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小小将将惊惊险险救救场场，，师师傅傅““吓吓得得””吃吃药药
山东工程技师学院：参战建筑金属构造项目一年，成为国家集训基地

本报记者 周国芳 王小涵
通讯员 周慧

在6月份举行的第45届世
界技能大赛全国选拔赛中，山
东工程技师学院17岁小将周新
东代表山东首次参赛，一举拿
下建筑金属构造项目第五名。
在平均工作14 . 5小时的日日
夜夜里，周新东及其团队用汗
水一点一点摸索技术，不仅凭
骄人的成绩突围国家集训队，
更助力学院拿下第45届世界技
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项目中国
集训基地。

首次挑战世赛，一
举拿下全国第五

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
2019年在俄罗斯喀山举办。在
今年6月份的全国选拔赛中，山
东工程技师学院选手周新东代
表我省首次挑战建筑金属构造
项目，一举拿下第五名，入围国
家集训队。这不仅是山东挑战
建筑金属构造项目的开门红，
也是山东工程技师学院参战四
届世赛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

“仅用一年，选手就进入了
国家集训队，这个荣誉对于参赛
团队弥足珍贵。”山东工程技师
学院现代制造系党支部书记秦
荣健提到，国家集训队由全国选
拔赛前八名选手组成，而八人中
的最终冠军将代表国家出战世

赛总决赛。“有的地区连续参赛
六年才把选手送进国家集训队，
而我们首次参赛就做到了。”

作为一路陪伴周新东的指
导教师，这一年，秦荣健过得并
不轻松。原来，世界技能大赛建
筑金属构造项目比赛要求选手
根据图纸使用正确的机器、工
具和方法，用提供的碳钢、不锈
钢等材料制成一个具有一定功
能的金属结构件，造型如伦敦
桥、推土机、火车。这些作品单
用机电技术很容易做得比考题
作品还精细，但是世界技能大
赛偏偏要求用手工打造。对于
参赛团队而言，只能摸着石头
过河，一点一点探索。

周新东介绍，该项目综合
性复杂程度高，得具备“混合技
术”。每次训练都需仔细研究图
纸，在钢板上放样，切割、打磨、
折弯、装配、焊接、成形、清理，
比赛用到的机械只有剪板机和
折弯机，其余模块都是纯手工

操作。剪板机用于将放样后的
钢板剪成合适的尺寸；折弯机
用于将材料折弯到合适的度
数。操作熟练了，完成一件作品
也要耗时两天左右。

选手场上得当“失
分”，教练心里打鼓

说起全国选拔赛，秦荣健
直言“惊吓连连”。“我作为裁
判，需要严格遵守‘选手和本队
裁判不允许交流’的项目规则，
这意味着周新东一旦出现失
误，我不可以提醒他。”秦荣健
说。然而，在赛场上，周新东真
的失误了。

在加工零件的过程中，周
新东折弯时将物料的方向装反
了。为了应对此类突发状况，教
练团队在赛前为选手做了预
案。“换料要扣4分，不换料、矫
正尺寸若出现偏差要扣2分。矫
正尺寸风险太大，一旦矫正失

误后面的比赛几乎无法完成，
因而我们的预案是换料。”秦荣
健说。

可周新东没有按照预案操
作，他采取了矫正尺寸。“他有
自己的权衡。在第45届世赛全
国选拔赛中，第44届世赛的备
赛种子们也来争夺国家集训队
的8个名额，他们更有经验，操
作更熟练，所以周新东得分分
必争。”尽管如此，盯着选手的
惊险操作，“亲师傅”秦荣健在
一旁是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因为年轻，周新东一开始
比赛是紧张的，经过这个失误，
他的心态和发挥反而稳下来
了，再没出现别的大失误。但是
我心里直打鼓。”秦荣健说，因
为他在工位外围看他比赛，不
知道那个失误影响到了什么地
步，是不是真的处理好了，当时
脸就拉长了。到了公布成绩的
时候，秦荣健连吃两片心得安，
周新东和团队的其他教师都忐
忑地看着他，生怕会出事。

