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6 都市圈
2019 年 3 月 27 日 星期三 主编 赵本春 责编 李德强 视觉 胡颖 沈思明 责校 曹珂

○
“十里桃花，
不如坚持的你！”
○“学生问是态度，老师解答是能力，如果老师批
评学生问的问题就是品质问题了”
○“学生不分好坏，每一个学生的成绩提升，都是
一个家庭的幸福来源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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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学老师
“Boy 哥”
心底也有诗和远方
爱国情 奋斗者
带病坚持上课
刘雪峰是重庆外国语学校的一名数学老
师，2018 年上半年，他在医院检查出严重疾病，
腰部做了手术。术后，医生建议他休养 3 个月，
可是 11 天后，
同事们却在学校见到了他。
面对大家的询问，刘雪峰笑了笑，
“孩子们
就要高考了，
我不能缺席。
”
其实，在同事们眼中，刘雪峰一直是个“拼
命三郎”。为了让学生感受到自己的专业能力
强和课堂教学魅力，上课之前他常常要求自己
给自己试讲，把教学环节备细备全，讲课时触
类旁通，
举一反三。
一次同事聚会上，有人问刘雪峰，你都教
了 10 多年了，上课怎么还是那么激情四射，还
是那么投入？
刘雪峰却说，
“在这个世界上除了上课，没
有什么事情能使我持久保持生命热情。只有
自己投入了，才能感染学生。”所以，在他的课
堂上，每一节课都是激情四射，他会不时插入
一些鸡汤或者笑话带动课堂氛围。一位学生
笑着说：
“自从分班不能上‘Boy 哥’的课，我就
时常怀念当初他的那些经典语录。
”
“Boy 哥”这个名字是何来头？原来，选择
题中 B 这个选项，刘雪峰带着口音读起来和英
文 Boy 极为相似，学生们开玩笑给他取了这个
名字，一来二去传开了，刘雪峰却很喜欢这个
称呼，
“这样不仅可以拉近我和学生的距离，而
且多年后，他们也不会忘记我。
”

陪着学生一起答疑
在教学过程中，刘雪峰并不主张学生搞题
海战术。他习惯让学生总结错题，在他看来，
如果一个知识点不弄清楚，做再多的题依然会
错。在他所教班级学生的习题册上，往往都写
满了红笔的印迹，所以，他的班级一直流传着
这句话：
“一支红笔敲开大学之门”
。
曾经，在刘雪峰刚接手一个新班级时，学
生都不喜欢问问题，不会就放在一边不管了，
或者等着老师上课去解答。
刘雪峰则始终向学生强调“勤奋的男生最
帅，踏实的女生最美”。为此，他还给学生承
诺：周内每天中午午休时间和晚上读报时间，
他都在办公室给学生答疑，解决他们学习中遇
到的困惑。在刘雪峰的鼓励下，学生们养成了
勤问、善问的好习惯。

工作中的刘雪峰。▲
▲

刘雪峰给学生讲解作业。

刘雪峰从不会放弃任何一名学生，即使成
绩再差，他总会抽出空闲时间陪着学生一起看
书，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从兴趣开始培养。
“人
都是有感情的，真心实意地付出以后，学生一
定会用成绩回报给你的。
”
他记得有个叫小睿的女同学，数学基础不
好，聪明但学习习惯不好，勤奋也不够。刘雪
峰多次与她交流，
耐心地进行思想疏导。
为了鼓励她坚持下去，刘雪峰曾在她的改
错本上写道：
“ 十里桃花，不如坚持的你！”现
在，无论刘雪峰在不在办公室，小睿都坚持每
天中午和下午放学后，在刘老师的办公桌旁改
错，正是有了这样的付出，这样的坚持，小睿的
数学成绩后来一直名列前茅。
现在午休的时候，刘雪峰的办公桌旁总是
围着很多学生，无论什么样的问题他都会耐心
解答。有难度的问题他深入讲解，简单的问题
他开阔学生思路。刘雪峰说：
“学生问是态度，
老师解答是能力，如果老师批评学生问的问题
就是品质问题了。
”

经验丰富善于分享
刘雪峰当了 6 年班主任，他觉得班主任虽
然辛苦，但更容易接近孩子。尽管现在他不做
班主任了，也依旧坚持要走进每一个学生内心
的理念。他喜欢上课前提前到教室，和学生谈
心。因为刘雪峰幽默开朗的性格，学生也愿意
和他敞开心扉。
赵雅妮同学说：
“Boy 哥不光让我在数学
成绩上有所提升，也教会我很多做人的道理，
在高中阶段能遇见这样的老师很幸运。
”
“关爱一个学生，幸福一个家庭”是刘雪峰
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学生不分好坏，他可能
在班级中成绩差一些，但是他在家中还是宝
贝。每一个学生的成绩提升，都是一个家庭的
幸福来源之一。
”
数学组的董老师说，刘雪峰带来了榜样
的力量。之前到办公室来问问题的只有刘
雪 峰 的 学 生 ，而 现 在 ，越 来 越 多 班 级 的 学 生
都敢于问问题了，办公室也有了浓厚的学习
氛围。
同组另一名年轻老师，由于经验尚浅不
能担任高三老师。刘雪峰就帮助她，让她去
听自己的课。在刘雪峰的帮助下，年轻老师
进步很快，破格升为高三数学老师。
“ 我一路
的成长离不开峰哥的帮助，他和学生的相处
方 式 、上 课 时 简 洁 的 语 言 等 都 值 得 我 去 学
习。”
刘雪峰总是谦虚地把自己比喻成小草，他
认为只有学生在的地方才能发挥他的价值。
他说：
“ 未来还将继续努力，用心成就事业，用
爱铸就希望。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林祺

