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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首个全产业链装配式
建筑生产基地投产

职工故事

一家三代五位教师
教育世家的 70 载坚守与传承
■全媒体记者 黄细英 通讯员 王凡 甘杰
在广东教育系统中，有不少家庭是“教师世家”。教育在他们的大家族里，不仅传承的是一种
职业，更是一种家风。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生命科学与工程学院副院长、副教授陈济铛家庭就是其
中之一，从上世纪 50 年代起，他们一家三代有 5 位陆续投入教育事业，他们使用的教学工具，从

■产业工人正在对预制叠合楼板模具进
行自我检查
郗建新/摄

粉笔黑板到触屏投影，也见证着新中国教育事业的发展。

▲父亲陈建红在授课

▲母亲张容在授课

▲陈济铛在授课

单位供图

祖辈坚守山区 30 载 为农村孩子打开知识大门
“小的时候，
祖父盘坐在客厅的长椅
上，把我们叫过去抓着我们的手练毛笔
字。”
“85 后”陈济铛至今还记得，祖父总
是把那句话挂在嘴边：
“你们一定要好好
读书，
读好书才是我们家的出路，
才能对
这个社会有贡献。”就这样，
“努力读书，
贡献社会”
成了陈家的家风，
一传三代。
1951 年 9 月，陈济铛的祖父陈经镇
来到茂名县金塘小学成为一名语文教
师。他从教长达 38 年，其中前 30 年都

在粤西老山区一线教学，环境条件十分
艰苦，他积劳成疾，患上较严重的哮喘，
晚年基本上是在病床上度过的。
在金塘小学任教时，陈经镇认识了
他的人生伴侣——比他小两岁同为语文
老师的张丽华。
“祖母是一名小学高级教
师，
曾两次被评为县级先进教育工作者，
她先后在七所学校教书，无一例外都是
在边远山区中的农村小学，条件非常简
陋，有的教室是泥瓦房，房顶都会漏水，

每逢到台风暴雨之时，
外面的雨下多大，
课室里的雨就有多大，泥地面上到处都
是坑坑洼洼的积水，但没有老师和学生
会被这样的困难吓倒而辍教、辍学。”陈
济铛告诉记者，
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下，
祖
母在粤西山区农村小学坚守了 33 年，哪
里有需要就到哪里去，努力帮助农村孩
子打开一道道知识的大门。在这些孩子
里，
也包括了他们的四个子女，
陈济铛的
父亲陈建红就是其中之一。

父辈潜心教研为兴农 为广大农村基层养殖户解难题
陈建红是硕士研究生导师，受祖父
母默默奉献精神的影响，他从小就立志
要成为一名教师。1978 年 7 月，陈建红
参加高考，被佛山兽医专科学校（现佛
山科学技术学院）录取，1981 年毕业后，
他留校工作，一方面抓紧一切机会进修
提高，一方面脚踏实地从事禽病诊断防
控教学与研究的专业工作,历任讲师、副
教授和教授，潜心科研和教学，用扎实
的专业知识为广大农村基层养殖户解
决重点难点问题，曾主持完成科研课题
20 余项，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因教学科研成果较突
出，陈建红 3 次获得广东省先进教师称

号，
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在陈济铛眼里，父亲不苟言笑，他
小时候都不太敢和父亲交流，但随着年
龄增加，生活和工作经历的不断积累，
他逐步体会和理解父亲的用心良苦。
无论是学业安排、职业规划还是为人处
世等，
都受到父亲潜移默化的影响。
“我对自然科学的兴趣之门是父亲
给打开的。”陈济铛深刻记得父亲给儿
时的自己解释细菌染色镜检实验的过
程，那时只有几岁的他指着载玻片问父
亲：
“爸爸，为什么要在这上面滴紫色的
东西啊？”父亲笑着说：
“ 我们现在要给
细菌拍照，所以要给他们穿上漂亮的衣

服，化个美美的妆，这样才能拍得漂亮
啊！”就这样，陈济铛步入了自然科学的
殿堂，并逐步建立起成为一名科学研究
者的信念。
父亲几十年为农业事业发展贡献
力量，也带动了陈济铛积极投身当前乡
村振兴大业的建设浪潮。父亲也是第
一个动员陈济铛加入中国共产党的
人。母亲张容是高中物理高级教师，自
陈济铛懂事起，母亲就经常讲各种忠党
爱国的故事，旅游时会专门带他去参观
革命遗址。长期受父母爱国爱党教育
的影响，2008 年，陈济铛加入中国共产
党，
成为一名光荣的共产党员。

