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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湘阴一职教育启示录

马如兰 徐亚平

浩渺洞庭，连绵青山；坦荡湖乡，左
公故里。去年，湘阴县第一职业中等专
业学校正式成为卓越校建设学校。

卓越之校，教育为本。在湘阴一
职，教育是一棵树摇动另一棵树，一朵
云推动另一朵云，一个灵魂唤醒另一个
灵魂。

春风化雨润无声

去年，幼师专业学生李冠蓉以 635
分的高分考入湖南农业大学，在全省专
业排进前五十名。

没人知道，刚入学校时，李冠蓉是
个十分不起眼的学生，甚至有些压抑。
语文老师、班主任徐艳看在眼里：“老师
发现你学习能力很强，为什么不再努一
把力呢？”

“老师，我再努力也不可能上大
学。”

徐艳通过走访调查了解到，李冠蓉
父母离婚后母亲早已另组家庭，李冠蓉
一直和外婆生活在一起，家境拮据。

“你最理想的生活是什么样的？”拿
到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证书的徐艳小
心地揣摩同学心理，并对他们予以最大
的尊重理解。

“我也想上大学，可是太遥远了，我
们家里条件也不好。”李冠蓉若有所思。

“学费不成问题，我们有补助、贷
款、社会助学款，还可以拿奖学金！”徐
艳发现李冠蓉眼里有光，她告诉李冠
蓉：“但你必须得先努力！”

解决了思想动力上的问题，如何让
学生喜欢上学习？这也难不倒 2019年
岳阳市教师职业能力大赛斩获一等奖
的徐艳。

上《边城》这一课时，分析人物形象
很枯燥，大家兴致普遍不高。徐艳有妙
招：“同学们，我们来做一个小游戏。假
如你是导演，要你把课文拍成电影，你
觉得选谁来演合适，为什么？”

“王媛合适，她眼睛大大的，有股机
灵劲儿，适合演‘翠翠’！”

“我推荐我同桌演爷爷，他很沉稳、
又智慧，这不就是‘爷爷’吗？”

如切如磋，如琢如磨。你一言我一
语，课堂氛围很快活跃起来，人物形象
在同学们的热烈讨论中呼之欲出，课堂
教学目的在活动中轻松达到。

学校党委书记、校长陈觉民告诉
记者，近两年学校教师业务能力提升

很快。学校经常举行教师业务能力考
试，每两周举行一次教研会，学政策文
件、新理论新思想，开展课堂满意度调
查。

去年，组织教师参加国家、省、市级
培训 288 人次，在中职学校教师职业能
力大赛中获市级奖励 15 人次、省级奖
励 2 人次；岳阳市“金鹗杯”教学比武活
动中 3 个团队 9 名教师获奖；在岳阳市
职业院校“教师职业能力大赛”中获一
等奖3个、二等奖6个、三等奖12个。

桃李不言下成蹊

1997年，余燕艳毅然放弃岳阳市优
越的工作岗位，投身湘阴职业教育，教
授思政课。22 年来，每一天她来校最
早，也离校最晚。

她常在班级中与学生谈理想，进寝
室与他们聊好习惯的养成，进课堂与他
们规划人生目标；与学生一起进行各项
活动，不做单纯的策划者，而是和学生
一起做践行者；她抓住时机进行思想道
德教育与心理健康教育，引领学生告别
自卑、树立自信，做阳光积极向上的青
年；也常与家长沟通，班级学生家访率
达 95%以上，家访家庭达 500 多个，上
万里行程，她几乎走遍了湘阴的每一个
角落。

余燕艳担任 2015 届、2018 届高三
的班主任那两年，恰逢女儿初中毕业与
高中毕业。女儿与学生都需要陪伴和
引导，孰轻孰重？两头都不能放松！她
以最大的努力兼顾两者，从来没有向学
校领导提过半点照顾要求，也没有请过
一节课的假。她付出双倍炽热的大爱
与辛勤的汗水，终于收获了这两届高考
的 胜 利 ，女 儿 也 以 优 异 成 绩 考 上 了

“985”大学。
作为班主任，余燕艳在 2015 年荣

获岳阳市“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她
一直引领学校的班主任团队建设，不断
深入钻研班主任管理艺术，主持了《中
等职业学校班级文化建设的实验研究》

