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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发展战略，提升学校品质

随着国家示范校建设项目的完
成，学校进入到了“后示范”建设时
期，学校向何处发展，如何发展这个
问题现实地摆在每一个人面前，需要
每一个财经人去回答。 学校领导班子
经过认真调研分析，形成了财经人要
不断进取、 居安思危、“不进则退，慢
进也是退”等共识，明确了“内涵发
展、提高质量、特色示范、社会满意”
的发展思路，提出了建设“省内龙头、
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发展目标，遵
循“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的
职业教育规律，以“就业导向、能力本
位”八个字引领“后示范”建设。

在“内涵发展”方面，强调苦练内
功，强调“要把自己的田耕好，把自己
的事做好”，坚持“规模适度，内涵掘
进”的方针，以“创先争优”为内涵发
展的内核。

在“提高质量”方面，以“立德树
人”为根本前提，把“教好每一位学
生”和“成就每一位教师”作为实现学
校发展目标的首要任务。

在“特色示范”方面，强调“以财
经文化特色为主轴， 以职教特色、素
质教育特色、专业特色和教学特色为
四轮”构建学校特色体系。

在“社会满意”方面，强调“家长
学生满意、企业行业满意、教师满意
和政府满意”为满意达成度，以“办人
民满意的学校”为落脚点。

清晰的发展思路、稳健的发展目
标，构建了学校“后示范”建设发展新
蓝图， 引领着财经人站在时代的前
列，高位求进，力争用 10 年左右的时
间，将学校打造为职业教育的国际品
牌，为湖南、长沙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建设作出应有的贡献。

调整专业结构，提升专业品质

按照国务院、 湖南省关于加快发
展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以及《湖南省
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规划（2014—
2020）》等文件精神，根据各专业特点
及人才培养共同目标， 打造商业服
务、旅游服务、休闲服务三个专业群，
形成专业互补、共性融合、强势提升、
加速发展的态势。 专业群建设以立德
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区域经济发展为
宗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改革为
根本动力，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为
主线，以专业特色、教师队伍、治理能
力建设为重点，以打造特色和品牌为
目标，促进学校全面提升办学水平和
人才培养质量， 提高学校核心竞争
力，提升职业教育服务经济社会发展
的能力和水平。

坚持能力主体，提升学生品质

自 2014 年上学期开始， 学校围
绕学生品质提升，按照能力提升的要
求，对课程体系、教育内容、评价体系

等开展了系列改革。
一是推进能力等级主导下的课

程体系改革，建立能力等级本位的课
程体系，实现课程体系构建由“能力
导向”向“能力等级主导”的深化和升
华。 二是推动以能力等级为主导的考
试改革，以能力等级达标多样化考核
与考试替代单一知识本位的期中期
末考试。 三是建立学校管理评价体系
改革，推动评价体系由知识体系向能
力体系转变。 四是推动教育内容创
新，以“教育为己任”，把育人功能纳
入专业建设和课程建设，把培养“优
秀公民和优秀员工”作为中职教育的
重点，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态度和职
业兴趣，普及职业基本知识和基本技
能。 五是以“三好两高”为标准，推进
招生工作改革，提高生源质量。

深入推进课堂教学改革工作，推
行学科（课程）能力考核工作，能力考
核做到了有计划、有标准、有过程、有
结果、有比较，真正使教学走上“学以
致用”轨道，让专业毕业标准由指导
性向实操性跨越。 形成了互为依托，
互相促进的学科能力考核、技能比武
节、学科能力抽考三项活动促进学生
能力的提高。

强化师德师能，提升队伍品质

教师队伍建设是学校一项长期
的工程。 建立和完善教师队伍建设的

各项制度， 全面规划教师队伍建设，
是我校教师队伍建设中的重要举措。
学校成立了师资队伍建设领导小组，
统一领导、组织、协调我校教师队伍
建设，全盘规划教师队伍建设，从教
师团队建设、专业带头人和骨干教师
培养、兼职教师的聘用和管理、提高
专业教师实践技能素质、激励教师成
长成才、教学常规监控和教学质量评
价等方面修订完善制度。

以实施全面培训为基础，以培养
专业带头人、骨干教师为重点，以“双
师”素质的提高为关键，以建设结构
优化、 素质优良的教师团队为目标，
形成定量达标、 梯度明显的教师队
伍。 建立与行业企业联合培养培训专
业课教师的机制，组织参加国家骨干
教师和省级专业教师培训，继续开展
以老带新的“青蓝工程”，促进该校青
年教师的成长。 营造争当“双师型”教
师的良好氛围。 鼓励并要求教师参加
国家组织的各类执业资格或职称资
格的培训考试。 实施专业教师到企业
实践制度。 通过加强实践教学环节提
高教师的专业技能。

抓实德育项目，提升德育品质

2013 年 10 月启动了“主题式活
动育人”德育项目，有计划、有组织地
开展了“少年向上，真善美伴我行”主
题系列活动、“中华民族传统礼仪”主
题教育活动、献爱心捐款活动、法制
教育系列活动、体育节、文化艺术节、
读书节、 健康教育系列活动活动、女
生健康教育系列活动，通过学生自主
活动，体验自主的快乐，提高了德育
的实效。 学校德育工作呈现出如下特
点：

