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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片 本报记者 郭立伟

老滕的课刚上完
就开始想念

在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
科学院)，有这样一堂课，每
次都是以笑声开始，以掌声结
束。在这堂课上，“老滕说了
什么”，成了学生茶余饭后的
谈论话题。而老滕，就是齐鲁
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的思
政课老师滕培圣。

11月9日的思政课上，滕
培圣给学生讲《马克思主义基
本原理》中的价值。课还未开
始，记者刚坐下，前后左右的
学生说起老滕，就像说起一个
推心置腹的老朋友，那股亲热
劲儿，让人羡慕的同时也让人
纳闷。

学生怎么跟您这么亲？
“老师不经意的一句话，问候
或者鼓励，学生会记得，真
的！”滕培圣说得很真诚。环
境艺术设计专业1班的郑翔
元，自从他在课堂上发表过一
个演讲，滕培圣就再也没有忘
记 过 他 的 名 字 ， 经 常 “ 翔
元”、“翔元”地和他搭话。
郑翔元每次上课腰都绷得溜
直，就怕一不小心错过了老滕
什么话。

“平时很多同学都是潜水
状态，但是，只要你浮出水
面，即使只说过一句话，老滕
就不会再忘记你了。”郑翔元
感动地说。

在讲到价值的主体性时，
滕培圣放出了11月3日IG夺冠
的照片，课堂顿时一片沸腾。

“当天我的朋友圈，瞬间被
IG刷屏了，我们这种中老年
网民，却压根不知道这是咋回
事！”滕培圣自嘲地笑着说。
后来，滕培圣向学生请教后，
才明白这个事件对学生而言意
味着什么，便将其作为例子，
来说明，“同一个客体对不同
的主体会有不同的意义关系，
具有不同的价值。”

滕培圣讲完，学生在报以
善意的笑声时，也偷偷地感动
着，“原来，老滕为了拉近我
们 的 距 离 ， 也 是 煞 费 苦 心
啊。”滕培圣致力于打造温情
课堂，“用更贴切的事例、更
易被学生接受的语言来传播好
马克思主义，让学生体会到真
理的魅力，不仅要以情感人，
更要以理服人。”

滕培圣将学生当作自家孩
子来疼爱。“老滕让我有种周
五想要上思政课的冲动，我感
觉，我必须得来……”环境艺
术专业3班的臧金法说。刚上
完课走出教室便开始想念，盘
算着下一周的课程。“有时去
别的教室上课，一抬头看到黑
板上的板书，就知道老滕曾经
在这里上过课，这间教室也变
得可爱起来……”

上完思政课，老滕
会带你走出校门看看

如果在搜索引擎中搜索滕
培圣，会弹出很多“求老滕上
课时间和地点”的帖子，“还
想听你在课堂上侃侃大山讲讲
段子，”已经毕业的学生回想
起滕培圣，止不住感慨。

学生对课堂交口称赞，但
是对滕培圣而言，没有一堂课
是随随便便就能上好的。“教
材内容尽管有相对稳定性，但
每年都要面对一批新的学生。
社会在变化，我们要对职业怀
有敬畏之心，敬畏课堂、敬畏

学生、敬畏我们的事业，与时
俱进。”滕培圣说得非常郑
重。

作为一个思政课老兵，对
教材的熟悉程度已经不在话
下，但是对于同一个问题，滕
培圣杂取百家之长，甚至经常
在网络上听一些名家的示范
课。“比如，马克思主义哲学
部分，我系统地听了武汉大学
汪信砚教授的课，一些难点反
复听，每年都听，只有这样才
能真正吃透。”

或许在教学内容中大量引
入真实案例或社会热点，并不
是难事。难的是发动学生，让
他们走出课堂，将基本原理与
专业相结合，理论联系实际，
多看看世界。随着对人才培养
要求的提高，越来越多的高
校，注重大学生实践能力的培
养，也有越来越多的大学生对
社会实践应付了事。

所以，当滕培圣要求学生
撰写一份《环境艺术设计专业
未来发展前景》的实践报告
时，臧金法他们是困惑的：
“这跟思政课有什么关系？”

滕培圣又根据基本原理，结合
学生的专业特点和社会热点，
用联系和发展的眼光帮他们分
析行业的发展，并且从人员分
组、选题、步骤设计、问卷设
计、数据统计与分析、报告撰
写等环节，事无巨细，老滕都
一一点拨引导。

“原来，老滕考的不仅是
专业素养，还要看看你是如
何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运用到解决具体问题上。”
学生恍然大悟。迄今为止，
滕培圣带着学生撰写了100多
篇 社 会 调 查 报 告 ， 其 中，
《关于垃圾围城的调查》社会
反响巨大。

也有的学生，在调研的
基础上走上了创业之路，比
如，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
学院)化工学院的马振、商学
院的王勇自主创业，而信息
学院的高东兴刚收到80万的
风险投资。

