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湘阴县第一职业中等专业学校学子成长记

■ 周 磊 亚 平

办学定位趋同、大量毕业生就业
困难、社会认可度低……这是目前职
业中专或多或少面临的发展瓶颈。

湘阴县第一职业中专学校党委书
记、校长陈觉民向笔者透露，学校现开
设机械加工技术、计算机应用、电子电
器应用与维修、旅游服务与管理、音
乐、会计等11个专业，拥有各类实训室
65 个、多媒体教室 60 个、多功能厅 2
个。 近年来，学生刚毕业就被“抢聘
一空”。招生季亦然，学校刚启动招
生，就门庭若市；还未结束，便名额已
满。2019 年，该校报到新生人数超
1000人。

一所县职高是怎样蝶变成了家长
心中的“香饽饽”呢？

发掘潜能，以梦为马

每个学生都是一颗“善”的种子。
“初中时我木讷羞涩、内敛不自信。进
入高中后，在老师鼓励下，积极参加各
类活动，还担任了班长，并由此收获了
自信，经历了蜕变。”学前教育专业高
二年级学生范小璇回忆起自己的成长

历程，入学两年来，她陆续在学校以及
县内的各项比赛中获奖，今年还考了
保育员证。“我希望以后能成为一名优
秀的幼师。”谈起梦想，范小璇脸上洋
溢着向往和信心。

教也者，长善而救其失者也。湘
阴一职共创办18个社团，涵盖礼仪、计
算机、体育、美术、书法、音乐舞蹈等多
方面，唤醒学生内心的热爱和梦想。
陈觉民坦言，只有当学生从谋取“饭
碗”转向追逐梦想，学校从追求规模增

长转向提高育人质量，职业教育才能
真正成为人才摇篮。

“‘长善教育’理念是我们学校的
育人‘法宝’。”陈觉民介绍，“‘长善’就
是以唤醒天性、发掘潜能为目标，传承
和发展‘经世致用，兼容并蓄’‘身无半
亩，心忧天下’的左公精神，将家国情
怀、文化自信融入到办学治校、教书育
人全过程，扬学生之长，长学生之善，
唤醒学生的生命力量，激发学生的智
技潜能，引导学生积极向上向善，发挥

自身特长，彰显个性，努力成才。”

工学结合，知行合一

走在湘阴一职校园内，围墙上“长
善教育”的字样赫然映入眼帘，教室内
学生统一穿着校服、佩戴口罩，聚精会
神听课。实训室内，电子电器应用与
维修专业的高一新生刘聪颖正在进行
电器维修练习。“理论与实际相结合。
我每天都来实训室实操，基本功已经
没问题了。”他腼腆地笑道。

“学校实行军事化管理，日常管理
由教官负责，抓得可严啦！跟我以前
所了解的完全不一样。”刘聪颖告诉笔
者，以前受亲戚朋友影响，对职校有偏
见，而进入湘阴一职后，在“崇文尚工，
长善至美”校风潜移默化的熏陶下，他
彻底改观，愈发珍惜学习的机会。

职业教育，技能为本。湘阴一职
办公室主任姚锋介绍，该校以技能大
赛为引领，积极推动职业教育改革，提
升教学质量，教务科长钟炎武指导学
生获得国家技能大赛三等奖，教师范
红辉、徐艳等指导学生在全省技能大
赛中多次获奖。2018 至 2019 年度湖

南省中职学校学生技能竞赛中，该校
有 2位学生获一等奖，6位学生获二等
奖，14位学生获三等奖。

近年来，该校每年还安排年龄合
适的学生走出校园，进入华翔集团、三
一重工、民鑫新材料等企业开展 3至 6
个月跟岗实习，仅实习工资每月可达
3000 至 5000 元。“我实习时多亏了驻
厂老师和教官。”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
高二学生刘洋锐去年在学校的统一组
织下，前往广东省华翔集团实习。实
习时由于身体原因，她无法很好完成
实习岗位上的工作，内心焦急却不知
如何解决。驻厂老师知道后，主动带
她去找相关负责人协调岗位，还和教
官“轮番上阵”为她梳理心结，教她如
何处理职场上可能会遇到的问题。“那
是第一次离开家、离开父母、离开学
校，真正感悟到了社会工作的点滴。”
回想起来，她仍觉得收获满满。

随风入夜，润物无声

学习氛围好，成绩自然喜人。“我
们的学生毕业前就都被用人单位预订
了，紧俏得很！”湘阴一职常务副校长

范伟告诉笔者，前两天，他接到位于长
沙市的安道拓汽车部件有限公司的电
话，公司表示去年聘用的该校毕业生
综合素质强，希望今年学校再推荐一
批毕业生前往就业。

范伟说，学校与三一重工、美的等
大中型企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定
期到企业考察联系，保障毕业生就业，
就业率连续多年保持在 95%以上，工
资待遇每月达 4000至 8000元。陶雨
婵是 2014 级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学
生，2017年毕业后，就业于长沙市米漾
米居酒店管理有限公司，担任米漾米
居德思勤店店长，月工资最高可达
12000元。