三尺讲台 父亲传授教案并亲自示范
受 父 亲 影 响 ，陈 济 铛 也 走 上 了 动
物医学专业之路。他在填报高考志愿
时，清一色写的是农业高校，专业清一
色 是 动 物 医 学 专 业 ，而 且 不 接 受 调
剂。陈济铛本硕博均就读于华南农业
大学兽医学院，2016 年留美深造后，毅
然回国入职佛山科学技术学院生命科
学与工程学院，从事兽医学的教学和
科研工作。
跟 随 祖 辈 和 父 母 的 脚 步 ，2016 年

陈济铛也踏上了三尺讲台。
“ 父亲把他
每节课的教案、课件全部交给了我，每
天示范讲两节课，一边讲一边解释课
程 内 容 结 构 、重 难 点 分 布 、授 课 的 节
奏，甚至细到每一个关键句表述的语
气和停顿。”跟着父亲学习，陈济铛能
感觉到父亲的用心用力，由此备受鼓
舞。
作为广东省乡村振兴战略专项资
金资助的农村科技特派员团队核心成

员，陈济铛经常运用专业知识到生产一
线为养殖户解决生产问题，定期下乡开
展培训，为精准扶贫，实现科技兴农，建
设美丽乡村贡献力量。
一晃 70 载，转眼三代人。从山区到
城市，从小学、中学到高校，陈济铛一家
人始终坚守在教育战线上，全心全意为
祖国建设和社会发展培养输送人才。
“我一定要将这个讲了 70 年的故事续写
下去。
”
陈济铛说。

本报讯 （全媒体记者郗建新 通讯员
吴海莹）
“以前工地开工机器响轰轰，
讲话
都要大声吼，
尘土满天飞。采用装配式建
筑后，
许多材料都是工厂直接生产好的预
制构件，建筑垃圾少了，更环保了。”在建
筑行业工作了 17 年多的“老兵”郑家芬如
是说。7 月 13 日，
广州第一个全产业链装
配式建筑生产基地——中建·智造基地在
花都区马溪工业区内正式投入使用。
该基地拥有全自动生产线 7 条，
负责
生产房建构件、基础设施构件、园林绿化
构件，
以预制柱、
预制墙板、
预制凸窗等产
品为主，年产装配式建筑预制构件 15 万
立方，
是广东省房建构件装配式产业板块
的“生力军”。
“一件高质量成品构件的出
品，全过程仅需 10-12 分钟，装配式建筑
的施工与传统施工相比不仅环保，
也节省
工期！
”
该生产基地负责人汪嫄全说，
传统
的混凝土浇筑需要工人多次跑上楼面作
业，
浇筑完还要等混凝土凝固了才能进行
下一步施工，一旦遇到下雨或低温天气，
施工就被迫停止。而装配式建筑，
则把许
多工序留在了工厂里，减少对人工的依
赖，
提高了生产效率、
大大缩短了工期。

深圳龙岗区龙城街道总工会

举办手绘团扇
DIY 制作体验活动
本报讯“今天的活动，既让我们增
长了见识，还让我们感受到中国传统手
工之美。”7 月 14 日，深圳市龙岗区龙城
街道总工会 2021 年第六届职工文化节职
工“提素工程”之“巧手绘团扇·摇曳中国
美”手绘团扇 DIY 制作体验活动举行，此
次活动共分三期，
每期 40 人。
活动中，专业的手绘团扇 DIY 制作
培训老师讲解了色彩的原理及运用方
法，颜料的用色和调色的方法，团扇绘制
的技巧及注意事项等，老师一边讲解一
边示范，学员边听边记边实验，现场气氛
活跃。经过 1 个多小时的精心绘制，
一幅
幅各具特色的画面跃然扇面，一个个独
具特色的手工作品呈现在眼前。
龙城街道总工会工作人员介绍，本
次体验课程是龙城街道 2021 年提素工程
重要组成部分，旨在通过学习传统文化
手工，丰富广大职工业余生活，提高职工
工作热情，陶冶职工文化情操。为对职
工提供精准服务，龙城街道总工会开展
了职工服务需求调查，以个性化、多元
化、定制化的方式，制定 2021 年职工“提
素工程”工作计划。
（杨诗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