在与学生的密切联系中，
滕培圣熟练掌握了各种网络交
流手段，对于学生集中渴望了
解的问题，他还录制了微课，

放到学校网络教学平台，供学
生点击学习。老滕的思政课，
成了永不下课的课堂。

生活中遇到事儿
了，去听听老滕的课吧

对于大学里老师上过的每
一堂课，学生心里都有一杆
称，老师虽然知道这一点，
有时却无法深刻理解一堂课
对学生而言，意味着什么。
2017级环境艺术设计专业5班
纪丽娟觉得，“如果生活中
遇到事儿了，就去听听滕老师
的课吧。”现在的老滕，在她
眼里，不仅是老师，更是导
师。

大学生处在世界观迅速形
成的年纪，当外界的信息一股
脑儿涌来时，有时会让他们
应接不暇，困惑甚至迷茫。
当他们带着这种迷茫走进滕
培圣的课堂，滕培圣总会在
某一个不经意间，点出了他们
的痛点，“老滕一直都是笑呵
呵的，他的话语有一种魔力，
听他聊多了，好像啥都不是事
儿。”

“有时宿舍里某个同学倦
怠了或者迷茫了，我们就会
说，‘你又该好好去听听老滕
的课了’，虽然是玩笑话，但
老滕的课真的管用。”学生张
厚永说。

今年来，齐鲁工业大学
(山东省科学院)正在加强德融
课堂的建设，要求教学设计和
课堂讲授中结合知识特点，融
入做人做事的道理，通过讲解
德育故事或生活案例等方式，
实现春风化雨，润物无声，实
现立德树人。学生觉得，这才
是真正的德融课堂。

“老滕从出生到现在的所
有事情，我们基本都知道了，
每当我们遇到什么困惑，他就
说‘老滕当年怎样解决的’，
我们最初是喜欢听他在课堂
上聊聊人生中的那些事儿，
后来才发现这就是马克思主
义原理的真谛。他用他走过
的路，给我们前进的指引。”
张厚永说。

“老师的本职工作是上
课，当老滕不仅把课上好传授
给我们知识，还与我们分享人
生阅历的时候，我觉得，师生
之间已经有了某种情分了，我
们也会珍视这种情分。”纪丽
娟动容地说。

齐鲁工大滕培圣的思政课就像聊家常

不不经经意意间间点点出出学学生生的的痛痛点点
“生活中遇到事儿了，就去听听老滕的课

吧。”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思政课老师
滕培圣的课堂上，大家长“老滕”给学生讲人
生故事，“聊家常”，让学生爱上思政课。为
了与学生走得更近些，他放下身段，恨不得钻
到学生脑子里看看他们在想什么。他和学生相
处起来像老友，他更像学生的人生导师。

我的
思政课老师

本报济南11月11日讯(记者
周国芳 王小涵 通讯员

毛可超) 近日，记者从济南
市人社局了解到，第二届全国
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决
赛将于14日至18日在济南舜耕
国际会展中心举行。届时，代
表着我国智能制造行业最高水
准的高手们，将齐聚泉城济
南，展开巅峰较量。

据悉，本次比赛由人力资
源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
工会和中国机械工业联合会共
同主办，由机械工业教育发展

中心、济南市人民政府、山东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承
办。本次比赛是国家级一类大
赛，是代表我国智能制造行业
最高水准的职业技能竞赛。决
赛以“新时代、新技能、新梦
想”为主题，以“弘扬工匠精
神，对接世赛标准，打造智造
精品”为办赛宗旨，全方位对
接世界技能大赛要求和标准，
紧贴机械行业岗位人才需求，
以智能制造技术的推广应用实
际与发展需求为依据，强化传
承和创新。

在此基础上，大赛由理论
和实际操作两部分组成，竞赛
内容充分体现计算机网络技
术、产品数字化设计与制造技
术、数控设备装调与维护技
术、工业机器人编程与操作的
核心能力考核。比赛分职工
组、教师组和学生组三个组别
进行，每参赛队3名选手。在
本次比赛中获得职工组和教师
组一等奖的选手将被授予“全
国技术能手”荣誉称号。

经过前期的省级选拔赛，
将有来自全国27个省级赛区的

196支参赛队伍、588名选手在
决 赛 中 上 演 “ 终 极 技 能 对
抗”。

值得注意的是，在2017中
国技能大赛——— 全国智能制造
应用技术技能大赛中，山东技
师学院学生团队在安装与调试
项目中夺冠，拿下首个全国智
能制造大赛的开门红。在本周
即将进行的第二届全国智能制
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中，我省
选派来自山东工业技师学院、
山东技师学院、济南市技师学
院、潍坊市技师学院等12家单

位的18支代表队参战切削加工
智能制造单元安装与调试、切
削加工智能制造单元生产与管
控两个赛项比拼。

熟练掌握智能制造应用技
术、推动产业智能转型的各类
人才，是竞争的核心要素和支
撑制造业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宝
贵资源。举办全国智能制造应
用技术技能大赛，不仅是联手
推进制造业转型升级、实现由
大变强的有效举措，更能为广
大技能人才提供一个交流发展
平台。

本本周周三三来来济济南南看看智智能能制制造造巅巅峰峰对对决决
第二届全国智能制造应用技术技能大赛14日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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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鲁工业大学(山东省科学院)思政课老师滕培圣在课堂上与学生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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