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2020年年11月月11日日 星期三星期三
版式编辑版式编辑 彭彭 婷婷

T6

梦 君 亚 平

近日，江西九江科技中等专业学

校和郴州市综合职业中专学校领导，

不远千里来到洞庭湖畔的湘阴县第

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下称湘阴一

职）考察。参观完该校后，江西九江

科技中等专业学校校长梅芳田赞许

道：“我感受到了湘阴一职的精细管

理，学生管理和素质教育两手抓、两

手硬，不愧是‘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

体’。”

如今的湘阴一职，光彩照人，经

常迎来全国各地的学习考察团。然

而，多年前，这所学校曾因硬件设施

老化、办学理念落后、生源逐年减少、

人事变动频繁等原因，一度陷入低

谷。

湘阴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多

次召开专门会议，调整部署，出台政

策，确保职业教育的长足发展。

2017年下学期始，湘阴一职进入了

发展快车道，到2019年下学期，两年

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2018

年9月，学校通过了国家示范学校的

验收，2019年4月，获评湖南省文明

校园，2019年9月，荣获2019年全

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2019 年 12

月，再获湖南省职业院校文化建设强

校殊荣。

“我们的学生毕业前就被用人单

位预订完了，紧俏得很！”党委书记、

校长陈觉民告诉笔者。原来，一个个

漂亮的翻身仗，一块块金字招牌，都

与学校人才培养的创新发展分不开。

激发人心的“善”、技术的“精”

2019 年 11 月 8 日，笔者走进湘
阴一职校园，围墙上“长善教育”的文
字赫然映入眼帘。细看，包括有“长
善教师标准”“长善学生标准”“长善
课程标准”“长善实训标准”等。

原来，“长善教育”就是湘阴一职
的育人“法宝”。“国家将标准化建设
作为统领职业教育发展的突破口，

‘长善教育’就是我们学校职业教育
标准化的教育理念。作为左宗棠家
乡的一所职业中专，发掘、弘扬左公
精神既是文化传承，更是爱国实践。”
陈觉民说：“‘长善’就是以唤醒天性、
发掘潜能为目标，传承和发展‘经世
致用，兼容并蓄’‘身无半亩，心忧天
下’的左公精神，将家国情怀、文化自
信融入到办学治校、教书育人全过
程，扬学生之长，长学生之善，唤醒学
生的生命力量，激发学生的智技潜
能，引导学生积极向上向善，发挥自
身特长，彰显个性，努力成才。”

校长牵头成立工作室，每周一次
主题研讨会，常态化开展“长善教育”
课题研究。课题组深入挖掘“长善教
育”内涵，逐步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
的“长善教育”学校文化体系，固化为
学校理念文化、制度文化、环境文化
和行为文化。

戴冰婵是湘阴一职一名计算机

专业高三学生，曾经的她喜欢动漫，
却被认为“不务正业”。“我学了flash
动画制作，制作得还很不错，感觉自
己的特长得到了肯定。”她说，来到这
所学校，自身特长得到了发挥，“缺
点”变成了优点。

“职业教育不止于挖掘学生长
处，培养能工巧匠才是我们的目标。”
德育教研组组长甘萍介绍说，学生必
修有关“工匠精神”的课程，实训课老
师会手把手教学生把工艺做到极致，
要求技术、数据做到十分精确。

为了塑造能工巧匠，湘阴一职引
入企业现场管理标准，制定学生实训
标准，要求学生以职业能力训练为核
心，熟练掌握实训流程、工作内容及
核心技能，培养学生爱岗敬业、精进
专注的职业精神。

深冬的操场，寒风凛冽，几个学
生围在一架测量仪器前观测。这是
一群建筑工程专业的学生在测量物
体距离。“老师要求我们精确到千分
之几毫米，精度要求十分高。”高三学
生李思宇说。

培育教师的“美”、学生的“真”

有什么样的老师就有什么样的
学生。湘阴一职在教师队伍建设上
煞费苦心。“学校坚决贯彻国家职业
教育‘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要求，制
定长善教师标准，不断提升教师队伍

‘双师’素质。”党委副书记、常务副校
长范伟说，学校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
人才培养的基础来抓，重视教师的专
业发展，努力挖掘教师身上的专业