人才因项目而聚，
只想学习再学习

参战世赛建筑金属构造项
目，秦荣健身上带着“任务”。这
是学院第4次挑战世界技能大
赛选拔，前3届取得的最好成绩
是全国第六。前不久，学院另一
汽车技术项目参赛选手吴承虎
在国家集训队“10进5”考核中
获得第四名，进入“5进1”晋级
赛，这对建筑金属构造项目是
一个榜样。“我们这个项目冲进
前八名，入围国家集训队就很

不错了，但也想在学院‘冲进前
五名’‘入围前三名’的目标上
有所突破。”他说，凭借选手全
国第五的成绩，加之配备了优
良的训练设施设备，山东工程
技师学院成功获批“第45届世
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项目
中国集训基地”，这对于学院和
参赛团队来说是莫大的肯定。

获评世界技能大赛中国集
训基地，意味着建筑金属构造
项目的专家教练团队、全国前
八名选手将共同到学院进行集
体训练选拔，带来最优秀的备
赛经验。这恰恰中了秦荣健的

“下怀”。他提到，“从备赛至今
我们都是自己探索，别的地区
备赛多年，我们仅一年，时间不
够用，经验不够，就始终抱着学
习的心态在备赛。”

通过集训，各个团队都能
共同突破。对于山东团队而言，
之前用传统方法画零件展开
图，需要经过大量计算，在集训
中学习了四川团队的三角作图
法，简单、易懂、精度也更高了。
如今，周新东每天与国内专家、
水平高的选手一起练习，学的
知识更多了，他也正按照自己

“两天一套题”“日均训练14 . 5
小时”的训练频率，为自己的“8
进3”小组晋级赛努力着。

本报济南11月11日讯(记
者 郭立伟) 11月8日是第十
九个记者节，专属于记者的节
日。对于媒体人而言，这是一
个兼具仪式感与周期性的“热
点时刻”；对于怀揣着记者梦
想的大学生而言，这是一个深
入了解记者工作生活的契机。

为了全面展示高校记者
的风采，弘扬新闻工作者的精
神，同时也为校内媒体记者提
供一个可以展现自我、实现自
我梦想的平台，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联合省内6所高校，倾
力打造“齐鲁大学生记者节”
活动，助力每一个有着记者追
求的同学实现自己的记者梦。

本次活动，齐鲁晚报·齐
鲁壹点5位记者老炮和5位网
红小编在线上和同学们进行
即时沟通，共同探讨新闻的写
作技巧。同学们可以进入“壹
点学院”小程序，在情报站平
台上发布自己的新闻作品，并
且@记者进行交流，优秀的作
品还有机会在齐鲁晚报或者
齐鲁壹点APP上发表。

大学生青春的心怀揣着
记者的梦想，每一段文字，每
一个标点，都将诠释着一颗炽
热的心。一张纸，一支笔，用文
字谱写一场轰轰烈烈的青春
史诗。真诚地邀请同学们带着
作品参加“大学生记者节作品

比赛”，让年轻的躁动感染身
边的每一个人。所有参赛作品
会以网络投票和记者导师打
分的形式进行评选，最终选出
前20名优秀作品进行奖励。

此外，为进一步提升学生
记者的专业素质，调动广大学
生记者做好新闻宣传工作的积
极性和主动性，齐鲁晚报·齐鲁
壹点记者和编辑会在高校举行
分享交流课，面对面沟通，解密
记者编辑工作的神圣与坎坷。

当下传媒格局重塑，新旧
媒介面临更替转换，但优秀的
新闻人永远不会被时代抛弃。
亲爱的同学们，加入我们，一
起成为新时代的优秀新闻人。

““齐齐鲁鲁大大学学生生记记者者节节——未未来来之之星星””邀邀你你来来参参与与
齐鲁晚报·齐鲁壹点联合省内高校举办大学生记者节活动

作为山东师大基础教育
集团英国教育中心的教师，
我有幸走进英国，近距离接
触英国教育。英国教育素以
绅士教育闻名于世，正如英
国作家爱德华伯曼在《像绅
士一样生活》一书中描述的
那样：即使在荒凉的沙漠上，
我们也要盘腿而坐，一尘不
染的白色桌布上摆着简单的
午餐；尽管炽热难耐，我们依
然着装整齐，系着领带。

