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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8 月，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以全省第一进入到“湖南省卓越中等职业学
校”建设项目首批实施单位当中，完成了学
校“一流职教 卓越职校”大目标的基础，全
体高新工程人迎来了新的挑战和发展机遇！

国家级重点，省级优秀示范性中等职业
学校,名列榜首的湖南省首批卓越中等职业
学校———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是由长沙
高新区教育局主办、长沙市教育局主管的公
办职业学校。 学校主要设置加工制造、电子
信息、建筑工程等 11 个专业。

学校一直以来立足本地企业，立足高新
园区，立足电子信息、加工制造、移动互联网
等支柱产业，坚持为长沙高新区产业转型升
级培养技术技能型人才，服务区域经济社会
发展。 学校先后获得全国教育科研先进单
位、全国职工培训优秀示范点、全国“文明风
采”竞赛优秀组织单位、湖南省职业技能鉴
定工作先进单位、长沙市德育工作先进单位
等荣誉。

近年来，长沙市教育局探索和总结出了
“三自三成两奠基”的德育工作模式，为学生
的终身发展和职业生涯奠定基础。 在此影
响下，学校狠抓“五个坚持”：即坚持实施以
党员和德育辅导员联班为标志的全员德育；
坚持每周开展不同形式的主题教育；坚持开
展“一米黄线”、“三十秒整理”等系列养成教
育；坚持对学生进行心理疏导，注重学生心
理健康教育；坚持家校良性互动，形成以“百
名教师走千家、关爱困难学生”为引领的温
暖工程新常态，让德育教育入脑、入心。

坚持全员德育
构建思想教育网格化

我们在学校总支副书记黄立办公桌上
发现， 学校党总支书记罗伟光不仅担任校
长，还是电子商务 15404 班的联班党员。

原来，多年来，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
秉持“立德崇高，精技惟新”宗旨，即以“做事
先做人”、“德育为先技能为重、 只只蚂蚁捉
上树”， 创新全员育人理念。 学校党总支负
责学生德育工作，下辖学生科、团委、专业组

（每组有一名德育副组长）。 除每个班级配
备一名班主任之外，学校党总支根据实际情
况将每一个党员安排到班，实施党员联班制
度。 一个党员，一面旗帜。 关注班级思想动
态、解决班级思想困惑、提升班级思想境界；
学生科根据任课情况将每一名任课老师安
排到班，实施辅导员跟班制度。一名辅导员，
即是一名服务员。 对每个班级生活中的问
题，学习中的疑点，工作中的困难逐一进行
指导。 此外，为了加强针对各类不同学生群
体的思想教育工作，把学生思想政治工作做
深、做实、做细，该校还一直保持着招生联系
老师与学生谈心制度。

坚持主题教育
打造每周教育新亮点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每周通过形式
多样、特色鲜明的教育方式来引导学生健康
成长，让学生学会学习、学会感恩、学会做
人。 学校以素质教育为核心，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教育教学活动，多层次、全方位培养学
生的组织能力、团队精神、科学态度、兴趣特
长、创新意识和实践能力。 就在刚刚过去的
2015 年 11 月 16 日， 学校后勤服务中心组
织了国旗下思品教育，主题为“节水、节电、
节粮”三节教育。 通过教育活动，增强了学
生的节约意识， 培养了学生的勤俭美德，减
少了学校运行成本。 诸如此类活动的开展，
进一步陶冶了学生情操， 促进师生间的交
流，凸显了德育的实效性。

坚持养成教育
促进良好习惯养成

该校实施的特色育人工程最大的亮点
之一是狠抓养成教育。 特别是“三十秒整
理”、“一米黄线”、“准职业人轮流值周”等深
入人心。

学校要求学生离开教室、实训室、寝室、
运动场、餐厅在“三十秒”或 N 个“三十秒”
内快速做好整理工作，该校用“铁”的纪律、
用企业的管理模式在规范学生日常行为。

采访正值学生周五放假回家。 看着几
千人在 20 多分钟内全部有序、安全离校和
师生温馨话别的场景，我们不得不佩服学校
养成教育如此成功。“孩子选择你们学校，

我放心！ ”一位家长在校门口看到学生有序
放学的场景时深有感触地对学校保安说。
每个周末放学，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学生
科都是在用心组织，分楼层有序地由领队学
生举着班牌统一引导放学，由班主任亲自送
上公交车。 送学生上车的一位班主任陈老
师说：“到家后记得回信息哦！ ”原来，该校
一直坚持学生周末返家信息反馈制度，要求
学生返家后， 必须于当晚 21：00 前将学生
返家情况反馈至主管校长。

坚持心理教育
培养健康阳光心态

据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心理咨询室
主任雷晓莉介绍：学校很注重培养学生树立
阳光心态。 该校 2015 年心理咨询室共接受
学生、家长咨询 379 人次。 我们了解到，建
筑工程施工专业 15 级新生孙同学， 有过 4
次咨询记录。 雷晓莉说，通过摆沙盘等活动
老师们发现他很自闭，很焦虑，心结打不开，
有犯罪倾向。 心理咨询师轮流与其多次交
流，与其家长沟通、支招，现在孩子疑虑解除
了，心态基本稳定了，恢复了往日的活泼与
阳光。 人变得自信、变得宽容、变得乐观、变
得自尊、变得友善。