“美”。
湘阴一职不断完善教师成长通

道，革新教师评价机制，不仅强化教
研工作百分制目标管理，还加大对教
科研、竞赛成果的奖励，教师成长呈
现可喜成绩。2017 年以来，教师们
发表、获奖论文35篇，获教案设计奖
17 个，8 人获市级职业能力大赛奖，
23人次获各项省级大赛奖。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因为
有这样的教师，湘阴一职的学生展现
出崭新的面貌。据悉，教师钟炎武指
导学生获得国家技能大赛三等奖，范
红辉、徐艳等指导学生在全省技能大
赛中多次获奖。

夜晚，笔者走进湘阴一职的晚自
习教室，见到同学们正在认真学习。

“以前同学们没几个穿校服的，上课
不是玩手机就是睡觉。现在学校实
行准军事化管理，日常管理由教官负
责，抓得可严啦！被子叠成豆腐块、
鞋子摆成一条线，出操迅速有序、跑
操整齐划一……以前的那些不良习
惯改观了很多。”周芷倩是高三计算
机专业一班班长，她告诉笔者，几个
月前她参加了学校组织的跟岗实习，
在职场上懂得了知识的重要性，现在
愈发珍惜读书的机会。

学习风气好了，学习效果就不会
差。实训室内，高三机械专业学生熊
旭东正在进行气保焊练习。“我每天
都来实训室实操，电焊基本功已经没
问题了。”他腼腆一笑，一旁的教师王
正祥也笑着说：“学生制作的煤气泄
漏报警器完全符合企业生产要求，可
以直接拿到市场上卖。”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籽。办公
室主任姚锋介绍说，前两年，学校每
年招生1100人，就业近800人。“今
年上半年毕业生就业率达100%，近
300名学生进入高等院校深造，本科
上线率达到24.5%，超过全省平均上
线率十多个百分点，多名学生被湖南
师大、湖南农大、湘潭大学等录取。”
他告诉笔者。

铸就课程的“实”、实践的“多”

湘阴一职深谙教学和实习对人
才培养的重要性。“我们制定了长善
课程标准和课堂教学标准，要求课程
夯实基础知识；课堂要体现‘导入—
自学—互动—训练—拓展’五步导学
过程，突出过程和方法的培养，增强
学生的职业技能、就业创业能力等。”
教务科科长钟炎武说。

笔者走进“前厅服务与管理”课
堂，见同学们时而做礼仪操，时而扮
演前台接待员和客人，通过肢体训
练、角色扮演、模拟对话等方式训练
酒店服务技能。周霞老师说，她的技
能训练课着重实操训练，帮助学生习
得职业技能。

该校对接社会经济发展需求，动
态调整专业方向，及时完善课程设
置。2018 年新增电子商务、环境监
测技术专业，将一些较低端、原始的
机械专业向高端的数控车床方向转
变，不久后还将开设智能制造、人工
智能等专业。

“声光传感机电动，学以致用理
实通。”实训室墙壁上的一行字，揭示
了湘阴一职课程教学的奥秘——学
以致用。“我们课程标准的核心思想
就是‘产教融合’，学习的目的就是为
了运用。”戴述敏老师说，学校严格执
行“三证合格”毕业制度，坚持以“工
学结合”理念培养人才。

“三证合格”毕业制度，即学生在
校期间必须获得思品合格证（德育过
关）、学业合格证（文化知识过关）、实
习合格证（职业技能过关），才能顺利
毕业。每个学生高一都要参加认识
实习、研学旅行，加深对社会、对企
业、对职业岗位的体验和认识；高二
要参加2-3个月的跟岗实习，提高职
业素养和岗位技能；高三还要参加顶
岗实习。湘阴一职学校与三一重工、
中联重科、美的等知名企业合作建立
了 20 余个实习基地，每个学生都会
到长沙、广州、惠州、厦门等基地，开
展跟岗实习和顶岗实习。实习期间，
学校派出辅导教师全程跟班管理，真
正把教学放到了合作企业、放进了生
产车间。

清荷幼儿园是湘阴一职的实习
基地，每个学期有一批学生前去顶岗
实习。“现在有 12 个学生在这里实
习，我们都是按照正常老师的工作标
准要求他们的。”园长瞿倩说，该园还
按照湘阴一职的实习标准，经常将学
生送往长沙市、岳阳市等地学习。

