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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家飞 谭延喜 谭张红

近年来，株洲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坚持“走内涵发展、特色发展、创新发展
之路”，以培养“德技兼优”型人才为目
标，深化“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特色专业
建设,构建了“专业+工作室+车间”服装
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以企业人才需求为
导向，开展专业人才培养改革；以岗位能
力要求为标准，推进多元化课堂改革；以
双师型教师培养为重点，打造高水平教
学团队；以服务社会经济发展为宗旨，形
成了培养专业人才服务特定经济领域的
独特优势。

“校企联姻”，现代学徒制
激发发展动力

2011 年株洲市工业中等专业学校
牵头组建株洲服装职教集团，以服装专
业为纽带，大力推行集团化办学，在深化

校企合作，实现服装资源共享，更好地推
动株洲服饰产业升级发展方面做了大量
工作。2013年成为湖南省职业教育“十
二五”重点建设项目生产性实习实训（教
师认证培训）基地、湖南省示范性特色专
业。2014年受省人力资源保障厅委托，
牵头组建湖南省职业技能鉴定服装专业
委员会，2015 年挂牌“国家纺织人才培
训基地-芦淞服饰产业园培训基地”，
2017 年成为全国职业院校服装技能大
赛和世界技能大赛服装项目省集训基
地，2019年授予长株潭城市群职业教育
共建共享实习实训基地。

学校先后依托以上六个平台，开展
服装及相关专业实习实训、校企合作、技
能培训，找到产教融合突破点，形成了

“专业+工作室+车间”的办学特色。从
2012年开始，以刘琼老师为首的服装团
队成立服装设计女裤工作室；2013年由
黄浪牵头与株洲市依万服饰有限公司共
同组建了校服工作室；2014 年罗文庆
与团队成员成立了手工艺工作室；2016

年由刘咏梅及团队成员与株洲帝豪装饰
设计有限公司合作建立了环艺工作室；
2017年曹罗飞、唐伟及团队员成立了模
板工作室，共同完成了服装设计款式图
模板尺、时装画人体模板尺、服装原型模
板尺、工艺生产模板的研发，并获得国家
专利授权 8 项，其中实用新型专利 2
项。2017年刘琼名师工作室入驻企业，
2019 年，包慧婷大师工作室入驻学校。
形成了名师入企业，大师入学校的完美
融合。实现“车间即教室,师傅即教师，
工人即学生”。

2020 年，香港服装学院院长周世
康，株洲纺织工业联合会叶天毅、赵珍，
广州互利时尚株洲公司李永忠来校，洽
谈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株洲市“服装裁
剪”扶贫车间培训等具体事宜，学校作为
株洲市唯一承担“服装裁剪”扶贫车间员
工培训项目教学的学校，积极响应国家
打赢扶贫攻坚战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
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着力推进技能扶
贫，服务地方经济。5月15日，株洲市服

饰产业联合会正式成立，学校党委书记
唐红敏当选市服饰产业链副链长、市服
饰产业联合会常务副会长。教务处刘琼
处长当选（市服饰产业链成员）专家委员
会成员。为更好地推动株洲服饰产业转
型升级，推进服饰产业品牌化、国际化、
现代化的新局面，学校希望依托政府、地
方产业，走产学研一体化道路，开创产教
融合的办学新格局，促进专业院校与企
业深度合作优势互补，拟组建湖南新媒
体与服饰产业学院。

“以赛促学”，国赛世赛中
提升学生技能

学校秉承“厚德树人，精技立业”的
校训，坚持“家庭校园，职场德育”育人理
念，重视学生职业素养的培养、专业技能
的提升，以赛促学，以赛促教，在狠抓常
规的同时重视内涵、质量的提升。2019
年湖南省职业院校学生技能竞赛共有

38 名学生在 14 个项目中获奖。其中，
10 名学生获得一等奖、8 名学生获得二
等奖，20名学生获得三等奖。学校成功
承担了中职服装设计与工艺、电子电路
装调与应用、电子商务技能、虚拟现实

（VR）制作与应用 4 个赛项的省赛和国
赛集训任务，4 个赛项和制冷与空调设
备组装与调试、模特表演均入围国赛。
通过激烈角逐，6 个项目在国赛中共获
得 8 个银奖 4 个铜奖，以奖牌总数 12 排
全国第 67 名、湖南省第 3 名、株洲市第
一名，荣登教育部“2019 年全国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获奖名单”奖牌榜。