心理咨询室雷主任指着一本咨询台账告
诉我们，每一页台账就是一个曲折的故事，每
一个故事就是一段心理咨询老师艰辛的工作
历程。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几年来坚持心
理疏导、心理健康教育，确实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真正达到改变人、塑造人的效果，基本达
到了“做事先做人”的培养目标。

坚持家校互动
推动温暖工程上台阶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坚持以生为本。
学校德育副校长余晖光介绍，2013 年以来，
学校一直推行“温暖工程”。 班主任、任课老
师坚持每个假期都有 3 天“在路上”，利用
假期组织家访。

每年寒暑假，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的
教职工以专业组为单位，采用“电话预约，逐
个登门”的办法，走村串户进行家访。 几年
来，他们走访了 3672 个学生家庭。 通过家
访，了解学生家庭的情况，了解学生在家里
的表现；为学生家长带去教育法规、职业教
育的优惠政策、学校办学理念、办学特色；普
及家庭教育知识，帮助家长提高家庭教育水
平； 收集家长对学校工作的意见和建议，赢
得家长对学校工作的理解和支持。 同时，家
访小组还为学困生和贫困生家庭送去实实
在在的温暖和帮助。

寒假即将来临，在学生科席先华科长处
了解到，学校正制订新一轮的家访计划。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对家访的要求
是，要把每一个学生都放在心窝里。 而学习
困难、经济困难、身体（残障）困难的学生家
庭是他们家访的重点对象。 每一次家访，他
们都会针对学生的具体情况，送去不一样的
帮助。 记得家住宁乡、 来自加工制造组的
12202 班贺明和 12201 班的姜振彪同学就
列在了钟燕老师 2014 年寒假家访名单之
中。

2014 年 1 月 18 日，加工制造组陈立统

和钟燕老师等一行 5 人， 驱车在崎岖的山
路上跋涉 100 余公里， 两个多小时后抵达
宁乡县黄材镇。 他们第一个走访的对象是
贺明同学家。 一个原本幸福的家庭近几年
却接二连三遭遇不幸。 父亲身患重病，花费
巨额医药费后不治身亡。“屋漏偏逢连夜雨，
船迟又遇打头风”，姐姐也突发白血病，随爸
爸而去，剩下母子俩相依为命。 母亲高度近
视，无法从事正常的劳作，只能靠舅舅的资
助读书。 当时贺明同学边学习边在学校食
堂勤工俭学，为家庭减轻经济负担。

更让老师感到震惊的是， 高考 12201
班姜振彪同学的家庭更加困难。 空荡荡的
房间里“一贫如洗”。 一声不吭的父亲、年
迈的爷爷、 奶奶和一个怀着大学梦的孩子
……钟燕老师告诉我们，他母亲在其三岁时
就离家出走， 父亲因此精神失常。 几年前，
姜振彪由七十多岁爷爷送到学校报名时的
情景至今仍历历在目，老人颤颤巍巍地掏出
的学费是散发着霉味、勉强凑够的一大摞十
元、五元和一元零钱。 钟老师说，接过这摞
沉甸甸的学费， 也接过了一份沉甸甸的责
任。 通过三年的学习，原本害怕与人沟通的
姜振彪变得开朗活泼了许多，能积极主动地
投入到班级管理中，曾被评为学校“雷锋式
美德少年”。

接过老师送来的“500 元住宿费”免缴
单、食用油、大米等爱心物资，两名学生的家
长都感动得热泪盈眶，分别表示“感谢学校

领导的关怀，感谢老师的悉心教导！ ”“要
是还有小孩读书，一定要送到长沙高新技术
工程学校去。 ”

校长、党总支书记罗伟光介绍，假期家访
活动是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温暖工程”的
一部分，也是学校德育活动的一部分，家访要
真正“走进学生家里，走进学生心里”。

扶贫扶困也是学校德育工作的重点。
为此，学校每学期为 40 名以上的学生免除
了住宿费，为 58 名以上的学生提供勤工俭
学岗位，他们利用课余时间在学校食堂整理
餐具、打扫卫生，补贴生活开销。

家访，一起走在爱的路上；温暖工程，一
直在高新工程续延。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
校坚持有温度的教育！ 近年来，就读该校的
学生越来越多，多年的坚持换来了家长的口
碑， 更赢得了社会的点赞———“长沙高新技
术工程学校的老师‘眼中有人’！ ”

瞄准新目标，铸就新辉煌
办学 32 年，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早

已成长为湖南省最具民生影响力教育品牌。
面对未来，校长罗伟光充满信心：学校将以
卓越职校创建为契机，按照国家提出的构建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总体思路， 自加压力，
负重前行。 通过名师引领，内涵发展，内行
管理，实施集团办学，加强专业群建设，推进
治理能力建设，深化国际合作，追求新卓越，
铸就新辉煌！

德育“五个坚持”促卓越职校跨越发展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德育工程纪实

迈向高新，卓越的校领导班子。

每月一次的“道德讲堂”进课堂。

健康积极向上的阳光大课间。

美丽如画的学校运动场。 （本版图片由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