德育制度系列化。 学校修订并完
善了《班主任管理制度》、《班主任工
作一日常规》、《学生综合素质评价规
程》、《文明班级评比细则》、《文明寝
室评比细则》 等有关德育管理制度，
进一步促进了该校德育工作的制度
化、经常化，使学校德育工作有了强
有力的制度保证。 在建立、健全规章
制度的同时， 狠抓制度的落实与执
行，做到校级干部下年级、中层干部
下班级。

德育教育系统化。 以德育工作项

目化管理为载体， 构建“涵养自
信———活动自主———行为自律———
精神自强”为基本内涵的“四自德育”
模式，提升德育品质。 在一年级开展

“自信”与“成功”教育，二年级开展
“自立”与“成人”教育，三年级开展
“自强”与“成才”教育。 通过三年的德
育工作与专业学习，为学生的终身发
展奠定良好的基础，为学生的职业生
涯和创新创业能力奠定良好的基础。
德育队伍专业化。 以德育教研组教师
和班主任为主体，以辅导员和德育专
家为补充，形成了以 215 名专任教师
和 26 名兼任教师组成的德育教育队
伍。 重视对新教师的教育管理培训，
对新进教师实行“双师制”。

德育过程常规化。 如每年 9 月份
定为“学生行为规范暨爱国主义教
育”活动月，在新生中开展“三竞赛一
仪式”活动，即行为规范知识竞赛、学
生须知知识竞赛、安全知识竞赛和入
校宣誓仪式， 强化对新生的规范教
育。

回眸岁月痕履， 让人感慨万千；
瞻望前程锦绣，唤起信心百倍。 据陈
全宝校长介绍：学校将抓住创建“湖
南省卓越职业院校”这一契机，促进
治理能力、教学质量和职业素质教育
水平的提高，进一步增强学校的吸引
力、服务经济能力和校企合作文化影
响力，使长沙财经学校早日成为国内
一流、国际知名的品牌学校。

能力助学生出彩 改革绘学校新图
长沙财经学校“以就业为导向、以能力为本位”引领学生发展，“以品质提升、追求卓越”规划学校蓝图

151 名高级管理者活跃在
金融企业里

2014年 6月 19日， 广东省银监局
批复《长沙银行关于对刘汉霞同志进行
任职资格审查的请示》，核准刘汉霞任长
沙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行长的任
职资格。该批复中所提的刘汉霞，便是长
沙财经学校金融专业 14班毕业生。

刘汉霞被学校推荐到湘联信用社
工作后，因工作实绩突出，先后被单位
提升为柜长、科长、长沙商业银行白沙
支行副行长、城南东路支行行长、总行
运营管理部总经理、广州分行行长。 她
的事迹被载入“中国企业家风采录”中。
类似刘汉霞这样的优秀毕业生还有很
多。 长沙财经学校就业办的梁芳科长介
绍，目前该校毕业生遍布长沙市的各大
银行，校友成群，许多毕业生已成为银
行的高级管理人员和业务骨干。 在毕业
生中担任董事长、银行行长、部门经理
的有 151位。

对口升学成就中专生出彩
机会

就读职业中专同样可以考入理想
的大学继续深造。

2014 年高考最低分数控制线刚刚
公布， 商贸类对口高考 90 班班主任陈
虹波乐开了花。她的班 45人参加高考，
41 人上二本线，本科上线率超过 90%；
而财会类对口 83 班班主任张展自豪地

说：“全省 2 万多名对口高考考生中成
绩前 10 名的考生我们班占了 5 人，杨
配同学以 716 分的高分夺得全省第一
名， 是名副其实的高考状元”。 该校
2014年本二上线 142人。

2014 年考入湖南财政经济学院会
计系的李金枝同学说， 她们班 50 名学
生，有 26 名来自长沙财经学校。 同样，
就读于湖南农业大学的财经学生也有

同感，对口招收商贸专业一个班的新生
中，差不多一半学生来自财经学校。

顶级行业大师兼职专业教学
好学生，当然是好老师培养出来的。

学校通过专家领衔， 师徒结对， 内培外
引，形成了专业带头人领衔专业建设、骨
干教师担纲课程改革、 外聘专家给力教
学实训的教师队伍。 该校现有高级教师
108人，特级教师 2人，市级及以上教学
名师 14人，省级专业带头人 11名、市级
骨干教师 41名， 中国烹饪大师 2名，湘
菜大师 3 名，“双师” 结构教师比例为
91%。 已建成长沙市中职学校唯一的名
师工作室———王朝霞中职教育（财经类）
特色工作室。充分发挥地域优势，聘请省
内行业、 企业顶级大师以及大学教授为
学生上课、指导实训。 目前，学校有特聘
兼职教师 78名，涵盖了现代服务业方面
的专家、能工巧匠和行业精英，有力地促
进了课程与岗位、专业与产业的对接。敬
业的教师队伍、 高水平的外聘专家和高
校教授全方位的支持， 是该校可持续发
展的强大动力。