2012-2019年学校连续8年成功承
办了湖南省技能竞赛服装设计与制作项
目大赛，2019年成功承办了全国纺织服
装教指委中职服装专指委全体会议和第
三届全国中职学校服装毕业设计联合发
布会及 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中职组服装设计与工艺总结会，为深入
推进株洲的产教融合贡献力量，并得到
全国服装职教领导和同行的一致好评。

“职场德育”，人人参与提
升发展内涵

德育积分制,是株洲市工业中等专
业学校实施“家庭校园 职场德育”育人
理念最直观的体现。学校实施“家庭校
园 职场德育”的育人理念,就是要将师
德和学生德育作为品牌,使学校成为最
优化的“小环境”,真正为社会培养德才
兼备的高素质人才。2010 年学校信息
中心建立了学生德育管理系统、教学管
理系统,通过信息化管理技术,在全校充
分营造了“人人德育”“人人管理”的氛
围。对学生道德品质、文明习惯、学习态
度、心理素质、奖惩情况等方面作真实记
载,成为该校学生德、智、体、美等方面表
现的“素质发展档案”。通过德育管理系
统和德育积分制,除了班主任，每个老师
都能对学生进行打分，人人都是德育工
作者。

通过加强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校企
文化，共融互通，形成了注重技能，德艺
双馨的新时代工匠精神，学校文化建设
品位日益凸显，办学质量显著提升，成为
湖南省中职教育品牌，成为株洲职教园
窗口学校。

产教融合育桃李 德技双馨润三湘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罗毅 严万达
通讯员 何智英 杨雄春）蓝山县塔峰镇的
80后小伙胡金涛，日前凭着多年在外务工
积累的管理经验，受聘在蓝山县皮具箱包
科技产业园一家皮具箱包企业担任针车
组长。近年来，随着蓝山皮具箱包产业快
速崛起，更多的务工人员告别漂泊异乡的
生涯，抓住机遇返乡创业就业。

近年来，蓝山县主动对接粤港澳大湾

区，承接皮具箱包产业转移，全力吸引在
外务工的4万多名蓝山籍皮具箱包产业工
人回乡创业就业，打造“中国皮具箱包创
新之都”。该县规划占地 4000 多亩、总投
资 60 亿元的皮具箱包科技产业园，实行
标准厂房“边建边生产”，出台皮具玩具产
业发展“10条优惠政策”，解决企业物流运
输、人才引进、培训费补贴、员工子女就近
入学等问题。广东名将集团、邦一、盛远等

皮具箱包企业相继落户。同时,推进产城融
合发展，完善基础配套设施，开通园区至
乡镇的公交班车，吸引乡村群众进园务
工、安家。今年以来，该县职能部门主动上
门提供疫情防控、金融信贷、稳岗就业支
持，帮助企业复工复产，让老乡们吃下回
乡发展的“定心丸”。

蓝山县还结合“迎老乡、回故乡、建家
乡”活动，发动在外流动党组织联系务工

能人返乡办厂，先期建成的湘江源国际皮
具城一期已有37家企业入驻投产。受家乡
感召，蓝山县杰龙皮具有限公司负责人唐
九龙将皮具生产线和技术工人一并带回
蓝山，目前生意越做越红火。

据悉，蓝山县已引进皮具箱包、玩具
企业近80家，总投资50多亿元。目前，已
有 40 多家投产，帮助近万名劳动力在家
门口就业。

湖南日报6月8日讯（通讯员
覃业彦 易继刚 记者 鲁融冰）6
月6日至7日，石门县170多名志
愿者跋山涉水，对全县 133 名孤
儿和事实孤儿逐户走访，结对开
展“逆风飞翔·孤儿与事实孤儿同
行计划”第一次陪伴行动。

据悉，这是石门县教育基金
会推广的长沙市岳麓区大爱无疆
公益文化促进会相关项目，旨在
通过资助和陪伴孤儿和事实孤
儿，助其健康成长。

参与活动的志愿者中，有公
务员、企业老板、社工、个体工商
户、教师、医生、退役军人，还有退

休干部和陪读家长等。经两个月
筹备，他们因爱集结、不计报酬，
在爱的路上结伴前行。每到一处，
详细了解孩子家庭情况等，并他
们进行心理疏导和精神鼓励，用
爱心陪伴换来一张张笑脸。

“俺儿子病逝，儿媳离家出
走。如果我不在了，孙女该怎么
办呀？”所街乡小学生覃艳（化
名）的奶奶道出了自己的隐忧。
与覃艳结对的志愿者唐基献是
当地一名教师，她亲切地对覃艳
说：“今后，阿姨将和爱心人士关
注你、帮助你、陪伴你，让你不再
孤独。”

