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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3日，大渡口区宝山堂殡仪馆，自发前去悼念的学生正在看追
思墙上的祭语。

本组图片均由首席记者龙帆摄/视觉重庆

6月3日，市民在大渡口区宝山堂殡仪馆向王红旭老师敬献鲜花。

6月3日，大渡口区宝山堂殡仪馆，不少市民自发前去悼念。

□本报记者 崔曜

6月3日晚8时，因勇救落水儿童而牺牲的大渡口区
育才小学老师王红旭追悼会在大渡口宝山堂悼念中心
举行。庄严肃穆的灵堂内挽联低垂，上面写着：“舍身有
义古渡英杰救幼童 江水无情育才园丁铸大爱”。

英雄王红旭静静地躺在鲜花翠柏丛中，哀乐声声，
王红旭生前的亲属、同事、学生、挚友以及不少素昧平生
的市民有序进入告别厅，在王红旭遗体、遗像前肃立、默
哀，送别英雄。

对不少王红旭的学生而言，这也是一堂追问人生意
义的课程，生命的价值或许不仅仅局限于人生的长短。

“眯眯眼，希望你再对我们笑笑”

“请大家默哀。”主持人讲完悼词后，与众人一起低
下头。

此刻，来参加追悼会的人们，面对王红旭的遗体，思
绪万千，泣不成声。

在育才小学体育老师胡艺馨的印象中，王红旭是一
个很有亲和力的老师，课堂上学生们尊敬他，课下学生
们把他当朋友。“不少跟他关系亲近的学生和老师叫他
旭哥，我却喜欢叫他‘眯眯眼’。”胡艺馨说，虽然这么称
呼，但王红旭老师一点也不生气，反而打趣地说“韩国很
多帅哥也是眯眯眼，照样迷死人。”

“眯眯眼，我真希望你再对我们笑笑。”胡艺馨说到
这里，忍不住泪流满面。

在语文老师彭代琼眼中，王红旭是一位细致贴心的
同事。“现在王老师也负责学校人事工作，跟其他老师联
系更加密切。”彭代琼说，“我最近受伤骨折了，正在申报
工伤保险。”按理说，彭代琼应该自己去财务室找王红旭
办理。出乎意料的是，王红旭自己拿着一叠材料找到彭
代琼，把需要签字的地方都勾画出来。“他总是这么贴心，
知道我腿脚不便就把材料主动送到了我办公室。”

“我们还约定要跟王老师踢场球”

“用生命托起生命，致敬英雄。”
“没有从天而降的英雄，只有挺身而出的凡人。”
……
礼堂外的追思墙上，写满了学生们的祭语。不少已

经毕业的学生来送亦师亦友的王红旭最后一程。
育才小学2018级2班来了34名同学。“因为王老

师，我们又重新聚在了一起。”现在在94中读初三的李
磊告诉记者，2班与王红旭老师渊源颇深。王红旭曾担
任他们的体育老师。

“英雄或者老师，其实我们更愿意把王老师当朋
友。”李磊的思绪回到了育才小学的操场，绿茵场上王红
旭给大家示范传球、过人、射门，行云流水般的动作让同
学们大呼过瘾。

“我们还约定毕业后要跟王老师踢场球，可惜王老
师永远失约了。”李磊语带哽咽。

“发小”舍先生也提到了王红旭对足球的热爱。“我
跟他从小都是在万州区余家镇长大的，小的时候我们经

常在一起踢球，他喜欢踢前锋。”听闻噩耗，舍先生和一
帮“发小”专门从万州赶来。“他的母亲是我的小学老师，
一开始从老师那里得知噩耗，我们都不敢相信。”舍先生
没想到这么一个阳光开朗的人，突然就离开他们了。

自发前来悼念的市民排起了长队

追悼会现场，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相关负责人宣
读市文明委追授王红旭为“重庆好人”的决定。众人也
依次到王红旭遗体前鞠躬，向王红旭的亲属致哀。

“一直以来，他都是一个好人，热心帮助自己的身边
人。”重庆师范大学体育与健康科学学院的师生也来现
场悼念逝去的同学。

王红旭的大学同学荆坤峰如今也是大渡口区的一
名体育老师。他回忆说，王红旭自己经济条件一般，却
是一个慷慨大方的好人。“当年刚毕业的时候，我还没找
到工作，连房租都交不起了。”荆坤峰告诉记者，关键时
候是王红旭帮了他一把，借给他1500元渡过了难关。

