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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1月16日至1月20日，2018年湖南职业院
校技能竞赛在我省各职院赛点举行。今年的
竞赛，贴近工业生产实际所需，考察选手相
关职业技能的基本功底，还要求选手与时俱
进，熟练各种最新技术；既突出选手的工艺
水平，也能体现行业的需求。

新设备搬上赛场
在湖南铁路科技职院，轨道交通信号控

制系统设计与应用技能竞赛在这里进行。这
次比赛使用的最新设备完全对接当前城市
轨道交通和高铁最新的信号系统，它集合了
多达上百种传感器和各类数据实时显示。

指导教师林建金介绍，现在铁路已经开
始往高集成方面发展，对于很多PLC的编程
高铁各个数据的采集， 各个模块的智能控
制，都是学生现在要掌握的。相对于传统设
备基本上停留在接线、查故障和再接线三个
操作层面，最新设备的应用要求学生实实在
在了解行业技术标准和企业生产标准。

在湖南生物机电职院进行的“互联网+”
企业经营管理技能竞赛，是属于今年新增的
赛项。竞赛采用先进的模拟软件，通过网络
模拟， 最大程度还原企业经营过程中的资
金、生产、销售等环节，考察参赛小组的管理
能力和合作能力。

赛题给参赛小组一定的原始资金和贷
款额度，学生需通过生产销售等经营行为制
造利润， 模拟运营4年后， 利润最高的则获
胜。指导老师王武蓉告诉记者，相对本科生

而言，高职更注重培养学生在管理企业的财
务规划、生产安排等实用型技能，也增进了
学生的创业能力。

高技能征服评委
称量、计算、滴液分析……3个小时，80

多个流程操作。一个细节失误，都会影响最
后的分析结果。在湖南化工职院展开的工业
分析赛项，选手们的精确操作，征服了现场
的裁判。

“在正常的生产过程中，检验结果精准
到9.99，就完全合格。但在竞赛过程中，必须
要有9.995才能得分。这就要求选手在整个操
作环节几乎没有任何瑕疵。” 裁判长邓飞跃
说。

要达到这样的精度，并不容易。湖南化
工职业技术学院的选手们就专门练就了一
项绝活。湖南化工职业技术学院竞赛指导教
师石慧说：“我们平常的要求是控制活塞，只
能四分之一滴，二分之一滴，悬而不漏。”

来自企业的裁判告诉记者，一个优秀的
工业分析技术人员，可以节约一半的生产时
间，大大提高生产效率，他们非常渴求这样
高水平的学生加入他们团队。

在长沙航院进行的数控机床精度检测
与零件编程加工比赛中，选手需要合作完成
机床操作、零件加工、精度检测。来自长沙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黎琼、苏响、佘文智
默契配合，比赛时间为90分钟，他们只用了
60分钟就完成了全部操作，并以第一名的成
绩获得一等奖。

黎琼表示，第一名不是偶然，是志在必

得。排除故障和功能开发的试题虽有一定难
度，但只要以问题为导向，冷静分析故障，明
确操作分工，就可以将难题各个击破。据了
解，黎琼、苏响、佘文智已参加过3次省赛、3
次国赛，均名列前茅，技能水平突出。

新技术市场渴求
在湖南工业职院进行的“工业设计与产

品快速成型”赛项，选手们需要进行创意设
计、三维建模、产品3D打印。尤其是设计精密
度更是严格要求，比如连接部位的每道螺纹
之间的间隙，不能超过5毫米。

湖南工业职院学生王黎、范明景的作品
让评委们眼前一亮，获得了一等奖。评委老
师肖晟教授还主动向上海领美软件科技有
限公司推荐了这两位学生，该公司负责人当
即表示愿意录用。据介绍，在该公司实习转
正后的月收入达到15000元左右。

随着工业设计人才需求的持续旺盛，不
少3D企业主动来到职院开展校企合作共同
培养人才，此次比赛中的不少标准和要求就
是来自一线的3D打印企业。

在HTML5（简称H5）交互融媒体内容设
计与制作赛项，要求参赛选手根据移动设备特
有的功能特点， 设计制作创新型内容作品，主
要考察参赛选手脚本设计、页面设计、网站制
作、交互动画等方面实际操作的能力。