等省级课题。她也十分注重帮带青年
教师的成长，青年教师胡倔、黄娜、沈晴
在她的指导帮带下，都已成长为专业的
骨干教师。对于学生职业技能的学习
与发展，余燕艳更是毫不松懈，2017年，
在全国中职生《教育以德为先》的主题
辩论赛中，她指导学生获一等奖并获

“优秀指导教师”称号。

服装设计专业美术老师刘辉班上
的同学周浪家曾经营一家鞭炮作坊。
一次事故中，一家人不同程度烧伤，周
浪面部也受伤严重，十分自卑，不敢和
同学交往。刘辉多次与她谈心，鼓励
她，还介绍另一位乐观的

残疾学生与周浪结对互帮互助、互相影
响。后来两人成为好朋友，周浪从阴影
中走了出来，学习也更有劲头了。

教育不仅是理性知识的累积，更是
立人之事业。教务科长钟炎武介绍道：

“教学上我们注重‘低起点、多反复、慢
爬坡’的原则，学生技能提高、文化知识
上升快。坚持活动育人，培养发展兴趣
爱好，每个教研组每学期搞一个活动，
像语文作文竞赛、数学答题竞赛、计算
机指法比赛、英语口语比赛、职业生涯
规划设计比赛等，每名学生一学期可以
参加 5 次，在比赛中锻炼能力、学到知
识、促进成长。”

教学相长重树人

从教 23 年的建筑专业老师范红辉
是学校的“明星教师”。“在常人眼里职
高生总是矮人一截，如果学生思想没有
解放的话就是一个包袱。其实，不管职
高普高，读中职也有大未来，和普高生
一样可以考大学本科。”阐释其独特“教
育经”的范红辉不忘向记者解读政策，

“近年来实行普职分流 1:1，应用型本科
增加针对职高有技能特长的学生。”

针对学生学习缺乏目标、自由散漫

的情况，范老师要求学生在家在校一个

样、假日非假日一个样、老师在与不在

一个样、班主任非班主任一个样。防疫

时期，他每天微信视频管理学生自主学

习，对学生学习状况了如指掌，班上同

学成绩都未落下。

执教中范红辉发现，同学们大多缺

乏劳动教育，不懂得尊重老师与父母的

劳动成果。他便带领同学们去农场劳

作，同学们自己收挖、分享、品尝红薯，

十分高兴。从第一次去劳动工具都不

会拿，到后来熟能生巧，孩子们在劳动

中感受到劳动成果得来不易。

去年 12 月，在带领学生陈世坤、应

宇风参加省赛时，绘制屋顶三视图成为

了项目的“拦路虎”。由于所设计屋顶

是由多边形组合而成，不规则且多面坡

度不同，绘图难度相应增大。如何让学

生更好地理解视图？范红辉带着学生

专程拜访名师，虚心求教，帮助学生解

决了难题。

功夫不负有心人。今年 1 月，范红

辉与一职老师彭依婷带领陈世坤、应宇

风参加 2020年湖南省职业院校技能竞

赛中职建筑 CAD 项目摘得全省一等

奖，获得冲击国奖资格。

带着学生学习还不够。去年，范红

辉还参加了省教育厅举行的国家级金

牌教练培训，他坚信：“终身学习才能不

断提升专业能力，永不止步。”

问渠那得清如许问渠那得清如许

余燕艳老师在上班会课。

（本文图片摄影 王义威）

范红辉老师辅导省赛一等奖选手继续加强技能训练。

徐艳老师利用课间休息时间与学生谈心。

周玉意 罗佳成 陈 斌

5 月 22 日，隆回县召开新时代文明实践
工作现场推进会，对新时代文明实践工作再
动员、再部署，全面推进新时代文明实践全国
深化拓展试点工作。

自新时代文明实践全国试点工作开展以
来，该县积极探索建立全域化建设、项目化推
进、常态化开展的“三化”模式，力求城乡联动
形式新、载体新、措施实、任务实，形成满城开
花的文明实践生动局面，力图打造新时代文明
实践的“隆回样板”。

全域推进，阵地建到家门口

群众在哪里，文明实践就延伸至哪里。
隆回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新时代文明实

践工作，建立了由县委书记王永红任主任的新
时代文明实践中心，由县长刘军担任总队长的
新时代文明实践志愿服务总队，将脱贫攻坚、
生态文明建设、扫黑除恶、文化惠民等中心工
作有机融合，高标准谋划、高质量推进，全面打
响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动仗”。

