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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双高”高职院校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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悠悠湘水，经年北去；巍巍学府,日新月异。
在长沙城南香樟路，一所高等职业院校正

以其朝气蓬勃的活力和令人瞩目的成就向世人
展示着新的姿态，吸引了越来越多关注的目光。

它就是被誉为“高职高专的北大”，被列为
国家骨干高职院校建设项目的长沙民政职业
技术学院。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于1984年由国家民
政部创办，现为湖南省人民政府与民政部共建的
湖南省教育厅直属普通高等学校，学校是全国首
批(28所)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湖南省首批

（8所）卓越高等职业技术学院建设单位。
近年来，学院秉承“爱众亲仁、博学笃行”

的校训宗旨,立足民政、以创建高水平高职学校
和高水平专业群为契机，坚持高质量发展，主
动服务国家战略，谱写了一曲“中流击水、敢为
人先”的时代赞歌。

敢为人先 殡葬教育冠华夏

心忧天下，敢为人下。这是近百年来湖南
人的豪迈情怀。这种情怀，在长沙民政职业技
术学院体现尤甚。

20世纪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的车轮滚滚

向前。但当时从业人员中绝大多数人对与现代

社会相适应的殡葬服务理念几乎一无所知。整

个行业居然没有一个殡葬学校或殡葬科系培

养专业人才，没有一本培训教材、没有一本像

样的专业读物。

1993 年，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王夫子

老师开始撰写论证报告，1995 年学院在全国
首先创办了现代殡仪技术与管理专业，并正式
开始向全国招生，成为了全国第一个“吃螃蟹”
的学校。这是在一个特殊的领域展开一场特
殊的教育，在一无所有的基础上开始一个闻所
未闻的殡葬教育。除了社会对这一行业的看
法外，一切都要从零开始。

无教材，无师资，无经验。面对着新的“三
无产品”，长沙民政人毫不畏惧，开始了艰辛探

索和创新。无教材自己动手编，无老师，请行
业的师傅来上课，无经验，自己边教学边总结。

经过 10 年磨砺，殡葬教育在艰难中逐渐
走出了迷茫与低谷。2003 年，该专业成为学
校精品专业，2005 年成功立项为湖南省精品
专业，2006年，该专业成为首批国家示范校重
点建设专业。

学院创新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形成了
与殡葬行业企业“全面合作办学、全程合作培
养、全员合作就业”的办学格局。

通过改革，构建了基于工作过程系统化的
课程体系，建设了2门国家级、省级精品课程和
1个省级专业教学资源库、6门院级优质核心课
程，开发了6门工学结合课程和12本特色教材。

建成了设备先进、功能完备、管理科学、能
充分满足生产性实训和顶岗实习要求的校内
外实训实习基地，完善了实践教学条件。通过
制定行业标准、开发国家职业标准、技术研发、
技能培训等方式，提升了服务行业企业能级，
使学校与行业企业的联系更为紧密，形成了校
企合作的长效机制。

通过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湖南省卓
越校建设，借助教育部“高等职业教育创新发展
行动计划”，学院在师资队伍、教学条件、人才培
养模式和服务与辐射能力等方面硕果累累。

截至目前，殡葬教育专职教师80%以上有
到海外进修学习经历，前国际殡葬协会主席特
蕾莎女士、美国殡葬协会 CEO 克洛斯丁娜女
士、日本冠婚葬祭研究所所长藤岛先生、国际
运尸网络协会主任温锡华先生等国际殡葬权
威也来本专业开展学术交流。

现代殡葬技术与管理专业毕业生遍布全
国，部分毕业生就职于马来西亚、香港、澳门等
国家和地区，毕业生已成为中国殡葬行业招聘
首选，包括国际知名殡葬企业福寿园国际集团、
马来西亚富贵集团、台湾龙岩集团等国内外几
十家殡葬企业在殡葬专业设置奖、助学金。

