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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教

长沙航院锻造“双师型”教师——
—

上得了讲台 下得了车间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通讯员 张少利
“修好了，真的修好了。黄教授，真牛！”
当加工中心（数控机床）设备启动、恢复运
行的瞬间，工人们欢呼起来。
这位黄教授就是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
院机械学院院长黄登红。他既是教师，也是
师傅。
5月19日， 记者在长沙航院采访了解
到，像黄登红这样“上得了讲台，能上一堂
好课；下得了车间，能干一手好活”的“双师
型”教师，该校已培养了179名。

顶岗培训，让教师沉下去
“高职教育的根本目标是面向生产、
建设、管理与服务一线培养高素质技术技
能人才。只有教师沉下去，学生才能走出
去。” 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朱厚望
说。
为让教师沉下去， 长沙航院规定新进
教师必须到企业一线顶岗实习一年， 与一
线技师一起生活、 工作， 感受企业的新标

准、新工艺、新技能。实习教师岗前培训考
核由企业把关，如果企业其政治纪律、专业
技能不过关，学院将不予接纳。自2012年该
制度实施以来， 该院已有22名新进教师到
工厂培训。
校内在岗在编的专业教师，实行5年一
轮的培训锻炼， 每年安排40名教师到企业
实践锻炼6个月，使书本知识和企业实践有
效贯通，成为名副其实的“双师型”教师。下
厂锻炼的教师带着专业建设、 课程建设和
专项操作技能培养等具体任务， 到企业具
体生产岗位，实行一对一的“师傅带徒弟”
式培养模式。
教学管理干部也是5年一轮，每年选
送2至4名教学管理干部到航空修理企业
任职交流，学习体验企业先进管理经验，
熟悉修理作业流程， 了解航空修理前沿
技术。 同时， 每年选送50名优秀的专业
教师和教学管理干部到德国、美国、加拿
大、新加坡等职业教育发达的国家进修、
培训，学习发达国家的先进职教理念，了
解相关专业和技术发展前沿， 拓宽国际
视野。

兼职教师，把能工巧匠请进来
企业永远处于生产最前沿， 拥有最新
的技术和最有经验的技师。 长沙航院从深
度对接、合作办学的企业中聘请厂长（董事
长、总经理）担任学院客座教授，聘请生产
一线技术骨干和能工巧匠担任兼职教师。
目前，该学院拥有企业客座教授30名、企业
兼职教师142名。每学期从兼职教师库中聘
请30名左右企业专家来学院授课， 参与专
业建设和课程改革， 与学院专业教师一道
开展实训教学、教研教改、科技攻关、技术
革新等。
企业的能工巧匠初到学校任教，面临着
实践经验与课堂教学融合的难题。刚开始上
课时，他们无法用精确的语言把自己的经验
传授给学生，学生也对初上讲台的企业技师
颇有微词。如何实现实践经验“课堂化”，不
可能一蹴而就。长沙航院认为，教师到企业，
跟着师傅一对一顶岗实习； 师傅到学院，也
要跟教师进行一对一对接，备课、学教书育
人。这种双向的顶岗培训效果不错。
“我在工厂中，每年都带徒弟。去年，长

沙航院聘请我担任兼职教师。我起先以为，
以20多年企业工作经验， 完全能够适应这
一角色。但真正走上讲台，成为让学生喜欢
的教师， 我用了半年时间， 花了大量的心
血， 才实现了由工厂技术人员到讲台教师
的转型。” 长沙航院聘请的中航工业长沙
5712飞机有限责任公司高级技师彭岳华深
有感触地说。
“原来实训课完成的实训作品，只要差
不多就行， 但到了企业兼职教师那里就行
不通了。他们经验非常丰富，动作示范一点
都不走样，制作的实训样品精度非常高。尤
其是他们讲授的‘零差错、无缺陷’的航修
精神，让我受益匪浅。”飞机维修1303班的
学生刘文博告诉记者。
名师出高徒。截至今年4月底，长沙航
院2015届毕业生就业率已达92%， 且超过
35%的毕业生在国（央、军）有单位签约就
业。 麦可思数据有限公司跟踪调查的长沙
航院“社会需求与培养质量年度报告”最新
数据显示， 该院毕业生的就业率和就业质
量情况都高于全国同类高职院校平均水
平。

“海牛号”
浅海实验成功
还将在水深3000米的海域进行深海测试
湖 南 日 报 5 月 24 日 讯 （记 者 曹 辉 通 讯 员 曾 志 前
李 一 凡 ）记者今天连线“海底60米多用途钻机系统”课

题组获悉，在厦门港海域25米深的海水中，由湖南科技
大学教授万步炎领衔的深海钻机项目， 重达8.3吨的
“海牛号”成功下水海试，这也标志着“海牛号”在浅海
领域试验成功。
原计划在青岛近海的首次钻探试验因台风影响而
移至厦门附近海域进行。 从青岛国家海洋科考基地出
发，“海牛号” 经过连续4天航行于19日晨到达厦门近
海。重达8.3吨的“海牛号”，看似庞然大物，到了海底就
跟一条泥鳅一样灵活，不断向下钻探，最深可以达到60
米。它的任务就是要在深达3000米的海底，寻找埋藏
在海底的矿产资源，包括埋藏在这个深度的可燃冰。
按国家“863”项目海试评审要求，项目验收必须进
行深海和浅海两次试验，其中深海深度要求在2500米
以上，因黄海、东海海深达不到要求，天气转好后“海牛
号”试验船将前往南海。届时，课题组将在水深3000米
的海域，进行深海测试，而海牛号的钻探深度，也将会
在3000米左右的海底再往下钻60米。 一旦试验成功，
将标志我国深海钻探技术将超过俄罗斯、日本等国，与
美国、德国、澳大利亚3国并驾齐驱。