带着寻找英国绅士教育
密码的企望，我走进了英国
圣安妮小学。当我放大自己
的眼睛寻找英国绅士教育的
元素时，却意外的发现与中
国孩子整齐划一做课间操大
为不同的是：英国的小学生
没有课间操，却有自由奔跑。
户外活动时间到了，孩子们
三五一群，七八一组在运动
场上跑啊，跳啊，追啊，闹
啊……全然没有绅士教育的
影子。与其校长交流而知：孩
子在运动场上无拘无束的奔
跑就是让他们真正成为他自
己，释放自己的天性。在运动
场上“撒野”的孩子心理健
康、意志坚强，极具进取意
识、冒险精神。

伊顿公学是英国最顶
尖、最神秘、最具有贵族气息
的中学，她坐落在距离伦敦
城20英里的泰晤士河河畔，

被称为“绅士的摇篮”，凝聚
着英国传统教育的精华。当
我走进伊顿公学时，惊讶的
发现这里每周体育课时达23
小时，基本每天中的半天都
在运动，几乎与文化课时(31
小时)平分秋色。这里倡导：
运动第一，学习第二。这里有
著名的“伊顿野地足球”，野
地足球被人称为集足球与橄
榄球之恶劣于一身的“野蛮
运动”，意思是说：你可以踢，
可以推，可以抱球跑，可以滚
作一团……给学生“撒野”的
地方与机会，让他们真正成
为他们自己。看似是让学生
肆无忌惮地在“撒野”,其本质
却是对学生最好的人格教
育。

卢梭在其教育思想的经
典之作《爱弥儿》一书中讲
到：“大自然希望儿童在成人
以前就像儿童的样子。如果
我们打乱了这个次序，他们
就成了一些早熟的果实，既
长不丰满也不甜美，而且很
快就会腐烂，我们就会造成
一些年轻的博士和老态龙钟
的儿童”。活泼好动好奇是儿
童最大的天性，请给孩子在
学校“撒野”的机会，让我们
的孩子更像孩子，心理更健
康，外表更阳光，更以顽强的
意志、浓厚的兴趣探寻未来
的世界。

学学校校应应是是学学生生““撒撒野野””的的地地方方
□尚杨 山东师大基础教育集团

周新东在进行第45届世界技能大赛建筑金属构造项目训练。

扫码关注更多技工院校信息

本报济南11月11日讯(记
者 郭立伟) 近日，有网友发
文提到，“山东物理弃选率竟
达60%”。文中多次提到山东省
高中生所谓“弃选物理现象”，
近日，记者从省教育厅了解
到，“山东物理弃选率竟达
60%”，这个结论是错误的。

文章中引用的是我省指
导高中生进行模拟选课的数
据，并不是我省2017级学生实
际选课的结果。就物理选课的
结果来讲，我省2017级高一学
生实际选课的结果比这个数
据要高。

文章中引用我省2017级
学生模拟选课结果，称学生在
可供选择的6门学科中选择最
多的学科地理为67 . 86%，后面
依次是生物 5 7 . 8 3 %、化学
49 . 79%、历史49 . 65%、物理
39 . 52%、政治35 . 34%。并由此
得出结论说：“山东物理弃选
率竟达60%”。在新高考制度
下，物理学科等级考试已不是
学生的必考科目，在山东学生
模拟选课中选择物理作为等
级考科目的学生达到39 . 52%
的情况下，得出山东弃考物理
等级考的学生竟达60%的结

论，是错误的。
并且，在新高考制度下，

物理学科等级考试选考人数
与过去文理分科时修习的学
生人数相比出现一定下降是
正常现象。据了解，在新高考
制度下，学生可以在政治、历
史、地理、物理、化学和生物6
门学科中自主选择3科，可以
有20种组合方式，喜欢理科
的学生，有了将物理、化学、
生物拆开选择的可能，导致
将物理学科作为等级考科目
的人数出现一定程度的下
降。

““山山东东物物理理弃弃选选率率竟竟达达6600%%””？？
省教育厅回应：结论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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