2018 十大重庆经济年度人物评选候选人：
张友遵

智慧税务从无到有 让远见影响未来
事张友遵。

破釜沉舟 押宝重庆大数据
“富矿”

从 2012 年，电子发票刚刚在重庆等国内少
数城市试点，到 2018 年，一年开具了 39 亿多张
电子发票；这不仅是数字上的
“井喷”
，而是质的
飞跃。
电子发票发展的这 7 年，对于重庆远见信
息产业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远见集团”
）而
言，更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参与制定中国电子
发票国家标准；成为“互联网+税务大数据风险
管理重庆市工程研究中心”
；打造重庆最火的十
大手机 APP，既可查验发票真伪，还能获取红
包；
推出手机办税；
荣获第三届中国国际大数据
产业博览会 2018 年度创新企业、2018 年度优
秀大数据企业……
如此多的成绩加身的背后，有一个人不容
忽视，这个人就是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执行董

对于智慧税务，85 后的张友遵有着特别的
“执念”。每日 9 点钟上班，但他总是 6：30 就起
床，
提前回复电子邮箱里各种邮件，
查看公司的
每个项目进展。就在与记者碰面的前一刻，他
还刚刚调整了早会时间。
7 年前，张友遵决意脱离过去，来到远见集
团。在此之前，他从英国伦敦政治经济学院运
筹学、数学及统计学等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随
即进入英国顶尖的数据分析公司担任商业智能
分析师。对张友遵而言，
彼时事业顺风顺水，生
活安定。
“然而，国外的大数据市场却让我兴奋不
起来。”张友遵说，当时，尽管国外的技术比国
内超前、成熟，但约束较多、场景有限，无法大
展拳脚。
由于妻子是重庆人，张友遵很快将目光锁
定重庆，锁定“远见”。
“ 人口基数大，3000 万人
口所产生的大数据，将诞生出很多有价值的可
能，
加之其充满活力。而
‘远见’是和京东、海尔
等首批试点电子发票的五家公司之一。
”
经过认
真的思考和对未来的预判，张友遵毅然选择了
回归。
“然后，
我发现这着棋押对了。
”

率先出击 抢占智慧税务先机
“初来乍到”
的张友遵，
一点儿也不
“怯场”
。
尽管当时，国内的电子发票才刚刚起步，人
们甚至还没形成开发票的习惯，但之前国外的
工作经历，让他更能深刻地了解到大数据对营
销、服务及人类行为所能造成的影响，
也让他更
加确信数据可带来的价值。
“电子发票能为社会提供的价值会逐步体
现，
未来，
利用信息化技术结合大数据及人工智
能，
一定可以产生更多的场景，
创造更为丰富的
价值。”于是，张友遵开始组建团队。大量的技
术就要大成本投入，要跟时间
“抢跑”
，才能跑在
行业前面。
但开局却频频受挫，政策的变动，
技术的垄
断……
“想要抢占市场，
自己得有
‘两把刷子’
。
”
通
过自主研发，张友遵先后带领团队成功完成了
网络（电子）发票、
“互联网+有奖发票”
、移动政
务系统、多类型数据交换平台、全链条防伪溯源
系统、智能咨询服务系统、IDC 机房等项目，真
正实现让数据多跑路，
群众少跑腿。

2015 年，重庆全面推行手机发票；2017 年国、
地税电子税局客服中心落户远见……从线下到
线上，再到手机 APP，到如今的微信小程序、支
付宝，
腾讯、用友、中软国际等都是其
“小伙伴”
。
但张友遵和他的团队却丝毫不敢懈怠。
“我
们 200 多人的团队中，几乎全是 90 后，我是‘拖
后腿’的。”在张友遵看来，时代在变，大数据在
变，
需求也在变。
5G 时代，唯快不破。
“ 我们将把 AR、VR，
以及 AI 等技术运用到智慧政务中去。”张友遵
说，今年内，将实现 QQ 扫描印刷品即可观看视
频，
了解企业信息，
“渝小税”也将逐步实现图片
提问，
听懂方言等功能。
张友遵说，有了远见，也许不能预见未来，
但却可以影响未来，愿景是美好的，
却需要脚踏
实地地去实现。
上游新闻记者 严薇

不拖后腿 做影响未来的前行者
2014 年，重庆开出了全国首张电子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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