在重视提升学生专业技能的同
时，该校还加大文化素质培养力度，积
极向高职院校输送优秀人才。2019年
86 人参加高考对口招生考试，本科上
线22人。旅游与酒店管理专业学生王
涵中考时未上湘阴县普高招录线，怀
着大学梦的他经过在湘阴一职三年的

“奋战”，高考以总分 639 分，位居全省
高考对口招生考试第 37 名，被录入湖
南师范大学。

“2019 年毕业生就业率达 100%，
386名学生进入高等院校深造，本科上
线率达到 23%，超过全省平均上线率
近10个百分点，多名学生被湖南师大、
湖南农大、湘潭大学等录取。”副校长
王鹏飞话语里满是自豪。在获评国家
改革发展示范学校、湖南省示范性中
职学校等殊荣后，2019年，该校又连续
获得湖南省职业院校文化强校、湖南
省文明校园、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等金字招牌。学生升学就业质量大幅
度提升，社会评价越来越好，学校出现
了招生爆满、学位紧张、就业紧俏的可
喜局面。

为有源头活水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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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8日，株洲市政府新闻办召开
新闻发布会，就该市应对疫情开展“五
送行动”成效情况进行了通报。为切实
消除疫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带来的不
利影响，株洲市扎实开展“五送行动”，
已实现就业的贫困劳动力66754人，占
总人数的89.68%。

就业扶贫是最稳定、最主要的脱贫
手段。株洲市扶贫办党组书记、主任刘
智勇说，2019 年株洲市约 70%以上的
贫困家庭至少有一人在外务工，就业家
庭 70%以上的收入为务工收入。若不
能精准施策克服不利影响，就可能造成
因疫返贫、因疫致贫、因疫无法脱贫。
为消除疫情对贫困劳动力就业的影响，
株洲市创新开展了就业扶贫“五送行
动”，即送岗位信息到户、送务工人员到
厂、送扶贫车间到村、送公益岗位到人、
送技能培训到乡。

送岗位信息到户。早在1月31日，
株洲市委、市政府就安排市、县派 722
支帮扶工作队1600余名驻村队员返回
帮扶村，在开展疫情防控的同时，上门
摸底贫困户务工需求，建立务工需求清
单。株洲市人社局对企业用工信息进
行筛选，给贫困户精心筛选了100余家
企业、6500个岗位信息，建立用工需求
清单。根据务工和用工需求清单，市县
两级驻村和结对干部上门点对点做好
对接，将岗位信息推送到户。同时，积
极开展乡镇招聘会，实现 68 个乡镇招
聘会全覆盖，达成就业意向贫困劳动力
2465人。

送务工人员到厂。针对防疫初期
交通不畅、外出不便的问题，通过包高
铁、租大巴等方式集中将贫困劳动力送
出去务工，实现从家门到厂门的接送服
务。全市共护送务工人员 5800 多人，

其中贫困劳动力 1400 多人。3 月 15
日，株洲市组织 445 名劳动力乘坐“扶
贫专列”赴粤返岗，贫困劳动力116人。

送扶贫车间到村。积极组织建设
扶贫车间，既满足贫困户“挣钱顾家两
不误”的现实需求，又缓解企业“招工
难、用工贵”的苦恼。服装产业是劳动
密集型产业，适合在乡村建设扶贫车
间。株洲市政府发挥地方服装产业优
势，与东莞互利时尚供应链管理有限公
司签订“服装裁剪”扶贫车间合作协议，
拟在全市160个村建设扶贫车间，将带
动3200余贫困劳动力就业。目前已落
实了 35 家，培训了 390 名劳动力。与
此同时，发挥株洲服饰行业协会的作
用，引导本地服装企业在贫困村建设扶
贫车间，目前已落实18家。

送公益岗位到人。按照“市级统
筹、项目支持、部门整合、市县联动”的

思路，开发公益性岗位促进贫困劳动力
就业。目前，全市共开发扶贫公益性岗
位5082个，其中市级开发994个。

送技能培训到乡。为了提高贫困劳
动力的技能，按照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
原则，积极发挥职教园的优势，对于参加
电焊工等技能培训的贫困劳动力集中到
市职教园进行培训。对于其他适合在农
村培训的技能，以县为主体，以乡为单
位，组织县市区对460名有就业技能培
训意愿的贫困户进行技能培训，引导贫
困劳动力通过转移就业实现就业。