“学院开办了一个专业，改造了一个行业，

全国殡仪馆馆长有三分之一是学校的校友。”
谈及殡葬教育专业的影响力，随行的长沙民政
职业技术学院副院长唐春霞很是自豪地介绍。

击水中流 健康养老再发力

2019年，国内第一款可穿戴、智能、主动型
助行康复机器人成功研发上市。该系统具有踩
踏感知训练、步态矫正、智能助行、患者数据自动

采集、远程监控与互动等功能，填补了国内智能
康复助行产品的空白。其实，该康复机器人的成
功研制和学院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群有着密不
可分的联系。研制康复机器人的学院大学生创
业团队中，最主要的成员杜德国就是在老年服
务与管理专业群就读。从某种意义在说，该专
业群成为了康复机器人的孵化器。

1999 年，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再次首
开先河，在全国率先开办老年服务与管理专
业，培养专业化的“青春养老人”。

2014年，服务国家“健康养老”国家战略，
整合了护理、康复、养老管理等 5 个相关专业
组建了全国第一个健康养老服务专业群。
2019年，更新为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群。

学院在人才培养过程中，坚持医养结合、
康养融合，将发达国家养老服务理念、国际标
准和先进技术引入人才培养过程，打造养老服
务人才培养的中国模式。

目前已经落地的有德国FUU萨克森老年
护理国家项目、马来西亚英迪大学康复治疗中
外合作办学项目、日本东京福祉大学的介护福
祉专业人才培养合作项目等。

学院将职业道德和职业素养融入职业技
能，总结形成了“三老五心”职业道德培养体
系，将其融入教育全过程。涌现了杭州十佳护
理员金秋艳、上海养老服务双十佳服务明星罗
秀荧、重庆优秀养老护理员朱毅、长沙市十佳
护理员邓颖等一大批“青春养老人”。

学院还将5G、物联网、信息技术等智慧元

素融入健康养老领域，形成了以健康养老服务

专业群为核心，以民政信息与智能化技术、社

会管理与服务、创意设计与传媒、现代商务专

业群为支撑的养老服务人才培养专业集群新

格局，为养老服务业全产业链培养高端人才。

专业群共享师资、课程、实训条件等教学

资源，培养的学生既可充分发挥医疗、养老、信
息技术等领域的各自优势，又可跨界就业，群
内专业优势互补、协同发展，提升了健康养老
服务水平，提高服务效率，丰富服务内容。

与此同时，学院还非常重视与全国养老服

务行业和养老服务机构的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老年服务与管理专业‘服务·教学·研发’

三位一体校企合作模式探索与实践”获得
2014 年度国家级教学成果一等奖，是当前养
老服务领域唯一的国家教学成果一等奖。

学院专业群的发展紧密对接行业企业发
展需要，积极尝试现代学徒制双元育人模式，

2015 年成为教育部全国首批试点单位，2018
年顺利验收。

2019 年，学院深度合作企业湖南省康乃
馨养老产业投资置业有限公司，成为全国首批
养老领域产教融合型企业。

20年来，学院作为湖南省开办养老服务类
专业最早、门类最全、规模最大的高职院校，办
学实力得到行业高度认可，引领了全国养老职
业教育发展。

同时，学院还支持多所高职院校开办老年
服务与管理专业，为湖南省养老事业发展作出
重大贡献。

全省 1582 家养老机构中，专业群学生覆
盖50%以上的机构。

牵头组建了湖南省健康养老职业教育集
团，湖南省社会福利与养老产业协会、湖南万
众和社区服务管理有限公司等40余家企业主
动加盟。

河南宛西制药集团、上海亲和源养老公寓
等企业主动与专业群合作开办 15 个订单班，
培养学生185人。上海杨浦区社会福利院、湖
南康乃馨等知名养老企业主动与专业群开展
现代学徒制试点，共培养学徒 115 名，企业投
入经费334.88万元。

