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记者 任洁 文/摄

讲出有温度的思政课

�他曾 “酣战” 6小时， 从27
个省市53支代表队161名选手中
脱颖而出， 最终站到了人民大会
堂的领奖台上。 他是北京现代的
技术大能手， 是北京现代工匠精
神的践行者， 他叫任志强。

今年年初， 中华全国总工会
联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科
学技术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住
房和城乡建设部在北京人民大会
堂共同举办了第六届全国职工职
业技能大赛暨第五届全国职工优
秀技术创新成果交流活动总结大
会。 在本次大会上， 北京现代仁
和保全部任志强获得了 “全国技
术能手” 荣誉称号。

从零开始到技术大拿

任志强， 今年36岁。 2003年
中专毕业后， 他来到北京现代发
动机保全工作， 先后担任过仁和
保全发动机保全工、 组长、 班长
等职务。

刚到工厂时， 看着现场自动
化设备到处透着新鲜， 不会的东
西很多， 什么都要从头学起。 电
气图纸看不懂， 他就向老师傅请
教， 看不懂的英文单词就把它记
下去查词典， 利用业余时间学习
电气基础知识、 PLC知识、 气动
液压知识等， 他勤学苦练， 刻苦
学习专业知识， 5年后成长为北
京现代最年轻的保全班长。 先后
参与发动机1、 2工厂设备安装调
试， 30万产能增加， 国四、 国五
排放标准机型技术升级改造等多
项设备重大改造项目， 掌握多种
设备维修、 维护、 诊断方法。

2008年， 任志强带领组员自
主维修曲轴磨床主轴和工作台，
减少厂家维修费用30余万元， 节
省维修时间2天。 建立了加工中
心、 磨床主轴等维修方法标准化

流程； 开发现场故障快速定位诊
断系统功能 ， 减少故障排查时
间； 编写了加工中心钻头深孔加
工刀具检测功能程序， 解决了因
断刀引起工件报废问题， 工作成
果多次在内部外部获奖。

2011年 ， 任志强带着8年的
现场经验， 调入仁和保全部设备
信息保全科， 负责工业自动化方
面的工作。

仁和工厂的10个车间加起来
有540多台工业控制PC， 因生产
设备工作性质的异同， 使得各个
设 备 的 软 硬 件 也 不 尽 相 同 ，
怎样管理好这些工业控制PC也
是一件很棘手的事情。 凭借8年
的现场 “摸爬滚打”， 以及扎实
的计算机专业知识， 在2012年 ，
任志强历时5个月， 摸索出一套
适合仁和保全部的工业控制PC
管理体系———自主更新、 数据备
份、 信息安全以及故障处理标准
化管理 。 “按照步骤做好线路
图， 进行单点课程， 工人在操作
的时候， 既能保证安全， 又可以
提高效率 。” 管理体系运行后 ，
效果显著 。 以前工业控制PC由

设备厂家进行更新， 单台更新费
用高达10万元左右， 通过不断的
技术测试与现场设备调试， 最终
掌握工业控制PC自主更新核心
技术， 自主更新仅需1万元硬件
费用。 2013年以来自主更新80余
台 ， 共节俭资金约300余万元 ，
未发生因现场PC引起的故障停
机现象。

凌晨2点赴现场解
决难题

2016年， 任志强开展设备控
制部件升级改造项目， 车身车间
很多设备使用老旧型号的PLC，
该型号厂家已停产多年， 无法采
购备件， 找厂家更换每台平均需
要8万元， 为解决燃眉之需， 经
过多次现场试验与调试， 最终成
功 用 新 型 号 替 换 了 老 型 号 的
PLC， 实现每台节俭费用5万元。

2017年， 夜班正常生产的仁
和发动机装配线突然出现网络通
信不能连接， PLC （可编程控制
系统） 无法启动的情况， 导致近
两个多小时的停产 。 凌晨2点 ，