殡仪馆外，自发前来悼念的市民排起了长队。直到
晚上9点记者离开时，还有市民前来悼念。家住大渡口
区柏树堡的周先生是和朋友一起来的，在外面已经等了
一个多小时，“我不认识他，但我知道他是一个好人。不
管多久，我都要来送他最后一程。”

在王红旭遇难的江边，也有市民前去悼念。岸边摆
放了两束菊花，其中一束写着“王老师，一路走好”。淡
黄的菊花，只言片语的留言，却寄托着市民的哀思。静
静流淌的江水，似乎也在诉说着英雄救人的悲壮故事。

市文明委追授市文明委追授
王红旭为王红旭为““重庆好人重庆好人””

66月月33日日，，长江大渡口区茄子溪水域长江大渡口区茄子溪水域，，王红旭老师救人牺牲的地方王红旭老师救人牺牲的地方，，市民敬献的鲜花市民敬献的鲜花。。

泪别英雄

坚持以赛促教
提升教学能力

国赛夺金的消息一经传回，便在
师生间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近年来，机自学院参与各项技能
赛事捷报频传，充分说明学院已锤炼
出有一支团结、务实、锐意进取的领导
班子队伍；有一支兢兢业业，扎根本职
岗位，甘于奉献的教师队伍；有一支能
打硬战，且战必胜的技能大赛师生队
伍，展现出学院极强的办学实力和专
业水平。

而在此次比赛中获“计算机软件
产品检验员”赛项教师组一等奖，被授
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的罗应娜、周
蔚两位老师，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

从教17年的罗应娜副教授，主要
从事数控技术、机制等专业的CAD/
CAM应用技术课程、数控编程、机器
人编程与维护等课程的教学工作。据
介绍，为筹备此次比赛，罗应娜和承担

机械设计与制造专业中外合作办学班
级授课任务的周蔚老师组成搭档，根
据自身的专业方向和主要从事的教学
工作来进行任务分工。在兼顾日常教
育与大赛练习的同时，还要负责两名
学生的参赛指导，任务艰巨，但两人都
没有丝毫退缩。

身为学院中年教师的代表，罗应
娜以起好示范带头作用为己任，全面
激发自身内驱力，攻克赛项实操中的
加工环节。“不管是青年还是中年教
师，参加技能大赛都非常有助于专业
能力的提升，也能促进教学研究，达到
全面提升教学效果的作用。”

而在罗应娜口中“年轻、活泼有灵
气，最难能可贵的就是能吃苦不娇气”
的周蔚，则是参加工作不到一年的青
年教师代表。

周蔚坦言，与从企业进入学校的
教师相比，实践动手能力与经验是她
的短板。但作为学校“重庆3D打印智
造中心”的成员，她还要负责指导学生
参与职业技能和创新创业大赛，培养

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为了早日达成
“成为‘双师型’教师”的成长目标，周
蔚积极投身各项职业技能比赛，与学
院指派的指导教师交流学习，参加各
项教学教研活动……不错过任何一个
可以磨练提升自我专业能力的机会。

在两位老师的讲述中，学校及学
院给予的重视与支持，是师生参与各
项技能大赛捷报频传的背后不可或缺
的重要重要原因。

据机自学院副院长裴江红介绍，
近年来，学院高度重视师生技能大赛
工作，坚持以技能大赛为抓手引领人
才培养，以赛促教，以赛促改，以赛促
建；积极为参赛师生协调处理涉及比
赛、教学工作以及生活上的大小事项，
保驾护航；更将参赛、办赛和育人相结
合，有效推动了学院的教师队伍建设、
教育教学改革和课程建设。自双高建
设以来学院累计获得技能大赛市级以
上奖励63项，其中国家级一等奖4项，
市级一等奖18项，市级、国家级赛项的
成功承办，助推学校和专业的美誉度
与品牌影响力达到了新的高度。

深化“三教”改革
造就一流师资

2019年底，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
院获批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建设
单位。这意味着学校获得了重点扶持
和优先发展的机会和资源。

