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笑容经常挂在嘴边释放出一种平易

近人的随和，衣着一贯朴素整洁渗透着一

种充满自信的精神干练，目光炯炯深邃透

露出一股掩饰不住的睿智……这是永川

区第三届优秀科技工作者、重庆科创职业

学院教师张莉莉给人的第一印象。自

2004年从黑龙江科技学院毕业后到重庆

科创职业学院从事移动互联网站设计、基

于B/S模式的动态网站设计（ASP/ASP.

NET）、云平台网络教学工作以来，张莉莉

申请实用新型专利2项，成功申报并结题

重庆市教委和高等教育学会的课题2项 ，

3项横向课题，取得了良好的应用效果。

她的教学、科研成果和人格魅力已成为重

庆科创职业学院中的一个闪光因子，感染

着每一个与她接触过的人。

这一切，得益于十多年来她对教学、

科研的持之以恒。

实施项目教学法
现如今，不论是我们的生产，还是我

们的生活都离不开信息技术的力量。随

着互联网应用的深入和普及，传统的教学

模式、理念不断地发生着变革。学习，这

件以往只能以苦作舟的“苦差事”正在变

得有声有色、趣味盎然。在教学工作中，

张莉莉一直力求精益求精，积极丰富教学

内容、探索教学方法，她希望自己培养的

学生是全方面都得到发展的高素质人才。

浇花要浇根，育人要育心。“教师要热

爱学生、了解学生，才能真正触摸到孩子

们的心灵。”张莉莉说，“只有把爱播撒到

学生的心中，他们心中才有你的位置。”在

教育过程中，张莉莉对学生秉持高标准严

要求的原则，在传授专业知识方面，凭自己

的学识与教学水准赢得了学生的信赖。在

其他方面却以平等的姿态与学生交流，尊

重并理解学生的心理需求。她用一颗善心

让学生感受来自老师的温暖，与学生交朋

友，找学生谈心，及时了解学生的思想动

态，总是以鼓励的态度激励学生奋发向上。

张莉莉在教学实践中，重点放在提高

学生的动手操作技能上，采取项目教学

法，任务驱动模式贯穿整个教学过程，以

学生为主体，一切为学生着想，营造积极

学习的氛围。她主要承担移动互联网站

开发系列课程实践教学、实验、实作、实训

等教学工作，加强学生实践能力培养，学

生到课率100%，学生满意率96%以上，

学生合格率达98%。在一年又一年的教

学工作中，张莉莉体会到：我的学生只是

需要有人引导，给他们指明方向，老师们

真的是任重道远，也许自己的一句话、一

个举动就能影响一个人的一生。

与社会服务对接
作为一名从事人工智能云计算、移动

互联网站设计的教师，为了更好的提升教

学效果，同时做好社会服务工作，从2013

年以来，张莉莉一直担任重庆市阳平科技

有限公司一网站规划设计技术顾问，主要

负责网站设计、开发等工作，并承担相关

工程项目，因业绩突出，年年获得该公司

年度“先进个人”称号。2014年7月，张莉

莉前往苏州科大讯飞教育科技有限公司

挂职锻炼，2015年1月至8月还到电讯盈

科永川分公司挂职锻炼，为自己的教学工

作积累了更加扎实的实践经验。

在采访中，张莉莉说：“互联网+非常

实用，可以说我们的生活已经离不开它，因

此也受到学生们的喜爱。为了更好的提升

教学效果，与社会接轨，每个假期我都会到

各企业去挂职锻炼。在平时的工作之余，

我会带领学生们一起做网页设计等。”

“我们都很喜欢上张老师的课，平时

她带领我们制作网页，给了我们很大的帮

助。今年暑假，我自己接了一个私人网页

的活，在遇到难题时张老师给了我指导，

让我赚了人生中的第一桶金2000元。”在

采访中，一位学生谈起张老师给予自己的

帮助时，感激之情溢于言表。

不断开拓科研新路
张莉莉在按质按量完成教学的同时，

注重自身专业素养的提高,与

教学团队成员合作,主持编写

实践性较强的《网页设计与制

作》《局域网规划设计应用与

实践》《计算机网络技术》等多

本教材；分别在期刊《才智》

《计算机与现代化》《教育学》

《职业技术教育》以及EI和北

大核心期刊上发表了论文16

余篇；成功申报并结题重庆市

教委和高等教育学会的课题

2项 ，3项横向课题，取得良好

的应用效果。授权实用新型

专利两项；主编教材两部，副

主编教材1部。因参与科研工

作效果明显，被评为永川区第

三届优秀科技工作者。

“做科研工作必须耐得住

寂寞，必须能吃苦。”张莉莉

说这是搞科研最基本的功

底。在不断攻关科研课题的

十余年里，无论是周末还是寒

暑假，张莉莉的假期几乎都在

电脑旁度过。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教研室

常务副主任唐锡雷老师说：“张老师工作

非常认真，每学期超额完成教学任务的同

时，还主研多个国家、市级课题，每天总是

很早来办公室，很晚才离开学校，她用实

际行动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我们总是

被张老师的精神状态感染，无论何时，她总

是精神饱满，看着她我们就干劲十足。”