“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善’的种
子。‘长善教育’就是要将他们身上可
贵的‘善’激活、唤醒，使其优点和特
长发挥到极致。我希望每一个学生
都能在湘阴一职找到自信，成长为能
工巧匠，我们要为他们的人生播下希
望的种子！”陈觉民校长信心满满地
说。

亚 平 慧 莉 颖 军 迪 辉

浩浩洞庭水，巍巍岳阳楼。坐落

在洞庭湖畔的岳阳职院是岳阳市政

府主办的一所综合性高职院校。近

年来，该院坚持“立德树人、经世致

用、特色立校、质量至上”的办学理

念，按照“服务地方经济、校企合作办

学，对接区域产业、工学结合育人”的

办学思路，以努力打造“健康”品牌、

“游乐”特色更加鲜明的高职教育名

校为目标，不断提升办学育人水平、

社会服务能力和发展核心竞争力，在

全省高职院校中异军突起，先后成为

湖南省示范性高职院校、湖南省卓越

高职院校立项建设单位、湖南省职业

教育教学管理和学生管理双强学校、

国家第三批现代学徒制试点单位、国

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国家“双

高院校”建设单位，成功跻身湖南高

职教育办学综合实力先进行列。

党建引领，思政铸魂

岳阳职院坚持党的全面领导，聚
力立德树人，以育人为根本，以创建

“全国党建示范高校”为目标，实施
“三大工程”（党委的头雁工程、组织
的示范工程、党员的先锋工程），打造

“四张品牌”（党员示范品牌、思政工
作品牌、党团共建品牌、党建工作品
牌），完善“五项机制”（“五化”支部考
核验收机制、教师党支部“双培育”机
制、党员的考核积分机制、“骆驼式”
现代职业人素质测评机制、“互联网+
党建”育人机制），落实“六个过硬”

（把方向过硬、管大局过硬、做决策过
硬、抓班子过硬、带队伍过硬、保落实
过硬），创新高职思想政治教育和党
的建设模式，为服务国家战略，助推
区域发展，引领职业教育作出贡献。

走进岳阳职院医学院，一块“任
弼时学生党支部”的牌匾格外引人注
目。将“任弼时党支部”建在班级，是
该院大力推行以传承“骆驼精神”为
主题的思想政治工作，培养“骆驼式
现代职业人”系列教育活动的一大创
新性举措。2019年底，该院医学院学
生党支部立项为全国“高校党建工作
样板支部”。

近年来，岳阳职院将任弼时“骆
驼精神”与现代职业人教育相结合，
充分挖掘岳阳本土革命文化蕴含的
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要求，在发
扬和传承中夯实人文底蕴，丰富精神
内涵，大力推行以传承骆驼精神为主
题的思想政治工作，全力推进“弘扬
骆驼精神，争做大国工匠”系列教育
活动，培养骆驼式现代职业人。该院
院长潘岳生表示，“把‘骆驼精神’贯
穿于教书育人、立德树人的每一个环
节，并利用充满人文内涵的校园文化
为学生成长与发展提供强大的精神
动力。”

截至目前，全院 47 个学生社团
中，医护礼仪协会获湖南省“十佳社
团”称号，向日葵公益社等6个学生社
团获评湖南省“百优社团”。学生获
国家、省市技能大赛一等奖27项，获
得省市创新创业大赛一、二、三等奖
共计 28 个。2018 年，学院获评湖南
省文明校园、湖南省职业教育教学管
理 强 校 、学 生 管 理 强 校 的 荣 誉 称
号。

特色立校，创新驱动

“办学特色是高校的生命线，只
有打造出自己的金字招牌，才能在激
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该院副
院长李永红如是说。

主打健康服务的医卫类专业就
是 岳 阳 职 院 的 一 块“ 金 字 招 牌 ”。
2016 年至 2018 年间，该院相继获得
全国职业院校护理技能大赛三连冠、
全国高职院校临床医学专业技能大
赛两连冠、全国职业院校护理专业教
师教学能力大赛一等奖等荣誉。该
院培养的医卫类专业毕业生已成为
全省各大医院和企业眼中的“香饽
饽”。

