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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职业院校要加强与职业技能鉴
定机构、 行业企业的合作， 积极推行
“双证书”制度。

———摘自湖南省 《关于深化职业
教育教学改革全面提高人才培养质量
的实施意见》

“双证书”让学生就业好
5月初，正值高校毕业生四处找工

作的时节，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
院（简称“长沙环保职院”）2013级学
生李成才， 已经安心地在一家环保公
司实习几个月了。 他说：“今年工作好
找，我们能在两三个岗位里挑一挑，选
自己最喜欢的。 ”

长沙环保职院院长吕文明介绍，
近3年来，学院毕业生就业率一直稳定
在92%以上，对口就业率超过85%，均
居全省前列。

为何该校毕业生这么俏？ 吕文明

认为， 这跟学校推行的毕业证和职业
技能证“双证书”毕业制度密不可分。

2002年，长沙环保职院成立了国
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为学生开展的鉴
定职业工种达35个， 涵盖学校所有专
业， 成为迅速提升学生实践能力的平
台。 为了帮助学生顺利考取职业资格
证，学校采取了“三模式”———职业标
准与专业课程教学计划相结合， 鉴定
标准与教学内容相结合， 鉴定考核与
课程考试相结合， 让学生既会考也会
干，成为真正的高技能人才。

毕业后到广西一家知名废水处理
厂工作的罗煜峰，在校期间十分刻苦，
他一口气考到了废水处理工、 室内空
气检测工等多张高级资格证书， 相当
于已工作好几年的员工职业水平。 去
年，他当上了厂长，年薪10多万元。 罗
煜峰说：“考取资格证书不能光凭死
记硬背，还需要真正掌握多项技能操
作。这些让我的职业生涯更有后劲。”

在刚刚结束的湖南省直“挑战杯”

创新创业创效比赛、 长沙市第十三届
大学生科技创新创业大赛中， 长沙环
保职院与全省高校同场竞技，共获得5
枚金牌，跃居全省前列。指导老师杨利
平副教授认为， 这也得益于职业技能
鉴定的全面推行，“创新不仅点子重
要，高超的技能水平同样重要”。

职业鉴定服务两型社会
2007年12月,长株潭城市群被国

家确定为两型社会试验区，需要大量
环保人才和技术支持。

长沙环保职院积极响应，以建设
“美丽中国” 和生态文明输送环保人
才作为发展目标， 主动联系省内外
80多家的科研院所、环保企业、高等
院校， 包括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中
国环境规划院、 中国环境监测总站3
家国内环保领域最高科研技术机构
在内， 组建了环境保护职业教育集
团，借风行船，助推“美丽湖南”。

学校每年面向社会开设各类环

保培训班，其中国家职业技能鉴定所
每年都要为几十家企事业单位提供
培训和职业鉴定。 去年，长沙市水质
监测中心派来14名职工进行水环境
监测工鉴定。为了保证他们都能顺利
通过，鉴定所派专家指导他们组织开
展培训。 技能鉴定所所长李支援说：
“这些员工有的年龄偏大， 有的文化
程度比较低，培训表面上看是帮助他
们通过鉴定，实际上也是帮助他们提
升职业技能。”最终，在老师的悉心指
导下，他们全都获得了高级资格证。

据不完全统计， 长沙环保职院为
省内14个市州和100多个县（市、区）
环保局、环境监测站、环境科研所，培
训、输送了大批环保技术业务骨干。同
时，为湖南永清环保集团、武汉宇虹环
保公司、 北控水务集团等国内领军企
业，培训、输送了大量技术岗位人才。
学院先后编制了6项环保行业国家标
准、 主持制定1项地方环境保护标准，
被誉为中国环保行业的“黄埔军校”。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戴勤
蒋剑平）5月3日， 隆回县横板桥镇党
委副书记宁炳炎告诉记者，这次乡镇
党委换届风清气正，自己当选前后未
花一分钱请吃请喝。

据了解， 在今年乡镇党委换届
中，隆回县致力筑牢纪律防线，严格
遵守“九个严禁、九个一律”，并根据当
地实际，提出了“四不准、两活动、两承
诺”要求。“四不准”即不准迎来送往、
不准开欢送欢迎会、 不准相互吃请互
送礼品、不准燃放鞭炮；“两活动”则要
求拟任乡镇党委班子成员当天上午参
加谈话，当天下午报到，当天晚上参加
所在支部组织生活会和“两学一做”学
习教育；“两承诺” 指由乡镇党代会安
排专门议程， 新当选乡镇党委书记代

表新班子公开作“履行基层党建责任
承诺” 和“廉洁自律承诺”。

为确保严守换届纪律要求不走样，
隆回县还成立10个换届风气督导组，对
24个乡镇换届选举工作进行全过程、全
方位、全天候督促指导，每名组长每天
直接向县委组织部汇报情况，县委组织
部部长每天早晚各调度一次。

