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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谢忠东 叶飞艳

由省人社厅主办、 省就业服务局承办的湖
南省首届家庭服务业职业技能大赛日前落下帷
幕。这次大赛，吸引了近万名家庭服务业从业人
员参与其中，经层层选拔，来自全省14个市州的
126名选手参加了决赛。

透过这些决赛选手，可以看出，我省家庭服
务业从业人员，无论年龄层次、知识结构，还是
职业素养、认识水平，均有了长足的进步，我省
家庭服务业发展正迎来发展的春天。

从业人员日益年轻化、专业化、
多元化

6月11日至13日， 湖南省首届家庭服务业
职业技能大赛在长沙举行， 大赛设“家政服务
员”“养老护理员”和“育婴员”3个项目，基本涵
盖了每个家庭所需的服务类别。

“这次参加家政服务员项目比赛，没想到有
7个90后选手， 她们在年龄和学历上都更有优
势，有点压力。”来自益阳市代表队的薛秀林告
诉记者。

记者梳理数据发现，从126名参赛选手年龄
分布来看，年龄最大的54岁，年龄最小的21岁。
80后、90后选手共有101人，占比达80%，参赛
队伍年轻化趋势明显。

养老护理员赛项裁判长、 湖南国医职业技
术学校校长张燕发现，近年来，年轻人对这一职

业的接受程度不断增强。 本次养老护理员赛项
共42名选手，其中，年龄在30岁以下的就有20
人。

选手持护理类、语言类、技能类、计算机类
等多领域等级证书参赛的也越来越多， 她们的
服务更为专业化。

而大学老师、医学院大学生、文案精英、护
士等高素质人才，也纷纷转行，投身到家庭服务
业中来，从业人员日益多元化。

因为喜欢孩子， 今年29岁的向葵从一名拥
有近8年从业经验的幼师，转行挑战起了育婴员
的工作，并在大赛中获得育婴员项目组第一名。

今年53岁的育婴员项目参赛选手周丁枚曾
是大学英语教师， 之所以选择当育婴员， 她坦
言：“我一个月能赚15000多元， 订单都预约到
2019年了，是家里的顶梁柱呢。”

此次大赛，还有6名男选手参赛，家庭服务
业不再是“女人天下”。

以赛促练、示范引领，让从业
人员素质更上层楼

“这次赛后，我希望能把赛场上获得的最新
的护理知识和理念带回去， 帮助更多的护理员
提高护理水平。”长沙代表队的“90后”选手、长
沙市第二社会福利院老年科护理员黎芳， 在获
得养老护理员赛项第一名后， 首先想到的是将
自己的收获与大家分享。

“其实参加比赛， 就是一个以赛促练的过
程。”养老护理员赛项裁判长、湖南国医职业技

术学校校长张燕提到，如养老护理员赛项，在操
作技能环节， 就组织了18个题目让选手练习备
考，每个题目都涉及好几个考点，也有不少知识
点和操作标准。对于养老护理员的操作规范，制
订了不少国家与地方性标准， 选手如果想赛出
水平， 就必须把这些知识点和标准在家里反复
练习，在今后的工作中，也就会把这些标准贯彻
下去。

“从初赛到决赛，吸引了近万名家庭服务业
从业人员参与， 这个过程能有效带动全行业职
业技能的提升。”张燕说。

“这次组委会让我牵头出题，在理论知识环
节，我就出了3套试卷共300道题，既参考人社
部的职业培训教材， 也把育婴学科里最前沿的
观念和理念也引进来了， 在操作技能环节也一
样。”育婴员赛项裁判长、省妇幼保健院原护理
部主任王满凤认为， 以赛促练是提高技能水平
的好的方式， 像育婴员在比赛中接触到的最前
沿的观念和理念，以后工作中就可以学以致用。

据统计， 湖南的家庭服务业经过近年来长
足的发展， 目前全省有各类家庭服务企业近
6000家，从业人员超过60万人。

“家庭服务业是个朝阳产业，我们希望通过
定期举办职业技能大赛，以赛促学、以赛促练，
提升从业人员的职业技能与就业素质。”省就业
服务局局长周光明对记者说，希望通过比赛，进
一步营造尊重劳动崇尚技能的环境， 让从业者
有更多的职业荣誉感， 也吸引更多的劳动者投
身到家庭服务业中来。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 � � � 【名片】
黄先哲，1988年出生， 湖南浏阳人。

2014年毕业于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 ，医
学博士。2013年代表中南大学参加了“第
四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能
竞赛”，获得特等奖。现就职中南大学湘
雅二医院骨科。