承担民政部孤残儿童护理员职业技能竞
赛，与中福协共同承担了教育部首批养老服务

“1+X职业技能等级证书”开发。
连续五年为上海浦东新区养老机构开展培

训，每年为全国养老机构开展养老服务管理人
员和基层服务人员培训达2000余人次。

学院拥有全国首批示范重点专业和养老
服务类示范专业点；联合政行校企专家学者

“校企双元”主编完成了国内第一套养老服务

立体化教材——民政部养老服务职业技能培

训系列教材；建设国内养老领域仅有的2门国

家精品课程和国家精品资源共享课程。2019
年全国职业院校养老服务职业技能竞赛中，学
校获得第一名和第三名2个奖项。

截至今年，群核心专业老年服务与管理专
业共培养3000多名毕业生，累计为社会输送
12000余名学生，成为全国职业院校养老服务
专业办学最早、门类最全、在校生规模最大、影
响力最广泛的专业群。

国际合作 芙蓉国里尽朝晖

2019年6月4日，一封从老挝万象寄来的

信，被交到了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斌
手中。

老挝教育与体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主
任傅温在信中表示，得益于长沙民政职业技
术学院的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和优质服务，参
训的老挝教师们满载而归，在专业知识、实操
技能、教学理念，创新教学方法方面都得到了
显著提升。傅温再三感谢学院为老挝“机电
一体化”职教师资培训作出的卓越贡献。这
是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进行国际化合作的
一个缩影。

近年来，学院立足“一带一路”，全面推进
国际交流与合作。既要走出去而且要引进
来。学院不仅和老挝、马来西亚开展职业教育
与培训，还与美国、德国、新西兰和台湾等 14
个国家和地区的27所高校或机构签订了38份
合作协议。

学院共选派74批307人次出访美、英、新、

日、德、澳、瑞等国家和地区开展交流学习；并

选派教师远赴非洲开展国际汉语教学，共建友

好外交平台。

2019 年，“中国-老挝职业技术教育与培

训基地”与“老挝-中国职业技术教育与培训基

地”相继挂牌，成为两国职业教育合作的唯一

官方双向联动培训基地。在老挝万象的挂牌

典礼得到《老挝党报》《老挝人民报》、老挝国家

电视台等主流媒体的广泛报道。

与此同时，学院还积极从海外引智，对接

国际标准，引进国际一流企业的教学资源、课

程体系、行业服务标准、国际人才培养标准用

于人才培养。

学院连续四年作为湖南省唯一高职院校

成功申报省外专局“海外名师大讲堂”项目，聘

请来自美、德、日、韩、印度和台湾等十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50余名专家来学院讲学。
2018 年 9 月，来自马来西亚和老挝的 22

名留学生来校就读，开创了湖南省高职院校招
收学历教育留学生的先河。

春华秋实，玉汝于成。今年10月25日，长
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成功入围全国“双高校”
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老年管理与服务、现代
殡葬技术与管理两个专业群成功入围高水平
专业群建设单位。

“学校将面向基层、面向社会、服务产业培
养‘留得住、用得上、有发展’的专门人才，借成
功入选‘双高校’高水平学校建设单位的东风，
打造幸福民生的世界名片。”

展望未来，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
斌信心满满。 (张建平)

