少年儿童广泛培训或普及
电梯知识。

2月8日，重庆市科学技术局官方
网站发布消息显示，重庆能源职业学
院孵化的“重庆梯联智能技术有限公
司”被评选为“重庆市新型研发机构
（初创型）”。

学校董事长雷杰表示，学校将积
极培育与地方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
型升级相匹配的特色学科专业，着力
培养信念执着、品德优良、素养全面、
技能突出的高素质专门人才和创新人
才，走出一条内涵建设、质量提升的特
色办学之路。

许立功 向敏
图片由重庆能源职业学院提供

拥有全国一流的国家
级生产性实训基地、毕业
生就业率96%以上、学生
就业满意度和用人单位满
意度均在 90%以上……
这是来自重庆能源职业学
院电梯与智能制造学院的
数据。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积
极适应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从2010年开始创办电
梯专业，并于2014年与世
界电梯知名企业——瑞士
迅达（中国）电梯公司深度
校企合作，成立了电梯与
智能制造学院；2019年牵
头成立“全国电梯职教集
团（联盟）”，创建了教育部
智能制造人文交流人才培
养基地、生产性实训基地、
重庆市高校工程中心、重
庆电梯科普基地和示范性
职教集团等省部级平台。
电梯与智能制造学院（下
称“电梯学院”）荣获国家
教育部和人社部授予的
“全国教育系统先进单位”
称号，获评“全国现代教育
学徒制试点单位”。

电梯学院探索建设的
“三化一体”的教学平台、
“三融一体”的训练体系、
“五定五同”的校企深度合
作长效机制，不仅践行了
学校“精技艺、能创新、守
行规”的培养理念，也进一
步助推了我国电梯专业高
素质技术技能人才培养质
量、服务我国电梯行业企
业良性成长。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电梯学院国家级生产性实训基地

精技艺 能创新 守行规

重庆能源职业学院 电梯特种设备高技能人才培养屡创佳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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