“五送行动”做到位，就业扶贫得实
效。目前，株洲市实现就业的贫困劳动
力达 66754 人，比去年增加 3353 人。
全市仅有 301 人有劳动力且有就业意
愿的贫困劳动力还没就业，有就业意愿
的贫困劳动力就业率达到 99.4%，确保
了应就尽就。

刘智勇表示，株洲市扶贫办将对未
就业的帮助解决就业，对已实现就业的
做好跟踪服务，对返乡回流的帮扶再就
业，实现动态清零。

(谭雪平 李永亮)

送岗上门，脱贫有“门”
——株洲市开展“五送行动”有效促进贫困劳动力就业

周玉意 谭发舟 焦丽娟

“结婚迎亲车不超过４辆，婚
丧事宜提倡简单节约……”在荷
香桥镇九牛坳村移风易俗生活馆
内，婚事新办、丧事简办倡导标准
写得一清二楚。“不大操大办，不
大摆筵席，省钱又省力，真是减轻
负担。”村民刘任秋说，这么好的
风俗，大伙个个拥护，个个满意。

九牛坳村是我省美丽乡村建
设示范村。乡村振兴既要塑形，
也要铸魂。自 2016 年起，该县就
在该村开展移风易俗示范创建工
作。去年，村里筹资建起移风易
俗生活馆，专门承担全村红白喜
事宴席服务，使全村红白喜事在
享受主动服务的同时，自觉实行
阳光操办。

“以前村里的一桩酒宴动辄
五六十来桌，白喜事花得了二十
来万，攀比严重。”该村支书邱玉
贤说，移风易俗的第一仗就是发
动村民向大操大办等不良习俗

“开战”，紧急刹住红白喜事中铺
张浪费和攀比之风。

该村制定切实可行《红白喜
事理事会章程》，对红白喜事操办
程序和标准进行约定，推选德高
望重、甘于奉献老党员和群众组
成理事会，具体负责操办，使“小
规章”成为“硬杠杠”，将“软任务”
变为“硬约束”。

“只要党员打头阵，就没有破
不了的陈规陋习。”该村老支书陈
早成带头响应，立下从简治丧遗
嘱。党员陈晓灯是全村首富，带
头嫁女不摆酒席，将节省下的 12
万元全部捐出来，给村里装了 40
盏太阳能路灯。如今，婚事新办、
丧事简办在该村蔚然成风。

2018 年 9 月，该县移风易俗
工作现场推进会在九牛坳村举
行，在全县扎实推广该村移风易
俗 典 型 做 法 ，倡 导 所 有 行 政 村

（居）因地制宜建立健全村规民约

（居民公约）、红白理事会、道德评
议会、村(居)民议事会、禁赌禁毒
协会和移风易俗劝导队等“一约
四会一队”群众自治组织，引导群
众治陋习、树新风。

今年春天，该县虎形山瑶族
乡水栗凼村 90 岁高龄的唐显元
老人去世。家人准备好好“场面”
一下，计划 4 天丧期每天待客 50
桌。情况很快传到村“两委”，联
村干部、该乡人大主席伍锡辉立
即带领村红白理事会成员上门，
一对一做通家属工作。原本计划
4天的丧事在 2天内就办完，费用
不足 1 万元。今年该乡共有 4 起
丧事从简，71 起新春祭扫取消宴
席。

为了让移风易俗观念深入人
心，该县积极开展移风易俗巡讲、
主题文艺汇演，党员干部违规操
办婚丧事宜专项治理等活动，全
力教育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破旧立
新、崇德向善，在全社会积极营造
向上向善的良好风气。2018年以
来，该县党员和公职人员共签订

《文明节俭操办婚丧喜庆事宜承
诺书》42000 份，开展移风易俗督
查9次。

目前，该县 572 个村（居）都
成立了红白理事会，制订了村规
民约（居民公约），制定了婚事新
办、丧事简办标准和流程，实现

“一约四会一队”全覆盖。
“移”出新风尚，“约”出好风

气，涵育新乡风。金石桥镇晓阳
溪村村民游顺祥从并不多的存款
中拿出 3000元捐助公益事业，羊
古坳镇老党员刘光耀临终遗嘱节
俭办后事捐款助公益，横板桥镇
周怀廷、王道财、廖国廷三位老战
友自愿捐献遗体，荷香桥镇九牛
坳村鞭炮店老板陈代兵带头禁燃
禁放，高平镇小坳村周岳求捐3万
元寿酒钱建电排……如今，走在
隆回的乡间田野，一股股清新的
文明之风扑面而来。

群众乐道的好风俗
——来自隆回新时代文明实践报道之二

周玉意 陆益平 李莉 朱卫华

从武汉抗疫前线回到家中已近两
个月，朱玲娜逐渐找回往日的工作生活
节奏。作为邵阳学院附属第二医院普
外科主管护士，工作之外，她现在每天
最大的幸福就是陪伴儿女，“之前有 60
多天不在家，现在要多陪陪他们。”