通过细化要求、压实责任，隆回县
乡镇党委换届工作进展顺利。 至4月30
日，全县24个乡镇全面完成党委换届工
作， 共选举产生新一届乡镇党委委员
210名、纪委委员120名、出席县第十二
次党代会代表259名。 所有新班子成员
迅速完成角色转换，进入工作状态。整个
换届过程中，未发生一起违纪事件，被邵
阳市委指导、督导组评价为“细、实、严”。

湖南日报记者 贺威 通讯员 张扬

有11万人口的涟源市桥头河镇，
根据义务教育适龄入学儿童分布情
况，保留了两个只有一名教师的教学
点。 5月4日，记者来到车田和青龙教
学点，实地感受一个老师的精彩。

有一个学生教学点就不撤
7岁的廖谨柯， 在车田教学点读

一年级。 他家距学校有半个小时路
程，是班上6个同学中最远的。 上午8
时10分后，廖碧玉老师站在教室门口
等候，廖谨柯等6名学生陆续到校，端
坐在教室里晨读。

“两年前，学校只剩我一个老师
了。 车田村支书说只要你在，学校就
不会垮，孩子们就不用起早贪黑跑远
路读书。 于是，我留了下来。 ”廖碧玉
说。在车田学校教了37年书， 她对这
里有浓厚的感情。

车田教学点只办一年级。 “孩
子们长大点， 再到周围大点的民主
学校、 段江学校去读， 家长也放心

些。” 负责车田教学点教学管理的桂
花中学教导主任邱建阳说。

5公里外， 青龙教学点唯一的年
级———二年级， 还有青龙村的10个
孩子。 老师颜国元， 一个人守了4
年。

青龙点办一至二年级， 隔年招
生， 现在只有二年级。 读完这个学
期， 10个孩子就转到石狗片区其他
大点的学校， 继续义务教育。

青龙村里办的幼儿园和教学点
在一起上课， 有16个孩子。 这意味
着下个学期唯一的一个班———一年
级， 将新招16名学生。

涟源教育主管部门对教学点的
态度是 :� 只要有一个学生， 点就不
撤。

坚守的背后是付出
上午11时半， 上完一节思品，

两节数学， 廖老师换上洁白的厨师
衣帽， 开学为学生做午饭。

今天的午餐有红烧鱼块、 炒洋
葱、 红薯粉3个菜， 12时半， 香喷

喷、 热腾腾的饭菜端上了桌。 廖老
师为孩子们分好饭菜， 再招呼孩子
们洗手后， 大家围坐在一张方桌上
吃饭。

只有一名老师， 廖老师包下了
孩子们所有的事情。 53岁的廖老师，
也累出了骨质增生、 颈椎、 腰椎病、
高血压。 2009年， 做完宫颈癌手术
后， 一个小小的感冒， 最快也要1个
多月才能康复。 现在每天要吃降压、
提升免疫能力、 抗癌等方面的药，
每天最少要花费70元。

和孩子们在一起时， 廖老师总
是笑呵呵的。 吃完饭， 中午休息时
间， 廖老师弹电子琴， 学生唱歌。
校园的一天， 孩子们的读书声、 嬉
笑声、 歌声， 不断在响起。

青龙点的颜老师， 身高1米80，
高大魁梧。 在孩子们面前， 也总是
一副笑脸， 说话中不时呵呵一笑。
颜老师的爱人带幼儿园， 夫妻俩成
了孩子王， 家里的事情基本没管。

青龙点教室屋顶翻修、 操场、
厕所改造， 颜老师都亲自动手， 出

的是义务工。 在夫妻俩看来， 学校
的事就是家里的事。

教学点里设施全
下午4时， 廖老师上完一天的

课， 关好门窗， 叮嘱学生放学路上
注意安全， 锁上校门放学。

37年来， 廖老师见证了学校师
生由多变少， 也见证了学校硬件设
施由弱变强。“特别是最近两年， 建
了标准化厨房， 修缮了围墙。 环境
好多了。” 廖老师说。

走进厨房和食堂， 只见白地板、
墙面一尘不染， 消毒柜、 储物柜、
抽油烟机、 燃气灶等现代化设施一
应俱全。 廖老师做饭的每一个流程，
都严格按照学生营养餐标准执行。

青龙学校校舍虽比车田陈旧，
但标准化食堂改造一个不落。 颜老
师说：“这几年翻修了屋顶， 改建了
厕所， 硬化了操场， 坚固了围墙，
变化非常大。”