� � � � 【故事】
黄先哲爱琢磨， 早在他读大学期间

就初露端倪了。
那是5年前，他经过层层选拔与另外

3名同学组成竞赛小组，代表中南大学参
加“第四届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
床技能竞赛”，在进行为期半年的强化培
训时，他就琢磨出不少“小点子”，让同学
们刮目相看。

“竞赛面临的是100余项临床技能
考验，需要我们掌握全科医生的技能，并
且要精准快速。 这是一项不小的挑战。”
当年的队友、 现湘雅二医院心内科的伍
莎回忆。

竞赛所有操作都是模拟真实救治的
情景进行， 而训练中很多道具和模型都
没有，怎么办？“黄先哲很有点子。清创术
比赛需要医生对患者伤口进行深层清洗
处理，要用到有血有肉的组织，怎么办？

他买来带皮猪肉，划一道口子做成伤口，
然后在口子里放沙子和泥巴， 让我们进
行清创练习。”伍莎说。

为了准备好那次竞赛， 黄先哲从网
上购回了一整套外科技术缝合练习模
型，一有空闲就练习手术缝合的双手、单
手打结技术， 家中书房抽屉把手上被他
密密麻麻结成了一排排小黑辫。 功夫不
负有心人，那一年，黄先哲所在的竞赛小
组获得全国高等医学院校大学生临床技
能竞赛特等奖。

尝到了琢磨的甜头，参加工作后，黄
先哲更爱琢磨了。 他收藏了不少从文献
或专业网站上看到的骨科治疗的新方法
新技术， 遇到书本上没有或传统方法解
决不了的问题， 就尝试运用新技术去解
决。

一位患者戒指卡在了手指上， 怎么
都无法取出。黄先哲看了看患者的手，对
身旁的护士说， 到手术室取些手术缝线
来。线取来后，只见他将线的一头围着戒
指远端的手指缠绕， 另一头穿过戒指慢
慢拉……奇迹出现了，只用了10来分钟，
戒指完好无损地取了下来。

有位患者肩关节习惯性脱臼， 以往
需要去手术室在麻醉下复位。 黄先哲决
定用一种较新的方法即外旋复位法给患
者复位，“深呼吸、放松”，没多久，患者脱
臼的肩膀就神奇般复位了。

爱琢磨的黄先哲还有股钻劲。 他师
从湘雅名医倪江东教授， 目前在毛新展
教授负责的病室任总住院医师。 受两位
优秀前辈的影响，黄先哲喜欢泡手术室，
一待就是一整天。 骨科手术要求有医生
助理帮助患者保持一定的体位， 这是一
个累人的活，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汗水
滴到眼睛里也不能擦。 而他却一点都不
嫌累，经常是一边当医助，一边认真向前
辈们学习。

石膏固定，要求高、操作繁琐，是一
项很考验骨科医生水平的技术。 为练好
这一技术，黄先哲反复练习，从头到尾，
一点点认真地去做。他说，石膏打得好不
好关系到患者功能恢复， 所以我每一次
打石膏都丝毫不敢马虎。

把每一次救治都当作参加比赛一样
全力以赴，工作4年来，黄先哲先后获得
医院优秀工作者、优秀共产党员的称号。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6月25日，高考成绩已经公布。考生都不想
因高分低报而浪费分数， 也不愿低分高报而与
大学失之交臂。 湖南教育考试院出台了一份志
愿攻略，支招考生志愿填报。

充分利用“一分一段表”
每年高考结束后， 全省文理科普通高考成

绩分段统计表也会同时公布，依据这个表，考生
大致可以确认自己的总分在全省同科类考生中
的排名。 这个排名可以作为填报志愿时的一种
参考。 可以查看往年这个排名上下的考生能被

哪些院校所录取， 那么这些院校就是考生今年
填报的考虑对象。

另外，“考生线差”与“院校线差”也是填报
志愿的一种参考。“考生线差” 为考生成绩与相
应批次录取线的差，“院校线差” 为院校投档线
超过相应批次控制线的差。一般来说，考生选取
比“考生线差”低一些的“院校线差”院校，录取
机会大一些。

合理设置高考志愿梯度
同一批次平行志愿的选择最忌“平行”，合

理的“梯度”能帮助考生顺利被录取。同一批次
的院校中，各校录取分数会高低不同；同一院校

的各个专业，也会高低不同，这就是“梯度”。
考生可以将自己想报考的全部院校近三年

的“院校线差”进行平均，再根据平均分来确定
梯度。 当然， 考生还可以结合对高校的个人喜
好、综合实力等多种因素来确定梯度。

在设置梯度志愿时，可以“冲一冲”“稳一稳”
“保一保”。同一批次前面几个志愿填报那些没有
把握但有希望的高校，中间几个可以填报极可能
被录取的高校，后面几个填报确保能被录取。