而新技术的掌握， 将积极推动学生就
业。赛项技术支持负责人王焱介绍，从人才
需求这一块来讲，H5人才需求是比较旺盛
的，高职类的H5人才，薪资已达到10000多
元。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肖欣 周月
桂）湖南生态自然文学为什么而写？怎样才
能成为中国文学的新风景？1月20日，由湖南
省作家协会、湖南省林业厅共同主办的湖南
省首届生态自然文学创作研讨会在湖南省
林业种苗中心举行。来自全省的生态自然文
学作家及专家学者等30多人，共同探讨新时
代湖南生态自然文学的现状与未来。

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中国传统文化
中就有“天人合一”的生态思想。湖南林地面
积1.66亿亩，湿地面积1530万亩，森林覆盖
率达59.64%，为生态自然文学的创作提供了
良好的基础，涌现了《山南水北》《香樟年记》

等一批深受读者好评的生态自然文学作品。
党的十八大以来，“建设美丽中国”“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新思想日益深入人
心， 大众越来越需要新时代的生态文学作
品。与会者研讨了湖南生态自然文学的现状
与不足，呼吁湖南作家以更开阔的视野投身
生态自然文学创作，为时代而写，为湖南而
写，唤醒人们对生态自然的关爱，唱响一首
家乡的田园牧歌。研讨会还提出湖南生态自
然文学要加强长篇小说的精品创作，推动生
态自然文学的图书出版传播，提高湖南生态
自然文学的辨识度、美誉度，培育中国文学
一道新的风景线。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通讯员 黄乙珊
记者 胡宇芬）昨天，2018年湖南省“英才计
划”师生见面会在湖南师范大学附属中学举
行。首批入选该计划的21位中学生，与来自
湖南大学和中南大学的10位导师对接。

省科协青少年科技中心主任陈紫封介
绍， 我省英才导师均由千人计划入选者、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或国家级、省部
级教学名师担任。

据悉，“英才计划”是中国科协和教育部
在全国部分重点高校、科研机构开展的中学
生科技创新后备人才培养计划试点工作。湖
南省在2017年成功申报“英才计划”试点工
作，于2017年12月完成了导师推荐和学员遴
选工作。经过学校推荐、资格审查、面试等程
序，共遴选出导师10名，涵盖了数学、物理、
化学、生物、信息五个学科；遴选出学员21
名，来自长沙市一中等4所高中。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通讯员 张觅 胡
翠娥 记者 左丹）记者从湖南中医药大学获
悉， 1月15日， 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 迪拜协和医院在深圳签订合作协议，双
方将共同组建“湖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
院迪拜分院”。

迪拜分院由湖南中医药大学附一院牵
头，医院将现有医疗技术，包括中医特色的
技术、处方、饮片、药品、医院制剂等与迪拜
协和医院进行有效对接，双方还将针对中东
地区的患者需求，共同梳理出当地多发疾病
的治疗手段与药品，通过相互合作，将中医
治疗手段和药品引入中东地区，制定中医海
外医疗的国际标准，在中东地区推广标准化
的中药产品。力争3至5年内，在中东地区建

成以迪拜协和医院为中心，开设多家医疗机
构， 辐射整个中东地区的中医药海外中心，
成为国家“一带一路”中医药项目的示范工
程。

2017年6月， 双方签订了友好合作框架
协议。

此后，湖南中医药大学附一院积极为该
项目的推进着手准备工作。为给该项目提供
优秀的人才和先进的技术支持，更好地为中
东地区提供优质的医疗服务，对所有报名的
医务人员进行中西医业务能力和专业英语
的培训。目前，第一批医务人员已通过迪拜
官方认可的执业医师或护士资格考试，获得
在中东6国的行医资格， 并将于近期赴附一
院迪拜分院开展医疗服务。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不到一个月就是春节了，荆世群忙着为
溆浦县两江乡将溪村将溪小学的孩子们筹
建图书室。

荆世群是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
副教授。校园里，她关注学生们的心理健康；
课堂外，她关注农村留守儿童的心灵成长。