仁和发动机厂崔科长打电话给任
志强， 让他协助解决现场故障。
2点20分， 任志强驱车赶往 ， 在
不到一刻钟时间内到达生产现
场。 经过详细的现场交流， 他凭
借多年的现场经验， 断定通信网
络存在短路情况， 经过确认， 通
信网络确实存在短路。 解决了查
找问题点的难题， 接下来更棘手
的是， 如何找到短路的地方。

发动机是汽车领域技术最密
集的关键部件， 发动机装配线每
个环节的控制都必须具备高可靠
性和一定的灵敏度， 才能保证生
产的连续性和稳定性。 而找出网
络短路的地方， 需要在30米范围
内对50个站点间进行排查， 如一
一排查， 至少需要排查200分钟。
此时， 任志强意识到， 生产线不
能等！ 必须快速排查！ 任志强巧
妙的运用折中排查法， 仅用40余
分钟便确定了发生短路的位置。
经过更换后， 生产线恢复生产。

提起当时的心情 ， 任志强
说： “虽然是大半夜来的， 但是
凭借自己的技术， 为现场解决问
题， 为公司生产运营保驾护航，
心里真是挺高兴的。”

2018年， 杨镇轿车部车身车
间面临着一个生产难点。 车身车
间生产设备多、 自动化率高、 设
备工艺复杂， 生产过程中， 频发
小故障一般可以在现场直接修复
维护， 不会造成生产线停线， 但
会造成生产设备运转率低下。 为
解决这个问题， 杨镇工厂成立课
题攻关小组， 在仁和工厂干了十
多年设备保全的任志强， 担任技
术支持， 自主开发了基于 “互联
网+” 车身设备故障信息化管理
系统 ， 通过在线实时监测 、 收
集、 整理分类现场设备信息， 利
用科学数据分析方法， 实现设备
预防保全 ， 消除设备潜在的隐
患， 提升设备管理水平， 提高设
备生产效率。

6小时激烈“酣战”终
夺冠

2016年， 任志强为了提升理
论水平， 考取了北京航空航天大
学软件学院的在职研究生， 主修
专业是大数据技术。 “主要是想
学一些跟计算机相关的， 应用到
工作中。” 任志强说。

在参加全国决赛前， 任志强
和队友在北京工业技师学院开始
了为期一个月的集训 。 集训期
间 ， 领导和同事分担了工作业
务； 而任志强家里还有7个月大
的宝宝， 培训学校离家有40多公
里， 为了兼顾培训和家庭， 他每
周回一次家， 为了节约赛前的宝
贵时间， 任志强周六晚上6点到
家， 第二天早上6点又开始了返
程之路。

2018年9月 ， 第六届全国职
工职业技能大赛全国总决赛在陕
西宝鸡举行， 通过理论考试和６
个小时的实操比赛， 任志强最终
从27个省市53支代表队的161名
选手中脱颖而出， 站到了人民大
会堂的领奖台上。

既是终点， 又是起点。 任志
强和团队一起， 这一次向着 “中
华技能大奖” 发起了主攻， 而挑
战 “中华技能大奖 ” 的先决条
件， 就是首先要获得 “全国技术
能手” 称号。 面对代表着我国技
术工人技术、 技能水平的最高奖
项 ， “有挑战 ， 但也一定有信
心”， 任志强坚定地说。

“专注———心无旁骛， 任志
强从PC （现场工控机 ） 入手 ，
深挖技术， 用技术手段助力企业
经营提升”， 设备信息保全科科
长李春海说， “他就是一位技术
场上的马拉松选手， 一直在不停
地干， 不停地钻研， 一股劲往前
冲， 一个项目接一个项目地做，
持续地迭代发展。”

□本报记者 马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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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北京现代仁和保全部设备信息保全科现场工程师任志强