一分都不浪费的志愿不一定是好志愿。因
为衡量一份志愿好不好， 既要看分数是否够得
着某校某专业， 更要看考生对自己所填报的院
校和专业是否喜欢、是否适合就读。

湖南日报记者 张斌
通讯员 赵颐 向建华 李炜

高考放榜了， 接踵而来的庆祝和感
恩，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

记者梳理发现， 我省在严查“变了
味”的“升学宴”“谢师宴”“庆功宴”的同
时，积极倡导“换种方式感恩”，给三湘大
地送来清风习习。

镜头一：庆功鞭炮被劝回
“孩子们今年考得好，我们家长一起

买了点烟花鞭炮，想给学校热闹一下。”6
月25日晚上，高考成绩揭榜。在长沙市望
城一中大门口， 查阅到高考成绩的家长
们送来几十箱烟花鞭炮， 一再要求学校
保安允许他们给孩子庆祝，给学校庆功。

最终， 在学校领导和老师反复劝说
下，家长们将摆放在学校大门口“堆砌如
山”的烟花鞭炮撤走。同样的“劝说”工
作，还发生在该区二中、六中、职业中专
等处， 不少家长和学生要在学校燃放烟
花庆祝，都被制止、劝回。

“一张合影留纪念、 一张卡片送祝
福、一句话语表谢意。”6月26日、27日，该
区四所学校分别在高三年级学生会议
上，向学生提出“换种方式感恩”的倡议，
倡导学生和家长树立健康文明的尊师
观，用更节俭、更健康、更文明的方式表
达对教师的尊重和谢意， 营造风清气正
的社会风尚。

该区各学校还通过校讯通、 班级微
信群等向家长、学生告知拒绝“升学宴”

“谢师宴”“庆功宴”的决定，并通过家访、
家长会等形式密切互动，倡导新风尚。

镜头二：以青春践行谢师新风
“我以青春宣誓，争做文明使者，自

觉抵制‘状元酒’，坚决拒绝‘升学宴’。”6
月26日上午，桑植一中的操场上，近千名
高三毕业生的宣誓声音嘹亮， 并向县纪
委监委相关负责人递交了承诺书。现场，
致考生家长的一封公开信、积极倡导“谢
师”新风尚等展板引人注目。

为进一步贯彻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
神，借高三毕业生回校填写志愿的机会，
桑植县纪委监委联合县教育局在桑植一
中开展千人宣誓大会。据了解，该县今年
已现场劝阻违规操办酒席64场次， 受理
投诉举报32起，通报曝光3人，并对2017
年操办酒席呈批备案情况进行回头看，
立案15起，收缴资金34.1万元。

“师生情谊比海深， 不吃不请见真

情。努力学习求上进，报效祖国谢师恩。”
这首桑植一中教导主任、高三年级1507
班班主任黄赐斌自创的小诗， 正是自己
的承诺和对学生们的期望。

镜头三：常怀感恩是最好回报
6月25日，蓝山二中一名高三应届毕

业生查询自己的高考成绩后， 马上给自
己的班主任肖柏林发去谢师短信， 想请
老师们一起吃个饭， 肖老师第一时间就
回复坚决婉拒。

“以前考上大学都流行摆‘谢师宴’，
现在学校提倡用‘一张合影’‘一个电话’

‘一条短信’ 等文明节俭的方式表达，即
便班里有些同学家长盛情邀请了， 老师
们也都婉言拒绝。” 当地家长告诉记者，
如今，没有了谢师宴的烦扰，学生们在研
究如何填报志愿中更加轻装上阵。

无独有偶。 近日， 在桂东一中高三
327班班主任朱森桃家中，先前婉拒学生
们“谢师宴”的老师朱森桃亲自下厨，做
饭给前来感恩的学生们吃。

“把你们叫家里来，亲手做饭给你们
吃，一来不违反相关规定，二来和你们聊
聊上大学后的规划。” 看着眼前的学生
们，朱森桃满脸笑意。学生们送上为老师
精心准备的相册， 上面还有全班同学亲
手写的祝福……