同时，为提高学校师资队伍水平，她

主动参与“老带新”工作，指导青年教师4

名，其中2名教师指导的学生获得国家二

等奖及市级三等奖。她说：“教师要学习

新的理论，学习先进的教育思想和观点，

科学地总结自己和其他优秀教师的经验，

使之上升为理论，从而克服经验的局限性

和片面性，不断提升自己的水平。在教科

研的道路上，来不得半点浮夸，只有踏踏

实实学习、实践、思考、总结，一步一个脚

印的向前走……”

谈起当选为永川区第三届优秀科技

工作者，张莉莉说：“我只是怀着一颗感恩

的心从事我最喜爱的工作而已。”她一直

用真诚的心和同事、学生们交流，在近几

年的教学、科研工作中，曾指导学生积极

参与竞赛，提高学生专业水平，获得国家

级“优秀指导教师”称号。2010年11月

至今，经学校学术委员会评审通过，成为

重庆科创职业学院双师素质教师。

在张莉莉的心目中，教育是一块永远

的圣土。她在这块圣土上以青春的奉献

演绎着精彩，以生命的投入创造着美丽，

为永川职业教育事业的发展竭尽全力。

匠心为师育桃李
——记永川区第三届优秀科技工作者、重庆科创职业学院教师张莉莉

本报记者 张 玲 文/图

6日上午，大安街道铜鼓村举行该村第十一届老年运动会，100余名村民齐聚该村便民

服务中心篮球场，开展了花样运球、三人两足等趣味运动项目，通过举办趣味运动会，搭建

了老年朋友之间相互交流、增进友谊的平台，丰富了业余文化生活，让他们尽情享受快乐的

休闲时光。 记者 陈科儒 摄

大安街道铜鼓村举行老年运动会

双石镇:

社区书屋延伸服务进敬老院
本报讯（通讯员 张 梅 姜春艳）12月5日上午，双石镇双石

社区在镇文化服务中心的指导下，组织了40多名大学生志愿

者，走进双石敬老院开展了一系列的服务活动，书屋的延伸服

务活动拉开了序幕。

双石社区书屋创新活动形式，增设服务内容。志愿者为敬

老院的老人们朗诵诗歌、讲故事，跳起欢快的舞蹈，宣讲健康知

识等，还自发购买食材为老人们包饺子，和老人们共进午餐。

志愿者的贴心行动令老人们感动不已。“我们小小的努力却让

他们那么感动，这更加坚定了推进农家书屋延伸惠民服务、提

升服务实效，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满意度的信心。”

志愿者说。

智擒匪司令（二）

不明就理的叶某战战兢兢地来到村办公室，看到几个领导

表情严肃，眉宇间透着威严，心里如十五个吊桶打水—七上八

下。张村长见状决定单刀直入，给他一个下马威，怒斥道：“你

还在给土匪当联络员吗？”叶某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下意识

答道“我……我不敢，不敢，没有，没有了。”不等叶某回过神来，

张村长又厉声问道：“你们的联络暗号记得吗？”“记得，记

得，……不过……”“不过什么？”张村长一拍桌子站了起来，高

声说道：“我们要的是你的实际表现，不要以为你悔过自新就万

事大吉了。”叶某欠了欠身颤颤巍巍说道：“我怕他们不再相信

了，暗号其实简单，联络时一般都在深夜，敲门时‘三长两短’连

叩三遍。”张村长放低声音对叶某说道：“最近有一个立功的机

会，你如果愿意就把机会留给你。”叶某没等村长把话说完，马

上接口道：“愿意，我愿意，只要能减轻罪行，我愿意。”村上几位

领导见时机成熟相互递了个眼色，张村长又平静地说道：“那

好，今晚上你给我们带路，去李金廷院子捉拿陈双全怎么样？”

叶某听说是捉拿陈双全，稍一迟疑，硬着头皮答道：“我，我不知

道他在不在李家院子。”农会主任杨秀才插话道：“这个不用你

管，你只负责给我们带路，叩门，按我们说的去做就行了。”张村

长又对叶某说道：“这次你如果真心实意协助我们捉到陈双全，

你就立了功，如果你要耍花招，走漏消息，我们就当场枪毙你。”