前言：

近日，教育部、财政部公布了

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和专业

建设计划建设单位名单，即职业

教育“双高计划”。全国共有 197

所高职院校入选，其中湖南占了

11所，入围数位居全国第五位。

为发挥好示范引领作用，我

们推出专栏，展现这些“双高”高

职院校砥砺奋进的风采，提升职

教的社会影响力，助推湖南职教

高质量发展。

中流击水绽芳华
——长沙民政职业技术学院创建中国特色高水平高职学校纪实

下足“绣花”功夫
——麻阳脱贫攻坚纪实

8月5日，麻阳苗族自治县易地扶贫搬
迁集中安置点龙升家园新貌。

滕树明 摄

5月7日，麻阳苗族自治县长寿产业园脱
贫攻坚岗，工人在装配智能电表。 张杰 摄

湖南日报记者 黄巍 通讯员 段唐平 滕珊珊

奋力拔穷根，山乡正巨变。
一条条水泥路向四面延伸，一座座农家

新 居 拔 地 而 起 ，一 个 个 特 色 产 业 开 花 结
果……近日，记者走进苗乡麻阳，看到的是脱
贫攻坚带来的新面貌。

据介绍，2014年至2019年，麻阳苗族自
治县累计脱贫 17882 户 67535 人，91 个贫困
村 出 列 ，全 县 贫 困 发 生 率 由 20.3% 降 至
0.72%。

“决不让一个人掉队。”6年来，麻阳下足
“绣花”功夫，积极探索，走出了一条脱贫攻坚
的“麻阳路径”。

采取多种模式，精准施策抓产业

发展产业是实现脱贫的根本之策。
麻阳享有“中国冰糖橙之都”“全国蔬菜

生产重点县”等美誉，已形成水果、养殖、瓜
菜、优质稻4大农业特色支柱产业。该县将发
展特色产业与精准扶贫相结合，采取直接帮
扶、委托帮扶、股份合作等模式，以“四跟四
走”强化产业利益联结，实现贫困农户稳定增
收、脱贫。

麻阳蓝凤凰农业发展有限公司主营蛋鸡
养殖。12 月 16 日，公司董事长雷华英介绍，
今年公司分红金额增加到406万元。2014年
以来，以“公司+基地+贫困户”方式吸纳贫困
户入股，公司给予贫困户每年 8%保底分红，
特困户另发“补助红”，带动贫困户增收。

2014 年以来，麻阳投入资金 25265.8 万

元，建成扶贫产业项目 562 个，惠及贫困户
18993 户 70030 人，共有 40 家企业、63 家合
作社与91个贫困村建立了利益联结机制。

麻阳还大力发展电商，提升扶贫产业效
益。全县建成贫困村电商服务站点91个，实
现全覆盖。全县100多家企业与贫困村签订
黄桃、猕猴桃、冰糖橙购销合同，扩大贫困地
区农特产品网销规模。将冰糖橙作为网销

“一县一品”和区域性公共农特产品品牌来打
造，目前麻阳柑橘品牌价值达18.87亿元。

为解决贫困人口发展产业资金问题，
2014年，麻阳在全国率先开展“免抵押、免担
保、基准利率、财政贴息”的1万至5万元扶贫
小额信贷创新试点。这一做法获全国推广。
6年来，全县共建立金融扶贫服务站91个，累
计发放扶贫小额信贷5381笔2.58亿元，带动
5381户贫困户发展黄桃、猕猴桃等特色扶贫
产业1.2万余亩。

为发展扶贫产业，麻阳坚持工作重心向
脱贫攻坚转移，领导力量向脱贫战场集中，干
部队伍向扶贫一线集结。打破传统“一村一
支部”组织设置模式，推动农村基层党支部

“上产业链”“进合作社”“入种养基地”。2015
年，率先在谭家寨乡建立“党建引领扶贫”试
点，该乡楠木桥村与周边8个村组建扶贫产业
园，建立联合党总支抱团攻坚，开发优质猕猴
桃和“四季果园”2000亩，使462户1703名贫
困人口稳定脱贫。

夯实脱贫基础，民生保障全覆盖

一排排安置房整齐排列，便民服务中心、
医务室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12月17日，在
高村镇龙升家园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扶贫车

间工作的唐小军告诉记者，
楼上住人、楼下上班，每月

3000 多元，比在外
打工好。

目前，麻阳易地扶贫搬迁建
设任务全面完成，共投入资金
8.5 亿元，搬迁安置建档立卡贫困户 3462 户
14121人，安置住房及配套基础设施建成率均
为100%。