技能大赛囊括诸多专业金银牌

衡量一所职业学校教学质量的一
个重要指标便是技能竞赛成绩， 因此，
在技能竞赛中获得好的名次成为了职

业院校相互竞争的焦点。
李飞勇，美发与形象设计专业 550

班学生。 该生在校获得“技能标兵”、“标
准卷杠杠王”的称号，在长沙市和湖南
省美容美发技能大赛中均获金奖，代表
湖南省参加 2014 年全国技能大赛美发
与形象设计比赛， 获男士无缝推剪、卷
杠金奖。 这块金牌是 2014 年湖南省在
全国职业院校技能比赛中，中职组获得
的唯一一枚金牌，其含金量之高让湖南
人脸上有光。 该生目前被星·维纳斯美
发美容机构高薪聘请为烫染师，很快成
为公司的业务骨干。

长沙财经学校在省市技能竞赛中，
几乎囊括了参赛项目的金银牌。该校教
务 科 提 供 的 一 组 数 据 显 示 ： 在
2011-2015年五年当中，在全省职业院
校技能大赛中共获得个人一等奖 40
项，二等奖 28 项，三等奖 19 项，团体一
等奖 6 项；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
获得金奖 6 项、银奖 17 项、铜奖 23 项。
沉甸甸的奖牌，成就了长沙财经学校中
职教育省内龙头、全国知名的地位。

职业学校学生要如何才能出彩

职业学校学生要出彩， 必须有一技
之长作为支撑，那么如何让学生获得一技
之长呢？校长陈全宝表示在坚守立德树人
这个根本的前提下，通过四条途径来提升

学生的就业创业能力和终身发展能力。
途径之一：面向本区域市场调整专

业结构，做强主体专业，砍掉滞后专业，
优化特色专业，开辟新专业，依托品牌
专业提升就业品质。已建成省级精品专
业 1 个、 省级示范性特色专业 1 个、省
级生产性实习实训基地 1 个、省级特色
专业 1 个、市级示范性实习实训基地 1
个、市级精品专业 1个。

途径之二：构建能力等级主导下的
课程体系，解决教学内容与就业岗位的
脱节问题。实行以能力等级达标多样化
考核与考试替代单一知识本位的期中
期末考试，评价体系由知识体系向能力
体系转变， 建成省级精品课程 2 门、市
级精品课程 1门、校级精品课程 8门。

途径之三：校企合作建立“创客”孵
化基地。学校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
时代潮中抢占先机， 校企合作、 内外并
举，在校内建成创业型咖啡吧和茶艺吧，
在新建西路建成面积 167平方米的湖南
省首个中职学生创业基地———茶公子·
茶女仕。 这些学生“创客”孵化平台由专
业教师提供指导，学生自主经营。

途径之四：筑牢学生文化根基。 文
化是学生终身发展的根和魂，学校在拓
展课程中加设人文文化课程，提升学生
人文素养。 不定期开设“名家讲坛”，邀
请职业教育名家、行业企业大师来校进

行讲座，拓宽学生知识视野，让全体学
生学有所得、学有所乐、学有所成、学有
所忆，打造学校专业建设的新亮点。

校史将满百，校园正青春

长沙财经学校的前身为创办于
1921 年的“湖南私立含光女子中学”，
1953 年 9 月由市文教局接办并改名为
“湖南省长沙市第五女子中学”，1954
年更名为“长沙市第十三初级中学”，
1982 年创办职业教育，1996 年学校被
教育部认定为首批国家级重点职业高
中，2014 年被教育部、人社部、财政部
认定为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
展示范学校”。

2010年 9月，学校搬迁至长沙职教
基地（雨花区环保科技园职教城路 68
号），同时保留荷花池校区。校园占地 171
亩，总建筑面积 90786.5平方米，校园布
局合理，功能齐全，树木成荫，环境优美，
是美丽、现代、宜人的学习、工作乐园。

学校国家级、省级荣誉牌匾挂满一
面墙，包括首批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
发展示范学校、首批国家级重点中等职
业学校、全国职业教育先进单位、全国
教育系统先进工会、全国依法治校示范
校、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湖南省文
明单位、湖南省黄炎培职业教育优秀学
校等等。

2014 年 6 月，学校以湖南省
排名第一的成绩被正式确定为
“国家中等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
范学校”， 学校领导班子团结带
领全体师生继续高举改革大旗，
重新谋篇布局，高位求进，“以品
质提升为核心、 追求卓越为目
标”规划学校蓝图。

对口就业率超过 80%， 用人
单 位 对 毕 业 生 的 满 意 率 达 到
98%，这是一组值得骄傲的数字。
因为数字背后说明一个事实：学
生学有所用， 学有所得———这是
长沙财经学校创办职业教育 30
多年来， 累计为长沙现代服务业
的快速发展培养了 4 万多名优
秀毕业生，被誉为“长沙现代服务
业人才的摇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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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版照片由长沙财经学校办公室提供

刘军 周明建 张轩亿

空乘服务专业学生。

美容美体专业学生实训。

追求准确与速度，展现财经学子求真、求实的风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