瞄准市场，抢占先机，岳阳职院
人充满智慧。在中国特检院和中国
游乐设施产业联盟支持下，通过将常
规的机电类专业进行调整，正式转向
构建以“游乐”为特色的健康装备制
造与维护专业群，开办了全国唯一一
个游乐设施专业，填补了全国游乐设
施专业人才培养的空白。据悉，2019
年11月，岳阳职院游乐设施专业的毕
业生已被全国20多家游乐产业龙头
企业抢订一空，该院已成为全国游乐
设施专业人才的输出基地。

特色鲜明的专业体系让岳阳职
院专业建设硕果累累。在教育部、财
政部公布的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
校和专业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上，
该院榜上有名，护理专业成功入围中
国特色高水平专业群。这是该院在
跻身“国家优质专科高等职业院校”
后获得的又一“国字号”殊荣；助产专
业教学资源库被教育部正式认定为
2019 年国家第二批职业教育专业教
学资源库立项建设项目；老年健康服
务等3个专业群入围湖南省“一流专
业群”。

发展助力，服务增能

作为高职院校，岳阳职院始终把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自己的
重要使命。从成立岳阳现代物流产
业发展研究院，到建立8个社区学院、
开设乡村医生本土化人才培养班、与
地方政府单位合作成立特色订单班，
再到结对帮扶临湘市白塘村、平江县
柘庄村等贫困地区……岳阳职院立
足自身优势，因地制宜，不断提升服
务社会能力，彰显了一所高职院校的
责任担当。

该院副院长彭利余说：“我们要
走出围墙办大学，高效扎实推进社会
培训工作。”近几年来，作为全省7个
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训基地中
唯一一家“零投诉”单位，岳阳职院社
会培训学院成立至今已实施培训项
目20多个，共举办各类培训班800多
个，累计培训近5万人次，开展技能鉴
定1.8万余人次。

与此同时，该院每年还定期为本
地企业和社区居民开展科技和志愿
服务。王春梅老师将高秆换种技术
运用到果蔬种植，让果农每年增收
12000 多元；李旭红、谢拥军等教师
每年都深入养殖企业进行养殖管理
和疾病控制等方面的技术指导；周
舟、汤辉老师承担了郭镇麻布村的新
农村建设规划与设计；在联点贫困村
平江县柘庄村，该院精心培育特色优
势产业，帮助103户贫困户稳定脱贫。

大师引领，团队出彩

2019 年 8 月，“首批国家级职业
教育教师教学创新团队”名单公布，
岳阳职院护理专业（母婴护理方向）
教学团队榜上有名；该院机电工程学
院副院长孙鹏教授集享受市政府津
贴专家、岳阳市巾帼英才、巴陵智库
专家、中国机械工程学会高级会员于
一身，成为游乐设施专业领域名副其
实的“大师”；“农业职教名师”王红、
昌正兴多年来深耕农业职业教学一
线……“国家级教学团队”“大师”“名
师”的不断涌现是岳阳职院全力打造

“领军型”师资队伍的一个缩影。
为打造一支高水平双师型队伍，

该院在师资培养上持续发力，建立了
辐射三湘的教师发展中心、校企深度
融合的教师工作站、教师互派留学服
务中心、国家级“双师型”教师培养培
训基地等“四大平台”，大力实施高层
次人才引进计划、拔尖人才培养计
划、首席技师领衔计划、“双能”及师
德师风提升计划，并不断完善教师准
入办法、成长机制、科学评价体系、考
核激励和流转退出“五项制度”。

通过不断加强师资培训，该院师
资队伍建设已显成效。近年来，岳阳
职院共获得教育教学标志性成果230
余项。其中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
项，省级教学成果一、三等奖各2项；
完成立项省级以上重点教学项目 67
个。

初心如磐催人进。站在新的历
史起点，岳阳职院党委书记喻岳兰信
心满满地说：“当前，岳阳职院正以建
好‘卓越校’、创建‘双高’为契机，朝
着建设‘特色鲜明、国内一流、国际知
名’高水平职业院校的发展目标奋力
迈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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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院在“湖南省职业
院校技能竞赛”高职护理
技能赛项获一等奖。

学院全景

学生大课间活动。王义威 摄

绿树成荫的校园一角。姚锋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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