湖南日报记者 王文隆

“一把青秧趁手青……”最近，田里
种满水稻的喜人景象，在浏阳市花炮重
镇金刚镇重现。

“目前金刚镇已栽种早稻和一季稻
共 22800 亩，超过往年不少。成果来之
不易，一定要注意防涝。”6 月 7 日上
午，大雨将至，金刚镇分管农业的副镇
长王升华来到平湾村检查农田防汛工
作。稻田里，刚栽下的一季稻摇曳生姿，
栽了一个多月的早稻长势良好。

金刚镇位于湘赣两省交界处，是浏
阳市花炮工业重镇，去年实现工业总产
值60多亿元。在这样一个花炮重镇，大
多数农民成了产业工人。“在花炮企业
上班，一天收入有两三百元，相当于两
担稻谷。”王升华说，因此，镇里大多数
农民不愿种田，抓农业生产成为“难
题”。

镇里农技员张可祯告诉记者，种田
不如到花炮厂做事，很多农民多年不种
水稻了，宁愿让田地荒芜。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粮食安全问

题变得更为现实。金刚镇迅速行动，早
稻种植面积从多年来为零恢复到2800
亩，一季稻完成种植2万亩。“加上其他
农作物，今年粮食种植面积可达 3.2 万
亩，完成市政府下达的任务没问题。”张
可祯说。

“麻烦来看看，我播的秧苗可不可
以移栽？”前不久，接到平湾村村民电
话，张可祯骑上摩托车往秧田飞奔而
来。由于天下小雨，雨衣卷入了摩托车
轮胎，张可祯从车上摔倒，造成上颚骨
折，肋骨骨折，还断了3颗牙齿。他拒绝
做手术，选择保守治疗，休息两天又重
返岗位。

“今年粮食生产任务重，我不回去，
放心不下。”张可祯说。他是浏阳市农业
系统目前唯一拥有高级职称的农技干
部，已在乡镇工作 20 多年。在他指导
下，金刚镇成为浏阳市少有的几个实施
了“水淹法”种植的乡镇。

抓粮食生产，显干部担当。“你不去
走村入户，不去做村民工作，不深入群
众，是做不好工作的。”镇纪委书记罗其
晏介绍，镇里每天通报进度，镇干部每

周下村现场督查，宣讲上级政策，帮助
解决种子采购、田土统筹和大户承包等
方面的具体问题。

“我们村多年没种过早稻了，今年
能完成700亩种植任务，我自己都不敢
相信。”平湾村村委会主任彭桂生说，镇
村干部到各村民小组召开村民户主会，
明确不种早稻的农田由村里统一流转
后种早稻，所有农田都不能抛荒，最终
700亩早稻种植任务圆满完成。

“政府提供种子，还出钱购买石灰
改良农田土壤，连田间放水都由政府出
钱请人统一进行。”太子湖村村民李双
说。

“浏阳市今年完成早稻种植27.6万
亩，比上年增长32.5%。”浏阳市农业事
务发展中心主任卢焕新介绍，该市2月
18日即制定了粮食补贴“硬措施”，比往
年出台时间更早、补贴力度更大、补贴范
围更广，极大提高了农民种粮积极性。

另据了解，今年来，长沙市压紧压
实粮食生产责任，全市完成早稻种植
149万亩，超过省定任务4万亩，比上年
增加17.3%。

石门志愿者助孤儿“逆风飞翔”

皮具箱包产业吸引“雁归巢”
蓝山40多家皮具箱包企业投产，近万名劳动力在家门口就业

早稻种植面积从多年来为零恢复到2800亩，一季稻完成种植2万亩——

花炮重镇稻满田

背学童
过水面
6月8日，江永县

兰溪瑶族乡学校两名
老师背着学生通过水
淹路面。当天，该乡境
内普降暴雨，通往石
盘、大地坪村的道路
被雨水淹没。放学时，
该乡学校组织老师背
送学生过水淹路面。

田如瑞 林满仔
摄影报道

严格落实耕地补贴，动员
流转抛荒耕地

洪江市复耕复种
1300余亩

湖南日报 6 月 8 日讯（记者 雷鸿涛
通讯员 刘辉霞 李根深 谢恩怀）6月1日，洪
江市黔城镇塘冲湾村，机械化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望着眼前长势正好的优质稻，心里乐开了
花。“我们今年流转农户抛荒耕地32亩，实行
全程机械化生产，种上了优质稻。”