为了办好教学点， 除每位学生
每年600元的教学经费外， 财政每
年额外补贴１.５万元给教学点。 涟
源市和乡镇再配套支持学校危房改
造、 标准化食堂建设， 给每位学生
每顿营养餐补贴４元。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于振
宇 通讯员 曾妍 陆义） 记者今天获
悉，女子袁某因丈夫家暴，起诉离婚，
丈夫朱某为还高利贷，伙同朋友制造
夫妻共同债务。 5月4日，湘乡市法院
开出该地民事诉讼法修改后的首张
“伪证罚单”， 朱某因为伪造还款协
议、证人陈某作虚假陈述，妨碍人民
法院审理案件， 均被处以2000元的
罚款。 2人均表示服从人民法院的罚
款决定，并当即缴纳罚款。

原告袁某和被告朱某本是夫妻。
朱某因存在家庭暴力，袁某决定与其
离婚，但朱某不愿意。 袁某以家庭暴
力为由提起诉讼，要求离婚。 被告朱
某在外面借了很多高利贷，便伙同朋
友陈某伪造了借条，制造与袁某婚姻

关系存续期间曾向陈某借款的假象，
希望通过此方法让原告袁某承担高
利贷债务的目的。

庭审中， 被告朱某为了证明自己
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向其他人借款系
夫妻共同债务， 向法庭申请证人出庭
作证。法庭询问证人时查明，证人所提
交的还款协议系被告朱某伪造， 证人
向法庭陈述的被告朱某向其借款也是
应被告朱某要求做的虚假陈述。

法官庭后表示,作伪证的行为不
但危害案件本身,还会危害社会诚信
和道德风气。 为了保障公正司法,必
须对作伪证的行为予以打击。新修订
的民事诉讼法大大提高了对作伪证
者的处罚力度,如对作伪证的个人,罚
款的最高限额已提高到了10万元。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通讯员 黄松柏 张为

“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
许。 ”微信群的建立，可以基于多种原
因，但汨罗市白水镇三星中学1999届9
班同学创建的微信群，却是因为一个特
殊的理由———抢救重病同学马丹！49位
同学争分夺秒为她筹集爱心款。 截至5
月6日，已筹资15万多元送达“前线”。

【镜头1】4月21日晚，汨罗市民马丹
的好友传出马丹患白血病的消息。22日
晚，汨罗市白水镇三星中学1999届9班
班长曾美丽，邀集4位同学着手建群，寻
找每一个同班同学，准备救援。

【同期声】班长曾美丽：惊悉马丹患
病，我们24小时内，就把分手17年的49位
同学全部找齐，随即动手筹措爱心款。

【镜头2】毕业后17年，50位同学未
曾聚会；此次借着微信群中重逢，大家
齐心协力、各自将求助信息扩散。

【同期声】同学傅晓宇：第一天，我
们在同学群里筹集第一笔款17000多

元。
【镜头3】4月25日，长沙市中心医院

住院楼门外，曾美丽等为正在医院里接
受治疗的马丹送上第一轮爱心款。

【同期声】同学马兰花：真高兴！ 同
学们已捐款3万多元，轻松筹里面也有
了7.5万元。

【镜头4】一股从同学群出发、涌向
马丹的爱心暖流， 打动了同学群以外
的许多爱心人士。 生活在台湾的同学
伏婷身边好友捐助人民币2340元。 目
前，社会各界直接捐助马丹3万多元。

【同期声】 台湾爱心人士李新华
说：我虽然与马丹素不相识，但两岸一
家亲，同胞有难，理应伸出援手！

【镜头5】核对好每个人的捐款数
额， 同学们将第二笔款项紧急交到了
马丹家人手中。 隔着无菌塑料帘，同学
们跟马丹暖暖地聊着天。 他们告诉马
丹，大家在等着她出院举办同学会。

【同期声】三星中学1999届9班同
学们：丹丹加油！我们爱你！早日康复，
我们永远在一起！

� � � �从专业仅3个、 在校学生600余人， 到目前专业31个、 在校学生人数上万， 长沙环境保
护职业技术学院抓住机遇做大做强———

一技在身出路广

科教前沿———聚焦湖南职教改革

山村教学点：一个老师也精彩

隆回：乡镇党委换届“细、实、严”
风清气正看换届

男子为还高利贷伪造夫妻共同债务
湘乡市法院开出首张“伪证罚单”

毕业17年后同学再聚创建微信群，只为抢救生命———

“丹丹加油!我们在一起”

湖南今年高考招生作出六大调整

乘客热情高涨 首列提前发车

（紧接1版②） 往年我省本科提前批
音乐、 美术类志愿中的“学校服从”
志愿只有“本省属院校（音乐、 美术
专业） 服从、 本省属院校 （音乐、
美术专业） 不服从” 2个选项。 由于
湖南师范大学今年新增了中外合作
办学音乐专业 （学费标准较高）， 为
提高“学校服从” 志愿投档的有效
性， 今年将该志愿的选项由2个改为
4个： 本省属院校音乐、 美术专业服

