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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龙， 龙门吊那吊钩又不
动了， 你快看看是不是线路又出
故障了。” “好， 我马上过去。”

阿龙全名张玉龙， 是中铁十
六局轨道公司西南分公司一名电
工，今年30岁。 自2015年10月调入
昆明地铁6号线二期工程五工区
项目部以来， 因为他电工技术过
硬，项目部用电的大小事都找他。

项目部施工之初在2号盾构
井安装了两台45吨龙门吊， 采用
变频器控制线路， 当时生产厂家
没有及时提供控制线路图， 经多
次联系也未果， 项目部又询问公
司机械管理部， 也没能提供与之
型号相匹配的控制线路图。 由于
起重设备生产厂家不同， 其变频
器控制线路接线图也不一样， 一
时给线路安装出了难题。 此时，

龙门吊又急需投入生产。 情急之
中， 阿龙根据电动机的型号和起
吊参数， 自行设计线路和选用合
适变频器，安装完毕后，试运行效
果良好。经公司验收，各项指标都
符合使用要求。 他还为项目部改
进过多条控制线路， 保证了项目
部机电设备的安全稳定运行。

本领过硬， 张玉龙的名气也
越来越大， 项目部找他解决问题
的人也越来越多。 他每天来回穿
梭于现场， 有时一项任务还没完
成， 后面已有好几个故障等着他
去处理。 为了按时完成工作， 吃
饭和休息经常没保障， 要是遇到
急事， 他更顾不了那么多。

一天凌晨2点， 盾构拼装机
接收不到遥控器的信号， 劳务队
电工历经近2个小时的排查， 仍

找不出原因 ， 他们只好找张玉
龙。 张玉龙顾不得劳累， 赶紧穿
好衣服 、 戴好防护用品赶到现
场。 不到半小时， 查出原因是拼
装机遥控器线路板受潮后， 他立
马用吹风机吹。没一会儿，遥控器
就正常了，拼装机也恢复了作业。
排除了故障，张玉龙深吸了口气，
“电就如血液 ，要是不能正常供
电， 就会耽搁进度、 出现安全事
故 。 为了给设备 ‘持续供血 ’，
得24小时待命， 整夜没觉睡是常
事。 但还是咬咬牙， 坚持下去。”

张玉龙在电工技术上是 “大
咖”， 他这位 “大咖” 也看上大
家相不中的小东西 。 平时工作
中， 经常会有一些拆下来的废电
器和线路， 大家都认为没有多大
的利用价值而遗弃， 他则要求工

作人员将这些废线头 、 空气开
关、 日光灯角等统统保存下来，
集中分类堆放后， 他没事时就将
这些废旧设备进行匹配和修缮，
经他“妙手回春”，这些废旧线路
和电器设备摇身变成了 “宝贝”。
比如配电柜， 项目部购置一台需
1.2万元，而使用旧的， 只需先刷
刷漆 ， 再更换损坏的漏电保护
器， 花费也就两三千元。 这样一
来， 一台就可节约近万元。

张玉龙工作上任劳任怨， 闲
暇之余还为项目部节约创效， 问
及回报如何？ 他笑呵呵说： “先
把活干好， 至于项目部给我多少
钱， 我没考虑太多， 一切按照项
目部制定的标准来， 也许我吃了
小亏 ， 但得到了大家对我的认
可， 我得到的其实是大福。”

□本报记者 马超/文 通讯员 曾丽珍/摄

24小时待命为设备“持续供血”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由原先的一个校区 、11个教
学班、18个教师，发展成今天的三
个校区、35个教学班、93名教师 ，
永丰中心小学“女掌门”陆鸿平走
了一条并不一帆风顺的路。 无论
是外来务工人员子弟超过八成，
还是教师曾在半年内离职17人
……她都能因势利导、随机应变，
带出了办学规模和质量在海淀北
部农村地区有口皆碑的学校。

做教师：坚持教学科
研“两条腿走路”

受到父辈的影响， 陆鸿平自
幼就想做一名好老师。 成绩不错
的她为此放弃了进重点高中上大
学的路， 进入中师学习， 1987年
她如愿以偿走上讲台。

虽然教的是数学， 但她在工
作之余坚持自学中文， 取得中文
专业专科学历后， 又继续学习教
育管理本科， 努力做一名既能上
课又能写的 “两条腿走路” 的老
师。 工作4年后， 她就获得海淀
区中青年教师擂台赛数学学科一
等奖和学科论文一等奖。 同年，
她被评为 “北京市优秀青年教
师”； 由于成绩突出， 又在1994
年破格评上小学高级教师。

2004年2月，陆鸿平开始担任
永丰中心小学常务副校长， 独立
管理学校；2010年，正式担任该校
书记、校长。 “做一个校长，不光自
己要当一个好老师， 还要能带动
引领更多老师向着好老师的梦想
努力，让更多学生拥有好老师。 ”
她开始了新的征程。

管理人：腾挪调配扛
住人力流失压力

半年内有17位教师离开学校
是什么感觉？ 这件事就发生在学
校与屯佃小学合并之际。

屯佃小学有32名教职工， 其
中21人是临时工。 合并后短短半
年， 先后有17位教师离开学校，
大部分是头天晚上给校长发条短
信， 第二天就打包走了。

埋怨不是陆鸿平的工作习
惯，要对学生和家长负责，把老师

的离去给学生造成的影响减到最
低。 她腾挪调配，哪个教师离职，
马上找其他教师顶上， 这个校区
人不够，就从另一个校区调人；某
一学科没教师， 就把本校三个班
并成两个班再抽调人，人再不够，
安排教师两边走校上课。 在她和
全体留校教师的努力下， 学校终
于经受住考验，渡过了人力危机。