如何抓住这一有利契机实现跨越
式发展？机自学院依旧将师资队伍建
设视作问题的破题口。

深化“三教”改革，提升教学质
量。学院打造以教学名师为核心的优
秀教学团队、以技能大师为核心的专
业实践教学优秀团队、以学术技术带
头人为核心的技术创新优秀团队“三
个团队”；实现教材开发与课程建设一
体化、教材内容与数字资源一体化、教
学过程与应用过程一体化，持续打造

精品教材；按照“教学过程与工作过
程”“理论教学与实践操作”“课堂与生
产车间”三位一体的方式组织与实施
教学，真正转变以课堂、教材为中心的
传统模式教学。

同时，学院在推进“三教”改革过
程中，对接岗位群能力标准，成果颇
丰。如对标国家资源库标准，开展数
字化课程教学资源建设，共立项《机械
加工工艺设计与实践》《金属切削原理
及刀具》等37门院级精品课程；加快一
流课程“双万计划”实施，4门课程获市
级精品在线开放课程或一流课程的认
定；随动新技术发展，开发“高职样板
式”教材，学院的《传感器技术》等5门
教材获得“十三五”规划教材认定；克
服新冠疫情影响，大力推广信息化教
学，积极组织教师开展信息化教学，引
导教师利用信息化技术进行多元化的
教学模式探索，教师获在线课程建设
与应用示范案例、在线课程建设与应
用先进个人等3项市级以上奖励，学院

信息化教学水平再创新高。
值得一提的是，在师资队伍建设

上，机自学院党总支的战斗堡垒作用
也得到了充分发挥。学院狠抓基层党
组织和作风建设，引领全体党员教师
在教学、科研，起到了模范带头作用。
同时，学院创新管理模式，根据教职员
工个人特长因材施用，积极选派教师
到企业实践，国内外参加各类技能培
训和学术交流活动，极大地增强了教
师团队的专业技术水平。

以教师发展作为激活学院高质量
发展的源头活水。机械工程与自动化
学院的成功案例与实践举措，折射出
的是以“双高”建设目标为引领，重庆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整体师资队伍建设
水平的持续提升。据悉，学校教职员
工副高以上职称325人、博士84人，

“双师型”教师占比92%，师资队伍建
设卓有成效。

裴江红 谭茭 谢静
图片由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提供

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日前，第九届全国数
控技能大赛的决赛赛场传
来了好消息，来自重庆工
业职业技术学院机械工程
与自动化学院的师生在比
赛中斩获一等奖2项、二
等奖4项。学院罗应娜、
周蔚两位老师因获教师组
双人赛前三名，还将被授
予“全国技术能手”称号。

教师队伍是发展职业
教育的第一资源，是支撑
新时代国家职业教育改革
的关键力量。

遵循这一理念，重庆
工业职业技术学院以“提
质培优”计划为目标，以
“双高”建设为抓手，深化
高水平教师队伍的培育与
改革，致力于打造一支师
德高尚、业务能力强、社会
知名度高、行业影响力大
的高水平“双师型”教师队
伍。

在此思想引领下，学
校机械工程与自动化学院
（简称“机自学院”）紧紧围
绕学校党政工作总体部署
和要求，强调内涵发展，推
动“三教”改革，更通过以
赛促教、以赛促改，锻炼出
了一支能力卓越的师资队
伍。有力推进了学院的各
项工作，为学校双高建设
做出了应有贡献。

第九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机床装调维修工赛项教师组一等奖获得者徐敏老师
教学示范现场

聚焦师资队伍建设 为“双高”建设蓄力增能

2020年，机自学院聚焦“双高”
建设，多措并举打造教师教学创新
团队，取得以下优异成绩：

●携手中国工程院院士、华中
科技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李德群
院士，与华中科技大学材料成型与
模具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正式签约
成立“西南模具先进技术推广中
心”。

●借力学院“谭大庆技能大师
工作室”，全力打造技术技能大赛团
队，负责人谭大庆老师顺利入选职
业院校国家产业资源库导师。

●积极组织团队教师外出培
训，提升职业技能，参加并获得各级
各类职业技能大赛市级以上竞赛奖
励7项，郭选明、缪晓宾、韦光珍、王
俊洲4人分别担任国家级技能大赛
的裁判，有力提升教师技术技能水
平。

●高度重视教科研工作，精心
营造学术氛围，鼓励教师进行科学
研究和项目申报，共申报立项市级
科研教改项目 4 项，学院科学研究
工作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聚焦“双高”
打造教师教学创新团队结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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