该县以走在前列为目标，推进新时代文明
实践全域化建设。组建县级新时代文明实践
中心，并在全县 25 个乡镇及其行政村同步推
进实践所和实践站建设，建立县、镇、村三级新
时代文明实践工作格局。

同时，统筹基层公共服务资源，重点打造
理论宣讲、教育服务、文旅服务等“六大”活动
平台。近两年来，专业志愿者队伍从 8支扩展
到 14 支，实现卫生健康、农业科技、教育助学
等领域全覆盖，确保活动开展有阵地、有保障，
朝着有机构、有队伍、有平台、有成效等“十有”
目标阔步前行。

该县还依托文化馆、农村文化广场、农家书
屋等，统筹推进阵地建设。目前该县已建成25
个乡镇实践所和572个村实践站。“近在咫尺”的
实践站，让新时代文明实践“推门可见”，涌现出
荷香桥镇九牛坳村移风易俗生活馆、七江镇建
华村家风家训传承一条街等一批新时代文明实
践特色项目。

创新模式 ，激活志愿服务力量

新时代文明实践的主体力量是志愿者，主
要活动方式是志愿服务。

为确保新时代文明实践大门常开、活动常
态、内容常新，该县在壮大主体力量上下功夫，
围绕工作内容、地域特色、农村需求建队伍，把

“三下乡”“欢乐潇湘”“送电影下乡”等各类服
务活动，全部纳入文明实践内容，开通志愿服
务热线，建立志愿服务网络，实现志愿服务供
给和需求信息互通共享、网上网下同频共振。

该县突出抓好内容项目化、主体多元化、
活动多样化、方式互动化、讲台流动化“五
化”，分门别类确定文明实践必做项目、常态
项目、机动项目，机动项目由“中心”制定“菜
单”，群众按需点单，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
讲政策、讲故事，既接天线又冒热气，既带露
珠又接地气。

与此同时，该县还制订健全“党委统一领
导、宣传部门牵头抓总、相关部门支持配合、社
会各方积极参与”的联动机制，重点孵化7家社
会组织，激活志愿服务力量，合力推进新时代
文明实践工作，形成制度健全、运行有力、示范
以点带面、考核督查到位的长效发展态势。

目前，该县形成党员干部带头、机关单位
先行、专职兼职结合、群众全员参与的可喜局
面。全县累计组建志愿者队伍 737支，发展志
愿者9.7万人，开展文明实践活动4500多场。

文明实践开新花
——来自隆回新时代文明实践报道之一

“掌上”社保缴费、“湘税社

保”APP登录操作……

近日，一场别开生面的税法

培训在辰溪县上蒲溪乡五宝田

村“乡贤讲堂”举行。30 多位回

乡创业的当家人，经过培训，13

人 现 场 下 载 了“ 湘 税 社 保 ”

APP，5 人学习并完成了社保缴

费。

据了解，辰溪县上蒲溪乡五

宝田村是“国家历史文化名村”，

已有 300 多年历史，是一座湖湘

耕读文化特色浓厚的古村落。

在乡村扶贫开发中，通过成立高

山石蛙生态养殖、瑶山大鼓制作

和人参酿造瑶乡竹筒酒等项目

脱贫致富，去年全村人均收入达

1 万余元。村主任肖从义对辰溪

县税务局火马冲税务分局局长

黄保忠说：“喝水不忘挖井人，精

准扶贫帮我们创业脱贫，我们也

要主动纳税，回报国家。”辰溪县

税务局税宣志愿小分队，走乡串

村，架通与村民学习交流的桥

梁，及时将国家税费优惠政策送

到乡亲们手中，实现了税宣扶贫

同频共振。（罗金山 周 俐）

古村来了税宣小分队

“禁毒宣传要从娃娃抓起，让
孩子们切实增强识毒、防毒、拒毒
意识和能力。”5 月 27 日，道县妇
联组建的“妈妈禁毒联盟”走街串
巷、进校入班，对青少年和在校学
生开展以案释法禁毒宣教活动，
这也是道县禁毒宣传“六进”活动
的一个缩影。