在荆世群看来，在人生的初期能得到关
爱和正确引导，获取心理力量，就能更好地
面对人生的困境。她，愿意做这样的“心灵摆
渡人”。

“我待学生如初恋”
齐刘海，精致妆容，明黄色围巾，一袭大

花长袍。2017年12月7日，荆世群的微信朋友
圈发了一张镜中自拍照，配上一句她常说的
话：“每次上课前都要照照镜子，我待学生如
初恋。”

“自己的状态好，心情好，带给学生更多
正能量，学生自然也会喜欢你。”正如荆世群
所言，她有关心理健康教育的课程在湘潭大
学是“网红”课。如团体心理辅导课，教室才
200个座位，学生却来了近400人。

为了让课程专业又生动，荆世群潜心科

研，在核心刊物发表了30余篇论文，并获得
国家基金项目资助；她精心设计课程，让学
生在愉快的氛围中学习知识，应用于生活。

“人美，关心人，课上得好。”汉语言文学
专业大四学生胡敏芳说，她大一选修了荆世
群的课。

荆世群经常自掏腰包组织学生开展活
动。不少学生尝过她亲手做的红烧肉，在生
日时收到她精心准备的礼物。

2014年，秋季入学不久，有一个来自西藏
的学生不适应湖南的气候环境，要休学。这个
学生有荆世群的公共课，荆世群找到了他。

这个西藏学生告诉荆世群：“我吃不下，
睡不着，身体受不了。我想回去复读，重新考
西藏的大学。”

荆世群耐心地告诉他，生活在内陆的人
到西藏也会因为缺氧，暂时不舒服，这是正
常的。人体有调节的能力，不舒服症状会逐
渐减轻，过一段时间就会好起来的。

在荆世群的鼓励和帮助下，20多天后，
这个西藏学生适应了新环境。

2013年春节期间，荆世群收到来自法学
院一个大一女生的短信，告知爸爸因不良嗜
好花光了家里所有积蓄， 弟弟还要读书，她
想辍学和妈妈去打工。 在荆世群的帮助下，

该生回到学校，最后考上了中国政法大学研
究生。

关心农村留守儿童
心理咨询， 也是荆世群工作的一部分。

为了更好地帮助学生，消除他们的“心理垃
圾”， 从2010年开始， 她在湘雅二医院精神
科，跟从博士生导师张亚林上门诊，学习鉴
别诊断心理疾病知识和治疗技能。

接触大量病例后，荆世群发现，很多有
心理疾病的人都在幼年遭受过不幸。她萌生
了帮助农村留守儿童的想法。

荆世群把目光投向了家乡溆浦县的偏
远山区。 她先后为6所农村小学捐赠了课桌
椅、黑板、体育器材、学习用品和图书，资助
14名孩子上学。

在她的影响下，她的学生来到留守儿童
身边，给孩子们上课，带他们做游戏；她的同
学刘晓林夫妇开了一家公司， 也投入资金，
帮助农村学校改善教学环境， 资助孩子上
学。

今年元旦节，一个受助的孩子发信息给
她：“荆老师，我要怎样感谢您才好？”荆世群
回复：“等你有能力了，也去帮助别人，就是
对我最好的感谢。”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 （记者 刘建光
王立三）今天上午，湖南摄影家赵有强《洞
庭西·30年》 摄影展在北京中国摄影展览
馆开幕。 中国摄影家协会主席李舸等摄影
家及嘉宾出席了开幕式。

赵有强是常德日报传媒集团高级记
者、图片总监、湖南省新闻摄影学会副会

长。 他出生在洞庭湖西边的沅水河畔，
1987年开始自学摄影，1992年担任专职
摄影记者。

30年来，他始终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生
活，深入群众，记录家乡变革中的热点、焦
点、难点。

展出的81幅作品，通过专业影像的

叙事， 展示了西洞庭湖的发展变迁，串
联成一部“洞庭西·30年”的长篇史诗。

影展由中国摄影展览馆、中华世纪
坛艺术馆主办 ， 常德日报传媒集团承
办，系“见证·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摄影
家系列作品展”的活动之一，将展出至2
月23日。

� � � � 湖南日报1月21日讯（记者 龙文泱）《贵
妃醉酒》 是京剧大师梅兰芳的经典剧目，若
是改编成湖南花鼓戏， 会有怎样一番韵味？
今晚，花鼓音乐剧《痴梦贵妃》在长沙实验剧
场首演，长沙版“杨贵妃”的优雅娇媚赢得了
观众的掌声。