从 （不含湖南师大中外合作音乐专
业）， 湖南师大中外合作音乐专业服
从， 本省属院校音乐、 美术专业服
从 （含湖南师大中外合作音乐专
业）， 均不服从。 考生可以根据自身
情况选择填报。

四是调整了高校自主招生与贫
困地区专项招生两者的投档录取顺
序。 去年我省贫困地区专项计划招
生是安排在自主招生录取后进行的，

为准确测算高校自主招生录取时需
要参考的模拟投档线， 今年我省将
先进行贫困地区专项计划录取 （含
贫困地区专项计划征集志愿）， 然后
再进行高校自主招生录取。 同时，
将需要进行政审、 面试的贫困地区
专项计划调整到了本科提前批录取。

五是调整了艺术、 体育类专业
生源不足时降分投档办法。 去年我
省在湘高校 （含本科院校和高职专
科学校） 普高艺术、 体育类和职高
对口艺术类招生生源不足时， 降分
投档办法是： 专业或文化或总分
（文化分+专业分， 下同） 均可在其

最低控制分数线下20分以内从高分
到低分投档。 今年我省上述降分投
档政策调整为： 普高艺术、 体育类
专业生源不足时， 文化分的最大降
分幅度为14分或专业分的最大降分
幅度为6分， 且总分可在最低控制分
数线下20分内， 从高到低投档； 职
高对口艺术类生源不足时， 文化分
或专业分的最大降分幅度分别为10
分， 且总分可在最低控制分数线下
20分内， 从总分从高到低投档。

六是去年我省高考语文、 数学、
外语三科使用自主命题卷， 今年改
为统一使用全国卷。

(上接1版①)
湖南磁浮公司董事长彭旭峰介

绍，为进一步方便乘客，预计今年8月
底将在磁浮高铁站开通机场值机系
统。届时，乘客可以直接办理行李托
运、航班值机，到黄花机场就能直接
进安检口。

湖南新名片
720天建设与调试、18.55公里、

2894根桩基、6710根F轨、42.9亿元总
投资……5月6日上午在磁浮高铁站
站台层举行了简短的开通仪式，邀请
了中车株机、国防科大、西南交大、同
济大学、中国铁建、中铁宝桥等41家
参建单位出席。

在致辞中，湖南磁浮公司总经理周

晓明豪情满怀：“长沙磁浮快线，是湖南
构建国家中部空铁一体化综合交通枢
纽、促进世界磁浮技术发展和实现磁浮
技术工程化、产业化的重大自主创新项
目，也将成为湖南又一张闪亮名片。”

据了解，长沙磁浮快线作为国内
首条科技创新示范性商业运营线路，
国家发改委、省政府已将其纳入长浏
城际铁路的总体规划，其功能定位与
城市公共交通存在着一定区别。

“今天的试运营，也是全新的开
始。”中车株机公司副总工程师、磁浮
系统研究所所长彭奇彪告诉记者，湖
南已经站到了中低速磁浮产业的最
前沿，更要依托完整的中低速磁浮产
业基础抢占先机，我们完全有理由期
待下一条磁浮线出现。

� � � � 5月6日，消费者在
湖南茶文化节上选购商
品。 当天，2016年湖南
茶文化节暨紫砂、书画、
红木、根雕、陶瓷、茶具
工艺品展， 在省展览馆
开展。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2016年
湖南茶文化节
开幕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 （记者 肖军
黄巍 通讯员 邓永松 邓依乔 ） 今
天， 沅陵县二酉乡落鹤坪村村民瞿
美生修建休闲农庄时， 在破瓦乱砾
中发现一块长6尺、 宽3尺、 重100公
斤的石雕门头， 上刻“迴龍山” 3个
繁体大字， 落款“刑部副郎张世准

书”， 书体浑厚敦实、 笔力逎劲 。
“迴” 字和所写年月有残缺， 边饰花
纹清晰。 经县文史专家认定， 系清
代名家张世准书法真迹。

据沅陵县志记载， 张世准字叔
平， 号二酉山人， 祖籍沅陵， 清道
光二十六年中举， 后任刑部员外郎。

沅陵发现清代张世准书法真迹

� � � �湖南日报5月6日讯（记者 余蓉）
最近，由中国农业部主办的埃塞俄比
亚农业职教官员培训班在湖南生物
机电职院学习、考察，培训班学员共

13人，来自埃塞俄比亚的农业部和各
职业院校。 此次学习内容包括农科职
业教育教学经验及农作物种植发展
情况等。

埃塞俄比亚职教官员来湘培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