道县禁毒办负责人告诉笔
者，该县实现毒品预防教育全
覆盖，在县城进出口主要通道、
城市中心主要道路交通指示牌

背面、省道国道旁等地布设了
大批禁毒宣传牌；所有乡镇（街
道）、村（社区）设立了禁毒宣传
标语牌和禁毒知识宣传栏等，
让群众抬头就能看见禁毒宣传
的内容。此外，还精心组织开
展主题宣传活动，积极开展学
校 毒 品 预 防 教 育“ 五 个 一 ”活
动，不断深化青少年毒品预防
教育“6·27”工程，实现“六进”
活动常态化。

修订并印制《道县举报毒品

违法犯罪奖励办法》，对群众举报
的涉毒违法犯罪线索进行奖励，
目前已累计发放举报奖金 53 万
元。印制《外流贩毒被抓获人员
名单公示》，在全县各乡镇（街
道）、村（社区）、组、人员集中地等
进行公示宣传，震慑涉毒违法犯
罪行为。以村（社区）、网格为单
位组织乡镇（街道）干部入户送签

《外流贩毒整治相关知识告知书》
10万余份。

今 年 ，道 县 禁 毒 委 发 布

〔2020〕1 号文件，强化禁毒宣传
工作。新冠肺炎疫情蔓延后，他
们做到疫情防控和禁毒工作一起
抓。据统计，自 3月份以来，大力
开展禁毒宣传“六进”活动，共计
张贴禁毒通告4000余份，悬挂横
幅 150条，展出展板 400块次，知
识讲座 100 场次，接受咨询 3 万
余人次，发放宣传资料 8万余份，
受教育人数15万余人。

通过禁毒宣传全覆盖，道县
禁毒宣传亮点纷呈，禁毒工作成
效显著，吸毒人员增速大幅下降，
禁毒工作民调排全省前列。

（盘 林 朱 政）

禁毒宣传全覆盖

“大姐，你儿子读书的问题解
决了吗？”“村干部帮我联系了市里
的特教学校，现在儿子已经去读书
了，吃住都免费，谢谢您们关心
啊！”……5月中旬以来，绥宁县纪
委监委组织67名纪检监察干部奔
赴15个乡镇67个贫困村，通过念
好“听”、“摸”、“促”、“查”、“督”五字
诀，扎实开展脱贫攻坚“护航行动”
入村督查。

“听”群众呼声。督查人员一
人一村，做到“六必走”，即危改户
必走、易地搬迁户必走、边缘户必
走、信访户必走、无生活来源户必

走、无劳动能力户必走。此次督
查中，共收集群众诉求 138条，当
场解决问题24个。

“这笔贷款，为我送来‘及时
雨’啊”5 月 19 日，黄土矿镇源头
村的建档立卡贫困户刘郁来心情
格外好。刘郁来开办了小型养殖
场 ，现 有 黄 牛 30 多 头、黑 山 羊
100 多头。想扩大养殖规模，但
苦于没有资金，县纪委书记唐远
伟得知后，马上组织协调，迅速开
辟了绿色通道。几个小时后，一
笔 5万元的扶贫小额信贷款就打
到了他的账上。

“摸”问题线索。围绕基层“微
腐败”，扶贫工作不实、作风漂浮，
数字脱贫、虚假脱贫，“四不摘”政
策落实不力等方面问题进行“点穴
式”摸排，采取现场查阅资料、实地
查看扶贫项目、面对面与群众交流
等方式，获取扶贫领域问题线索。
督查中发现驻珠玉村工作队队长
赵某驻村帮扶工作不实并违反驻
村工作纪律，5月15日，赵某受到
党内警告处分。

“促”信访化解。结合“带着板
凳进村”活动，广泛收集群众意见，
帮助解决实际困难，把问题解决在

群众“家门口”，有效化解基层信访
举报问题。截至5月25日，该县32
件扶贫领域信访举报件已办结29
件，办结率90.6%，满意率100%。

“查”整改情况。对前期脱贫
质量“回头看”发现的 535个问题
整改落实情况进行再督查，督促整
改完成 406 个，对整改不到位的
129个问题当场进行交办再整改。

“督”廉洁村创建。该县印发
《绥宁县“廉洁村（社区）创建指导
意见”》，督查人员督促村支两委按
照“十有”标准抓实抓细“廉洁村”
创建，确保人人有任务，个个抓落
实。 目前，全县234个村（社区）
全部申报创建“廉洁村（社区）”，申
报率达100%。

（李 斌 唐 婷 李叶青）

念好五字要诀 护航脱贫攻坚绥宁县：

道县：

辰溪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