叶某连连表示：“决不暴露，决不暴露，一定协助，一定协助。”随

后，文曲村3位领导碰了一下头，由农会主任将叶某带到隔壁小

屋，再次给他交待政策、打气，交待引出陈双全的办法等细节。

张村长和唐队长立即周密布署，调兵遣将。为了应对突发

情况，将从军多年，有实战经验的复员军人杨沛霖通知参加行

动。张村长等人迅速制定了活捉陈双全的两套方案：一是引出

陈双全在屋后坟坝活捉，二是杨沛霖装扮成“乌金老跳”随叶某

一同进屋，伺机捉拿。首先采用第一套方案，如陈双全不出来，

就采用第二套方案。

农历正月的夜晚寒风刺骨，从文曲村到新集村约有十来里

地，张海滨等人带着战斗前的兴奋从文曲村出发了。当夜正是

年宵的前几天，人们还沉浸在解放后第一个春节的喜悦中。

10时许，大地渐渐沉睡下来，村后箕山坡上的松林随着夜间寒

风发出的阵阵涛声和偶尔传来的犬吠更衬出夜的宁静。从粽

粑店去新集村的小路上，一行人借着月光匆匆地行走着，他们

有的背着长枪，有的拿着梭镖（形似长矛），有的腰间别着手榴

弹。文曲村复员军人杨沛霖一身“乌金老跳”的打扮，与武装队

长唐树云及叶某走在队伍前面。约11时许，他们风尘仆仆地

赶到了李家院子，张海滨一个手势，一条条黑影就消失在夜色

中，将李家院子围得水泄不通。叶某和唐队长蹑手蹑脚地摸

到李金廷后门，从门缝里窥探陈双全确实在李金廷家，他们

折返后，将兵力

重点布置在李

家院子后坡的

坟场四周。

（未完待续）

（区档案局供稿）

金龙镇：

交通安全宣传教育进校园
本报讯（记者 范 辉 通讯员 徐荣键）为进一步提高中小学

生交通安全意识和自我安全防护意识。近日，金龙镇交安办工

作人员在辖区金龙中学组织师生和家长开展了以“关爱学生，

平安出行”为主题的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活动。

宣传活动中，工作人员结合学校周边及学生上学、放学期间

的道路交通安全实际情况，讲解了学生在上学、放学途中可能遇

到的一些交通安全状况。比如，在横过公路时要注意观察来往车

辆、走人行横道与不在公路上嬉戏打闹等应掌握的一些交通安全

常识，并结合交通事故案例深刻剖析交通违法行为的危害性。

活动现场，师生们还表演了原创交通安全小节目，以自身

为宣传源，现场向爸爸妈妈、爷爷奶奶和亲戚朋友宣传交通安

全知识，让更多的人了解交通安全知识，文明参与交通，创造畅

通、和谐的交通秩序环境。

活动最后，交安办工作人员耐心告诫同学们要时时把交通

安全法规放在心中，拒绝搭乘无牌无证、黑车、摩托车以及超员

等未有安全保障的车辆，确保个人的生命安全。不断增强“文

明交通、从我做起”的安全意识，自觉遵守交通法规，养成良好

的通行习惯，争做文明好学生。

本报讯（记者 张 玲）6日，记者从区

卫计委获悉，近年来，我区把流动人口服

务融入到公共卫生服务，强化留守儿童家

庭抚育教育功能，强化流动人口慰问关

怀，营造全民健康氛围。

一是让流动人口享受到均等的公共

卫生服务。实施流动人口计划生育免费

“一卡通”服务。截至10月31日，为流入

人员建立健康档案15646人，建立20个

健康促进家庭和1个流动人口健康促进

示范学校（望城小学），并在流动人口数量

较多的社区、企业和学校等主要场所设置

健康教育宣传栏和资料发放点，定期开展

卫生和计划生育基本公共服务政策宣传

活动，定期举办传染病防治等健康知识讲

座，定期组织关爱流动人口健康义诊活

动，提高流动人口健康素养，引导流动人

口更好地接受服务。全区已在59个社

区、142个企业、27个学校设置健康教育

宣传栏，发放流动人口健康素养等宣传手

册15000余份、健康支持工具包5600余

个。二是强化留守儿童家庭抚育教育功

能。增强留守儿童家长的监护意识和健

康意识，促进留守儿童身心健康、全面发

展。利用“天使在身边”志愿服务活动，积

极为留守儿童宣传卫生健康知识。计生

办核准留守儿童信息，对残疾、困难留守

儿童进行物质上的帮扶和慰问。卫生院

加强留守儿童保健服务和疾病防治，做好

农村留守儿童强制报告、医疗救治、评估

帮扶，做好农村留守儿童的健康教育工

作，对留守儿童每年进行一次免费健康体

检。并建立了重点帮扶制度。各卫生院

的正、副院长，卫生科科长、村医、计生办

干部、卫计妇幼助理员帮扶一名最需要关

爱的留守儿童，对其健康情况进行全面跟

踪、随访，发现问题及时处理和报告。三

是强化流动人口慰问关怀。开展流动人

口“关怀关爱”活动，走访返乡农民工，开

展健康宣教，提升流动人口卫生计生政策

知识和健康知识知晓率。

我区让流动人口享受均等化服务

汇龙小学举行第十三届校园读书节文艺汇演

5日，汇龙小学举行“阅读伴我成长，运动助我健康”第十

三届读书节文艺汇演。同学们用歌舞、话剧和新编课本剧等表

演形式，展现了对读书的热爱和对经典名著的理解。

图为汇龙小学一年级九班演出。 记者 刘 灿 摄

新时代科技创新先锋
永川区第三届优秀科技工作者风采

张莉莉指导学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