今春以来，洪江市全面治理耕地抛荒，稳
定发展粮食生产。通过全面排查，洪江市核实
抛荒耕地面积1725 亩。目前已落实抛荒耕地
复耕复种1300余亩。

制定治理耕地抛荒工作机制。各乡镇对抛
荒耕地户主逐户下达恢复耕种通知，确保在6
月20日前全部完成复耕复种。市政府对开展
耕地抛荒治理、发展粮食生产工作实行单独目
标管理，安排专项经费奖励兑现。

出台系列文件严禁耕地抛荒，加强粮食生
产。严格落实耕地地力补贴和粮食生产适度规
模经营补贴等惠农补贴政策，对抛荒耕地、“非
农化”耕地停发耕地地力补贴；对承包户确实
无能力复耕复种的抛荒田，在不改变原承包关
系的前提下，由村委会收回复耕复种，做到谁
耕种谁得补贴。此外，对恢复发展双季稻生产、
推广水稻集中育秧进行重点鼓励和支持。

该市积极动员协调种粮大户和专业合作
社流转抛荒耕地，落实复耕复种。为充分调动
种粮大户和专业合作社的积极性，该市对种
植一季水稻30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按50元/亩
的标准给予种子补贴，按 150 元/亩标准发放
粮食适度规模经营补贴。继续执行现代农业
扶持政策，对 30 亩以上种粮大户按 100 元/
亩的标准进行奖补等。截至目前，全市种粮大
户、专业合作社流转耕地复耕复种1000亩以
上，成为了治理抛荒发展粮食生产的主力和
重要支撑。

通讯员 胡卫红
湖南日报记者 邢玲

6月7日，对在广东汕头创业
的石自华来说，是一个特别难忘
的日子。他前前后后经过 6 次寻
找，终于找到了24年前曾用心帮
助过自己的恩人刘勇一家。

1996年8月的一天，当时21
岁的桑植县小伙石自华在桃江县
城找工作时，身上的钱被偷了。身
无分文的他流落街头，心急如焚，
恰巧被路过的刘勇看到。刘勇将
他带回家，安慰他先安心在家住
着，自己到处托朋友帮他找工作。
没过几天，刘勇帮石自华在县城
一家食品厂找到一份工作。为减
少石自华的开支，刘勇仍留他在
自家吃住，把他当自家儿子一样
照顾。

在桃江打工期间，石自华一直
住在刘勇家。他工作兢兢业业，又
勤劳肯学，与刘勇一家相处融洽。
一年多后，石自华的一位朋友请他
前往广东汕头一家服装厂帮忙。临
行前，石自华感激地对刘勇说：“等
将来我的条件好了，一定要回桃江
报答你们一家的大恩大德！”

石自华后来与几位朋友在汕
头创办了一家服装厂，并担任总

经理。事业蒸蒸日上，但他从没忘
记当年的承诺。2014 年，离开桃
江17年后，他再次来到桃江，寻找
恩人刘勇。由于刘勇的单位改了
制，家也搬了，他第一次寻找失败。
接下来几年，石自华又先后4次到
桃江找恩人，每次都无功而返。

今年6月6日，石自华第6次
来桃江。这次，他直接找到桃江县
融媒体中心，希望通过当地媒体
找到恩人。6 日 22 时，一条“请关
注，寻找24年前的恩人刘勇”的消
息在当地朋友圈传开，得到不少
热心市民的关注与转发。7日一大
早，数条信息将刘勇一家的住处
锁定在桃江县城七星桥廉租房小
区内。经小区工作人员确认，这个
小区曾有个叫刘勇的人，正是石
自华惦记了24年的恩人刘勇。遗
憾的是，2018年10月，刘勇因病
去世，目前只有他的妻子胡建花
与儿子刘晴波住在这里。

6 月 7 日 11 时许，石自华来
到刘勇家，终于见到了恩人的家
人。“这么多年了，你们一家的恩
情，我一刻也没有忘记！”石自华
握着胡建花的手，声音哽咽。

“我会尽可能地帮助他们母
子，回报当年他们对我的恩情！”
石自华说。

24年前获得帮助，石自华6次自粤
返湘找恩人——

“你们一家的恩情，
我一刻也没忘”

湖南日报6月8日讯（通讯员
彭政 刘小花 记者 李永亮）“渗漏
点虽仍有水渗出，但不浑浊，说明
渠道主体没受影响。”6月5日，巡
渠员欧志刚来到株洲市酒埠江灌
区总干渠皮加冲段，查看几天前发
现的渗漏点。跟以往不一样的是，
他通过扫描二维码，以图文形式向
灌区管理局反馈巡查情况。