在管理中， 她从点滴细节入
手， 把师德建设放在实处， 摒弃
空洞乏味的传统理论式教育， 通
过讲师德故事谈认识、 举办师德
论坛 、 评选 “永丰榜样 ” 等方
式 ， 引发教师讨论 ， 弘扬正能
量， 提高教师的职业操守。

“陆校长每天都早早来到校
门口，给进门的学生打招呼，有时
还要给学生一个大大的拥抱。 她
的态度影响到我们， 我们也学会
给打招呼的学生最热情的回应。 ”
英语教师李洋参加北京市教师基
本功比赛时， 说课题目只提前24
小时发布，准备时间紧迫。陆鸿平
一直陪伴安慰紧张的李洋， 第二
天还陪同去赛场参赛。 比赛完李
洋回去休息， 但是陆鸿平却不能
休息， 因为学校还有一大堆事等
着她赶回去。 2017年李洋评职称
时，陆鸿平不仅在精神上鼓励她，

还把所有相关资料全部传给她以
供参考， 手把手教她怎么填评审
材料， 帮助李洋顺利评上中学高
级教师。

在陆鸿平的带领下， 教职工
的工作状态不受拆迁、 离职等因
素的影响， 2010年以来连续五年
学校不同团队获得海淀区 “青年
文明号 ” ， 她则在 2011年获得
“全国优秀科研工作者” 称号。

育人才：“百花齐放”
设置培养课程

2015年底， 宏丰小学并入永
丰中心小学。 经过深入剖析， 陆
鸿平提出 “自然教育”， 学校陆
续推出故土、 礼仪、 足球、 传统
文化等多种培养课程。

虽然一直面临拆迁， 不能做
任何投资， 但永丰中心小学的校
园破旧中却保持整洁， 处处呈现
传统文化气息： 校园道路以中国
古代儒家 “六艺” 为引导； “四
季诗廊 ” 按照赋春 、 品夏 、 鉴
秋、 赏冬四季分类， 贴出经典诗
句120余首； 西墙布置成诗画墙，
上面是老师写的 《永丰赋》。

该校多年来坚持读书活动 ，
将“校园晨读计划”与礼仪教育结

合，举行了《文明礼仪伴我行———
自编诗大赛》。在此基础上，《礼仪
教育》校本课程诞生，并获得海淀
区一等奖。 在海淀区“十三五”教
育科学规划课题管理中，该校有8
个课题入选，其中《中华优秀传统
礼文化在小学教育实践中的研
究》 就是陆鸿平的委托课题。 今
年， 该校又成为北京市百所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项目实验校。

在校方的支持下， 从建球场
到训练比赛、 建课程， 该校一点
点发展校园足球， 如今已实现全
校普及， 梯队储备充足， 校队战
绩显赫。 2015年， 学校被评为海
淀区和北京市足球实验校； 2016
年， 被评为 “全国青少年校园足
球特色实验学校”。 现在， 学校
又在发展篮球、 曲棍球。

在北京教育音像报刊总社 、
北京市教育学会主办的寻找北京
“美丽乡村学校、 美丽乡村校长、
美丽乡村教师”活动中，陆鸿平被
选为海淀区乡村教育的代表。

收硕果：学生一角一
元凑钱买教师节蛋糕

从2006年开始， 学校陆续接
收了来自全国22个省市的务工人

员子弟，比例一度达到93%，现在
比例还达83%。 陆鸿平提出“以爱
育人，以德治校”的办学理念，为
让学生不忘家乡， 学校组织了以
“故土”为主题的系列教育活动。

每个省市自治区的地图板块
作为展板布置在楼道内； 每学期
开学典礼安排学生讲述家乡发展
变化； 举办谈家乡变化的征文、
唱响家乡的歌和赞家乡英雄等活
动 。 同时 ， 学校发挥少先队优
势， 为学生找到家的温暖， 营造
健康的成长空间。 经过不断实践
研究， 学校出版了校本教材 《故
土教育》， 北京市教育科学研究
院德育研究中心主任谢春风为书
题写前言： “永丰中心小学的故
土教育校本课程是一项十分有益
的探索， 对于学生健康成长、 民
族团结、 文化传承具有十分重要
的意义。” 北京市规范化建设专
家团、 海淀区小学文化建设专家
指导团专家徐志勇博士称赞 “该
校是一所包容性的学校， 给每个
人提供发展机会……”

“五湖四海我们连着祖国的
脉搏， 南腔北调我们唱着和谐的
颂歌……” 源于对学生的爱和教
育， 加入自己的教育情怀， 陆鸿
平写下一段文字， 音乐老师看到
后请人谱曲 ， 诞生了校歌 《成
长》， 后获得北京市校歌评比活
动优秀创作奖。

31年的风雨沧桑 ， 守望理
想， 诠释无悔。 虽然早已不在一
线教书， 但陆鸿平依然时时感受
到教书育人的幸福感。 有一年教
师节前， 学生们偷偷商量给老师
过节， 虽然没有多少零花钱， 但
他们依然决定合买一个蛋糕， 并
你一角我一元凑齐钱。 9月10日
当天， 学生们把蛋糕分成15份，
一份一份送给老师和校长， 还在
被邀请一起吃的时候摇着小手拒
绝， 一定要送出完整的心意。

一次， 学校组织学生把故乡
的泥土带回来，聚在一起种草莓，
最终结出两个小草莓。 学生拿着
果实来到校长办公室， 把草莓送
给她。忆起当时情景，陆鸿平哽咽
地红了眼圈，“这哪是普普通通的
草莓，这是孩子们感恩的心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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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教育的美丽“女掌门”

———记中铁十六局轨道公司西南分公司电工张玉龙

———记海淀区永丰中心小学校长陆鸿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