■手记

为“换种方式感恩”
点赞

张斌

升学季又到，为防止违规操办、参加
“升学宴”“谢师宴”“庆功宴”、 收受红包
礼金等问题，各地纷纷出台禁令，有的提
醒谈话，有的欢迎举报，有的明查暗访，
有的公开曝光……诸多手段， 是为倡导
建立健康良好的师生关系， 营造风清气
正的社会环境。

正所谓，“师恩不需酒宴谢， 升学何
须庆有功”。感恩的方式有很多种，犯不
着一定要大吃大喝、攀比虚荣、甚至借机
收礼敛财，只要真挚的感情由心而发，必
定是温暖如饴。让人欣喜的是，禁令生威
下，各种健康、文明、廉洁的感恩方式，正
不断涌现。“一张合影留纪念、 一张卡片
送祝福、一句话语表谢意”，正是以“换种
方式”的感恩，给炎热的三湘大地送来了
一股清凉，收获满满的点赞。

湘企益丰药房创下
行业最大并购案例
拟13.84亿元收购新兴药房

湖南日报6月27日讯（记者 黄利飞）停牌2个
多月后，湘企益丰药房近日发布重组预案。公司拟
以发行股份及支付现金相结合的方式，作价13.84
亿元， 收购石家庄新兴药房连锁有限公司 (简称

“新兴药房”)86.31%股权。从收购金额上看，该交
易创下了药品零售行业并购的第一大单。

收购完成后， 益丰药房所持新兴药房股权的
比例，增至91%，实现绝对控股；益丰药房的门店
数量，将由2328家增至2790家；业务覆盖范围由
中南地区、华东地区，进一步拓宽至华北地区。

新兴药房成立于2002年， 目前旗下拥有462
家直营门店， 覆盖河北省8个城市和北京市，其
2017年实现收入9亿元、净利润4517万元。此次交
易，新兴药房承诺2018至2020年实现净利润分别
不低于6500万元、8450万元、9950万元，即累计不
低于2.49亿元。

业内人士分析表示，近年来，国内医药零售行
业加速跑马圈地， 大型药房连锁企业争相实施并
购抢占市场份额。此次收购，将为益丰药房带来显
著的业绩增量，也为公司开拓了新的成长空间。

黄利飞

深交所近日向7家公司下发关注函，其
中包括湘股天润数娱， 表示高度关注公司
股票长期停牌，要求7月2日前，按要求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或披露相关事项进展，
并申请复牌。

7家股票停牌时长，短的4个月，长的已
达半年，理由都是“正筹划重大资产重组”。

一般来说， 上市公司有以下几种情况
时，为了避免股价大幅波动，需要停牌：当公
司披露重要信息时，如增资扩股、收购重组
等；上市公司遭遇重大影响事项，需对相关
事项澄清和解释时； 上市公司涉嫌违法违
规被调查时。

本是一个维护股市稳定、促进市场规范
运行的条款，如今却被众多“停牌钉子户”玩
坏了。

数据显示，截至6月26日收盘，A股有223
家公司停牌，停牌时间超过200天的有10家，
沙钢股份、信威集团等停牌时间超过1年。

长期停牌，会直接给投资者带来经济损
失 。股票停牌 ，资金筹码被锁定 、失去交易
权，影响到投资者的现金利用和管理。

股票长期停牌会降低市场流通性，破坏
正常交易秩序； 若是诸多股票停止交易，相
关指数往往会失真。

一些公司停牌时间长深受市场诟病，甚
至一度影响到了A股国际化 ：2016年 4月 ，
MSCI（全球著名指数编制公司）对A股是否
纳入其全球指数展开意见征询时，不少海外
机构对自愿停牌制度可能引发市场流动性
问题提出质疑 ， 当年6月A股闯关MSCI失
利。

为了规范停、复牌，沪深交易所2016年
发布了新规，要求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
停牌时间不超过3个月，但仍有公司出于“避
险”等原因，一再申请延长停牌时间。

有规必循。监管当局应严厉督促上市公
司，认真执行停、复牌时间规定，对无故违背
规定的予以处罚，促使公司“任性”长期停牌
的现状有所改观。

经济视野 家庭服务业风光正好 这个医生爱琢磨

� � � �黄先哲 通讯员 摄

庆功烟花鞭炮被劝回，“谢师宴”邀请被婉拒———

“换种方式感恩”

高考招生关注 一分都不浪费的志愿才是好志愿吗
———湖南教育考试院支招志愿填报

给“停牌钉子户”一道符

房车露营公园加紧施工
6月26日，洪江市黔阳古城房车露营公园在加紧施工。该公园占地150亩，植被茂盛，建有小木屋25栋，计划9月竣工营运。

杨锡建 石光忠 摄影报道

黄先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