搬迁是手段，脱贫致富才是目标。
在全力做好帮扶工作“后半篇文章”上，

麻阳坚持“挪穷窝”与“换穷业”并举、安居与
乐业并重，多渠道保障搬迁群众就业增收，通
过引进企业、开发公益岗位等途径解决就业
3000 余人，通过发展产业、出租门面与摊位
等途径解决9000余人持续分红。

通过实施易地扶贫搬迁等项目，麻阳贫
困群众生活明显改善，日子越过越好。今年2
月19日，央视新闻频道新闻直播间特别节目

《决胜贫困——来自扶贫一线的报道》连线麻
阳，报道了麻阳易地扶贫搬迁发展后续产业
的做法。

同时，切实推进健康扶贫。2017年以来，
麻阳健康扶贫投入10333.6万元，其中为建档
立卡贫困人口代缴城乡居民医保 4244.7 万
元、购买扶贫“特惠保”839.7 万元、医疗费用
政府兜底保障 2352.3 万元，标准化乡镇卫生
院和村卫生室建设实现全覆盖。

住院3天，花费2500多元，自己只付355
元。12月16日，锦和镇十八岩村村民田定祥
在县中医院办理出院手续时感激地说：“国家
政策真好。”在麻阳，像田定祥这样享受健康扶
贫政策的建档立卡贫困群众实现全覆盖。先
后有 48074 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住院报销
16200.1万元，县域内综合报销比例超过85%。

此外，麻阳大力实施教育扶贫、交通扶
贫、安全饮水、社保兜底等民生工程。2014年

以来，全县累计发放各类学生资助
款10273.9万元，惠及学生151672人次；累计
投入交通建设资金8.3亿元，完成各类公路新
建和改造2071公里；累计投入各类水利扶贫
资金2.35亿元，新建、改扩建供水工程146处，
解决和改善20.69万人饮水安全问题；为农村
低保对象4327户10099人补助资金34560.5
万元，努力做到应保尽保。

建立“互联网+监督”平台，为脱贫
攻坚护航

前台，手指一点，民生资金终端触摸屏查
询机就会显示出惠民政策、资金明细、项目进
展等情况，一目了然。

后台，大数据碰撞，犹如CT大扫描，疑似
问题线索立马显现出来，让违规者难以隐身。

“让监督插上科技的翅膀。”在麻阳“互联
网+监督”办公室，工作人员给记者演示了“互
联网+监督”平台的神奇。

“依托平台发现问题线索 1.3 万多条，挽
回经济损失 5000 余万元。”麻阳县委书记李
卫林介绍，2016年1月，该县在全国率先探索
建立“互联网+监督”平台，为脱贫攻坚护航。

麻阳创新“互联网+监督”平台建设，充分
发挥巡察利剑作用，持续开展扶贫领域腐败
和作风问题专项治理，建立日常督查督巡、项
目资金监管、扶贫专项巡察常态化监督机制，
2016 年以来，对 18 个乡镇开展扶贫专项巡
察，发现扶贫领域问题1852个，移交重点问题
线索167个。

去年，麻阳创新“互联网+监督”平台建设
被央视2套《经济半小时》栏目予以报道，并获

“湖南省首届管理创新奖”与“中国廉洁创新

奖”提名奖。
凝心聚力，战胜贫困，麻阳脚步铿锵有

力。

■县情简介

麻阳苗族自治县位于湖南省西部，是国
家武陵山片区区域发展与扶贫攻坚试点县、
省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革命老区县。全县
国土面积 156557.84 公顷，辖 19 个乡镇(铜矿
管委会)222个村(社区)，总人口40余万人，其
中农业户籍人口34.5万人。

2014 年共有建档立卡贫困人口
70030人，贫困发生率为20.3%；

70030人

14589人

2018 年 底 共 有 未 脱 贫 人 口
14589人，贫困发生率为4.2%；

2019年未脱贫人口为2495人，贫
困发生率为0.72%。

2495人

决胜

——摘帽进行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