“呆萌网”帮同学开起水果店
（上接 1 版）

其实，城市里原本有一些海绵体，如自
然水塘、湿地、沟渠等。随着我国城市化建
设加快，原先是农田、河流、水塘、湿地的地
区因开发建设变成了房屋、广场和道路，雨
水或无法直接下渗， 或无法直接进入水系
或水塘，亦或无法直接进入湿地，只能从管
道、箱涵进行排水，而管道和箱涵的设计标
准偏低、排水能力有限，因此在低洼处易形
成城市内涝。
“渗、滞、蓄、净、用、排，就是海绵城市对
雨水管理的六字诀。”中国生态学会理事刘云
南介绍。主要就是建设可渗透地面，通过屋顶
绿化、城区绿化（下凹式绿地），增大地面集水
时间和雨水下渗比例，从而减小地表径流量，
缓解排水设施的压力；同时补给地下水，防止
因地下水过度开采导致的地表下沉。
刘云南认为，“海绵” 不仅要能蓄积雨
水，还要能净化雨水。初期雨水溶解了空气
中的大量酸性气体、汽车尾气、工厂废气等

让城市“
像海绵一样呼吸”
污染性气体，又由于冲刷沥青油毡屋面、沥
青混凝土道路、建筑工地等，其中含有大量
的有机物、病原体、重金属、油脂等污染物
质，污染程度甚至超过了普通的城市污水。
因此， 前期雨水通过硬化路面直接排入自
然承受水体，将会对水体造成严重污染。通
过生态滤池的多层过滤和水生植物根系的
截留、吸收，可去除初期雨水中大部分的污
染物。净化后的水进入调蓄池，又可进行绿
化浇洒，节约市政绿化用水。

常 德 将 投 入 250 亿 元 建 设
139个项目
“5月初，常德市海绵城市实施计划已
经上报财政部、住建部、水利部。”常德市市
政公用事业管理局副局长李远国介绍，
2015年至2017年，规划在城区重点开展42

多平方公里海绵城市建设示范， 投入资金
250亿元，实施海绵院落建设，城市绿地公
园新、改扩建，城市道路广场改扩建，生态
水系治理工程，排水设施新、改扩建，城市
供水设施新、改扩建，数字化管理7大类工
程，共139个项目。
早在2004年，常德市就开始探索如何
让水资源在城市生态循环。 常德市年内降
水主要集中在4至6月， 年均降水量1365.5
毫米，为全国平均值的2.5倍。以常德武陵
区为例， 城区绝大部分雨水是通过机埠排
入内河，再通过机埠二级提升至外河。由于
实行合流制排水， 雨水的排入对内河污染
非常严重。其中，穿紫河部分河段在几年前
还是臭气熏天。
近年来， 常德市联合中国城市规划设
计研究院、德国汉诺威水协、泛华建设集团

等设计单位编制相关专项规划， 加大了排
水及内河水系的治理力度， 内河部分河段
的水质从劣V类改善为Ⅲ类。
常德市海绵城市建设有几大总体目
标， 包括年径流总量控制在75%-80%，即
75%左右的城市雨水要能实现蓄积； 遭遇
30年一遇的暴雨时，城市不发生内涝灾害；
要具备应对百年一遇的抗洪能力； 城市水
系水质达到Ⅲ类趋优等。
李远国认为，在海绵城市建设过程中，
还需完善地方政策配套和变革城镇水务管
理体制，如解决资金来源、项目审批、奖励
制度以及多头管理并不尽责等实际操作层
面的问题。
目前，长沙、吉首等地也在加快“海绵
城市”的建设。“技术不是问题，最重要的是
城市决策者要扭转过去城市基础设施建设
的思路，不再继续走改造自然、超越自然的
老路，转而走顺应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的
新路。”泛华建设集团副总裁吴彦俊表示。

该公益网站由湖南科大学生一手打造
湖南日报 5 月 24 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李一凡）
“没想到呆萌网真的帮我筹到了资金，我开水果店的想
法也变成了现实。”5月24日， 湘潭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大三学生莫翠萍告诉记者。“呆萌网” 是湖南科技大学
学生安明威和他的同学创办的。
莫翠萍来自湖南省江永县， 她的妹妹是先天性佝
偻，父母体弱多病。莫翠萍想边上学，边开店赚钱，但苦
于没有启动资金。 安明威是湖南科技大学金属材料工
程专业大四学生。 他在湘潭的媒体上了解到莫翠萍的
困境，萌生了帮助她的想法。安明威与7名同学合计，推
出募集资金方案发在自建网站“呆萌网”上。没想到不
到2小时，此项目获得150人支持，筹到资金2361元。最
终，“呆萌网”成功地帮莫翠萍筹到一笔“创业基金”。如
今，莫翠萍的水果生意红火。
“呆萌网”是2014年12月上线的，在“互联网+”的
环境下，开展公益活动。发起者提出公益项目，经网站
进行真伪审核，合理者予以发布，接受社会力量众筹。
据统计，“呆萌网”运行近6个月，有11个公益慈善项目
得到2000人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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