“3000多人的礼堂里鸦雀无
声， 没有人玩手机， 没有人私下
聊天，全部在认真听讲，这是何等
的厉害。 ”回忆起入学第一课， 中
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15
级学生车宗凯至今津津乐道， 能
带来这种 “震撼 ” 效果的主讲
人， 就是该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党
委书记兼常务副院长王易教授。

在很多人大学子心中， 王老
师就是 “神” 一般的存在， 她的
思政课不仅有外系学生前来旁
听， 还有不少外校的师生慕名而
来， 而且很多学生从学期开始一
直旁听到学期结束。 为什么她的
课能这么吸引学生？

车宗凯告诉记者， 王老师上
课时不会单纯讲理论， 她会联系
实际生活和人生信念， 她的课堂
是有温度的。 “她本身是有信仰
的， 所以每句话都热气腾腾。 比
如讲易经的易字， 她能从易字的
结构入手， 引申到其中蕴含的传

统文化含义， 以及中华民族性格
等， 特别有哲思。” 他的总结得
到了身边几个学生的一致赞同。

王易擅长把中华优秀传统文
化的精华融入思政课，她以“中国

传统美德与人生修养”为主线，联
系大学生成长过程中遇到的问
题，通过“刚健有为”“仁爱和谐”
等专题的讲授， 为大学生呈现生
活与成长的人生哲理， 用先哲的
思想打开学生心扉， 帮助学生加
深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认识。

作为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
课高精尖创新中心常务副主任、
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
工程首席专家， 她成立了大学生
思想理论热点难点问题研究工作
室， 把教学重点、 理论难点、 社
会热点和学生特点紧密结合， 开
展研究型教学， 引导学生讨论和
深入思考， 引发学生浓厚的学习
兴趣， 增强思政课的吸引力和感
染力。

让学生参与到整个教学环节
中， 是王易思政课教学的另一大
特色。 在学期初， 她以专业班为
单位， 给学生们布置一个研究任
务， 让学生选择一种感兴趣的社

会思潮， 搜集资料并形成期中论
文。 王易会认真修改每位学生的
论文 ， 并以修订模式反馈给学
生。 选择同一个社会思潮的同学
还要组成讨论小组， 在激烈的思
想碰撞中形成共识成果后， 拿到
课堂上展示并接受同学提问， 进
而检验他们对这一社会思潮的理
解程度。 同时， 她要求每个学生
准备一本学习手册， 记录自己的
课堂感悟、 人生困惑以及各种所
见所感， 她会逐一阅读并留下意
见， 既有对学生的鼓励和对问题
的解答 ， 也有自己阅读后的收
获。 这种课下的师生互动直接推
动了课上的教学效果。

她的 《思想道德修养与法律
基础》 课是中国人民大学最受学
生喜爱的课程之一， 也是思政课
的示范性课堂。 中国人民大学教
务处提供的数据显示， 王易连续
18 年被学生评价为 “优秀”， 在
历年的课堂教学质量评估中平均

分在95分左右。 她曾荣获全国优
秀教师、 全国最美教师、 北京青
年教学名师、 北京高校思想政治
理论课首批特级教授、 第 13 届
北京市高等学校青年教学名师等
荣誉称号。

她的同事、 中国人民大学马
克思主义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
所所长宋友文副教授用 “春风化
雨” 来形容王易的教学风格， 称
赞她把古代经典、 现实案例、 思
政理论信手拈来， 对学生谆谆教
导 ， 针对社会热点进行理性引
导， 实现了亲和力和针对性的有
机统一。

与宋友文的评价相似， 2016
级马克思主义学院学生雷引杰也
用 “润物无声” 来表达对王易老
师的喜爱， “王老师课堂下和我
们也有交流， 学生有什么科研比
赛， 她都会不遗余力的提供帮助
和指导 ， 上她的课既是思想熏
陶， 更是心灵享受。”

站到大会堂领奖台上的技术能手

协办： 北京市职工服务中心
（北京市技术交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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