今年初，为对灌区进行信息
化管理，提高巡渠效率，酒埠江灌

区管理局创新建设“扫码巡渠”系
统，在 65 公里渠道上设置 54 个
扫码点，几乎涵盖所有关键水位
点和渠系建筑物，并与局机关信
息中心连通，实行统一调度，第一
时间处置影响行洪安全的隐患，
将防汛工作落到实处。目前，通过

“扫码巡渠”，酒埠江灌区管理局
累计收到隐患报告32处，目前已
整改28处，其余4处暂时不便处
理，正在密切观察中。

株洲酒埠江灌区
“扫码巡渠”查隐患

经桃源县政府采购主管部门审核，桃源县职业中等
专业学校学生公寓生活设施采购项目已具备公开招标
的条件，采购人为桃源县职业中等专业学校，预算金额：
6115200元，现予以公告。具体详情关注中国湖南常德
市政府采购网（http:changd.ccgp-hunan.gov.cn）和常
德市公共资源交易网（http://ggzy.changde.gov.cn）。

常德市天祥招标咨询有限公司
2020年6月9日

采购项目招标公告

衡阳规模种植推动“菜篮子”提质
7家企业被授予“湘江源”蔬菜公用品牌企业

湖南日报 6月 8日讯（见习记者
聂沛 唐曦 通讯员 颜欣玲）6月4日，位
于衡阳市石鼓区角山镇三星村的尚蔬园
蔬菜基地内，工人们正抢抓工期，建设
4000平方米的蔬菜连体大棚。

近年来，衡阳市全面推广蔬菜规模
化种植，持续加大机械化种植力度，积
极开展蔬菜品种创新与改良。引进湖南
润福祥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湖南志捷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等5家规模农业企业，
投资建设 5000 余亩蔬菜基地，促进本
地蔬菜产业提档升级、提质增效。积极

选育、引进54个蔬菜新品种，建设1万
余亩新品种、新技术、新设施、新模式核
心示范基地，不断丰富市民“菜篮子”。

同时，衡阳以建设“湘江源”蔬菜公
用品牌项目为契机，在中心城区大力发
展设施蔬菜、特色蔬菜，积极融入“湘江
源”蔬菜设施栽培区，支持高技术含量
的育苗企业发展壮大，引导蔬菜经营主
体利用蔬菜大棚进行春提早、秋延后蔬
菜种植，提高淡季蔬菜供应能力。各县

（市）区在发展蔬菜产业中则突出“一手
抓大，一手抓小”。“抓大”即发展壮大本

土蔬菜龙头企业，积极对接供粤港澳大
湾区“菜篮子”工程，鼓励规模蔬菜企业
发展外向型蔬菜；“抓小”即大力发展家
庭农场，供应本地市场，促进农民持续
增收。目前，新发食品、有吉食品、华兴
农业、力丰农业、耀泓生态等7家企业被
授牌为“湘江源”蔬菜公用品牌企业。

去年，衡阳市蔬菜种植面积达 94
万亩，总产值超 73.5 亿元，成为当地农
民持续增收的有力产业支撑。今年，全
市力争将蔬菜播种面积稳定在 100 万
亩、蔬菜总产量保持在230万吨。

湖南日报6月8日讯(记者 成俊峰 通讯员
付生国 范才银)“树上释放的是蚜茧蜂和捕食
螨，是果树上的蚜虫、粉虱等害虫的天敌，利用
它们可有效防治害虫，减少农药使用量，实现
纯有机、绿色农作物丰产增收。”6月8日，在常
宁市大堡乡排山村贫困村民王双喜家的果园
里，驻村帮扶工作队队员一边轻轻地在果树上
抛撒消灭害虫的小虫子，一边介绍小虫子的功
效。

据了解，蚜茧蜂是一种卵寄生蜂，雌蜂产
卵于蚜虫体内，随后孵化成幼虫。幼虫通过吸
收蚜虫体内营养，几天时间长成蚜茧蜂，实现
循环灭蚜。捕食螨是一种以红蜘蛛、锈壁虱、粉
虱、木虱等植物害螨害虫为主要食物的杂食性
益螨，喜食害虫的卵，让害虫无法繁殖，达到消
灭害虫效果。

连日来，针对果树、蔬菜害虫危害较大的问
题，常宁市驻村办联合该市烟草公司，从云南昆
明烟草公司引进近1000万只蚜茧蜂和捕食螨，
免费发放给30余个扶贫产业基地，用于防治果
树、蔬菜蚜虫和害螨，覆盖面积2万余亩，为果
农、菜农可一年节省生产成本100余万元。

常宁投放害虫天敌
保丰产增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