《痴梦贵妃》在保留《贵妃醉酒》基本情
节的前提下，运用花鼓戏的音乐元素，借鉴
歌剧的表演形式，以唱为主，以场面铺排为
辅，将杨贵妃设宴等候唐明皇未果，从期盼、
失望、孤独到怨恨的复杂心情一层层揭露。

“花鼓戏生活气息浓郁，在程式上没有
京剧这样的大剧种规范，要演绎京剧的经典
剧目， 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和创新。” 该剧编
导、国家一级导演童晓阳告诉记者，为了创
作出高质量的作品，该剧由国家一级作曲陈
耀担任作曲， 国家一级演员王萍担任主演，
经过反复打磨，历时近一年才与观众见面。

主演王萍为了演好杨贵妃，多次向汉剧
名家彭玲请教。“从拿扇子的手势这种细节
一个一个抠，力争既保有观众心目中杨贵妃
高贵优雅的形象， 又有花鼓戏生活化的特
色，让这个长沙版的‘杨贵妃’受到观众喜
爱。”

湖南日报记者 段涵敏

寒冬季节，长沙市芙蓉区火星街道社区
卫生服务中心中医专家诊室格外热闹。小小
诊室里挤满了老人、小孩和家长，头发花白、
穿着一袭白大褂的杨斌被团团围住，诊室外
的候诊椅上还有一些人在等待。

“杨医生医术好，尽心又负责，就像是我
的家庭医生。”1月17日一大早，75岁的吴爹
就来了。他和杨斌是老朋友了，这回是来当
面道谢的。前不久，杨斌救了吴爹一命。

因患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冠心病、高血
压、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吴爹曾四处求医问
药，奔走于多家医院。2年前，吴爹抱着试一
试的心态， 踏入家门口的这家社区医院。没
想到， 杨斌用中药给他调理一段时间后，病
情得到控制，身体状态越来越好。不用再去
大医院，社区医院就能解决问题，吴爹成了
杨斌的“常客”。

2017年10月初的一天， 吴爹出现头痛、

头晕、说话不利索、偏身麻木、肢体无力等症
状，来找杨斌。杨斌接诊后判断，吴爹是脑梗
死复发，建议吴爹立即去大医院治疗。

当时，吴爹家里正在搞装修，想先在家
吃中药，不愿意去大医院住院。反复劝说无
效后，杨斌赶紧通知了吴爹的家属，将吴爹
送进了湖南省人民医院。入院当晚，吴爹出
现了昏迷，经紧急抢救，才转危为安。

出院后，吴爹落下了后遗症，表情淡漠，
口角流涎，半身不遂。杨斌用中药为他益气
活血、祛风通络、祛痰开窍，服药20余剂，吴
爹手足慢慢恢复了知觉。不到2个月，他能出
来散步，生活也能自理了。

69岁的杨斌是益阳市名老中医，从南县
人民医院退休后，他接受长沙市芙蓉区火星
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特聘， 继续发挥余
热，成了社区居民的“健康守护人”。

17日上午，杨斌为近20位患者看病和开
药。每位患者，他都详细询问，认真对待。诊疗
过程就像和邻居熟人在说话。

科教前沿

职院技能竞赛惊艳三湘
� � � � 用最新设备，比最新技术；既突出选手的
工艺水平，也能体现行业的需求———

培育新时代文学新风景
湖南省首届生态自然文学创作研讨会举行

“英才计划”师生见面

湖南中医药大学附一院将在迪拜建分院

老中医退休后扎根社区———

老百姓家门口的“健康守护人”

花鼓音乐剧《痴梦贵妃》首演

看长沙版“杨贵妃”的
醉美柔情

《洞庭西·30年》摄影作品展北京开展

做学生“心灵摆渡人”
———记湘潭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荆世群

� � � � 1月21日，北
京中国摄影展览
馆，赵有强（中）在
给观展的来宾介
绍作品创作体会。

湖南日报记者
刘建光 摄

� � � �图为1月21日晚，花鼓音乐剧《痴梦贵妃》
在长沙实验剧场首演。 见习记者 傅聪 摄

21位首批入选学生与导师对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