今年初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朱玲
娜参加我省首批援助湖北医疗队出征
武汉，而丈夫陈宁作为邵阳市公安局大
祥区分局的一名刑警，坚守在抗疫一
线，全力守好邵阳“南大门”。这对“医
警夫妻”不舍昼夜，一南一北携手抗疫，
谱写了邵阳“医警家庭”的感人篇章。
在今年5月15日国际家庭日，被全国妇
联评为2020年“全国抗疫最美家庭”。

“你放心去，家里有我”

今年春节期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
炎疫情打破了朱玲娜一家平静的生
活。大年初一，丈夫陈宁就走上抗疫前
线，整理、摸排、随访辖区涉鄂人员、车
辆。作为普外科主管护师，朱玲娜也第
一时间参与到医院的排查、分诊患者的

工作中。
大年初三，当朱玲娜看到医院需要

选派医护人员参与到组建湖南医疗队
援助湖北的通知后，毫不犹豫，立即报
名请战。

“家人的支持，是我最坚强的后盾，
也是最大的动力。”朱玲娜说。从报名
到递交请战书，她只用了不到10分钟，
期间，给正在防疫执勤的丈夫打电话没
接，发微信没回，然后，她又电话征询公
公婆婆的意见，没想到公公很坚定地说

“去，当然得去。”
出发的前一晚，父母闻讯后，连夜

赶到她家，给她送来新买的保暖内衣，
母亲还帮她整理好行李，叮嘱她注意安
全。

“你放心去吧，家里有我。”执勤下
岗后，陈宁才看到妻子发来的微信，赶
紧回家替妻子打点行李。虽然，对即将
出征的妻子满是牵挂，但是他心里明
白，在这样一个危急的时刻，身着不同
制服的他们有着共同的使命与责任。

相隔千里，同心战“疫”

刚抵达黄冈大别山区域医疗中心，

朱玲娜就立即投入紧张的工作中。输
液、换药、雾化、送饭……一天要工作近
10小时。

第一天走进隔离病房，防护服还来
不及做任何标记，朱玲娜就承担一名危
重老人的护理。第二天，朱玲娜上班查
房来到老人病床前时，老人一眼就认出
了她：“你是昨天照顾我的那个护士
吗？”朱玲娜朝老人点点头。“我记住了
你的眼睛。”老人朝她竖起大拇指。

妻子在湖北前线战“疫”，家中的陈
宁全心投入到了大祥区公安分局的抗
击疫情的工作中，主动参与到邵阳南高
速收费站检查卡点执勤中，逢车必查、
逢人必检，用忠诚和担当守护着邵阳

“南大门”。
下班后，陈宁还要赶到父母住处帮

忙照顾孩子，辅导女儿学习。特别是 3
岁的儿子，经常吵着要见妈妈，陈宁想
尽办法哄着孩子。

“等你平安归来”……相隔千里，同
心战“疫”，彼此间是无尽的牵挂和思
念。为让妻子安心工作，每天陈宁都会
录制一些孩子们开心的视频发给妻子。
为了不让丈夫担心，朱玲娜也会将自己
开心的事情分享给陈宁，互相鼓励。

“妈妈你很棒”

“妈妈，妈妈，我们在这里。”3月22
日下午，在支援湖北医务人员集中休
养酒店门口，女儿涵涵一眼就看到妈
妈从大巴车下来，大声地喊着，儿子乔
治 也 看 到 了 妈 妈 ，伸 出 手 想 要 妈 妈
抱。因为还需度过 14 天的安全期，朱
玲娜只能远远望着日思夜想的亲人，
眼里噙着泪花。

“平安回来了，悬着的心终于落
下。”朱玲娜的父亲朱纯祥说，怕家里担
心，朱玲娜很少和他们视频或者打电
话。在朱纯祥眼中，女儿女婿一家就是

“天使白”和“警察蓝”的圆满组合。
朱玲娜和陈宁结婚多年来互敬互

爱，用平凡生活中点滴诠释着家和爱的
真谛。作为一名刑侦大队的民警，陈宁
经常要勘察现场、调查取证，常常处于

“白加黑”、“五加二”工作状态。为了让
丈夫专心工作，朱玲娜默默地挑起照顾
家庭的重担。

朱玲娜喜欢户外活动，陈宁只要
一有时间，就会带着她和孩子到郊外
或者游乐场玩，弥补自己对妻子和孩
子的亏欠。女儿涵涵曾在日记中写
道：一家人开车出去玩，是我最开心的
事情。

“妈妈你很棒，我在家里很乖。”度
过安全期，刚进家门的朱玲娜，迎面而
来的就是女儿涵涵的香吻。

抗疫一线的抗疫一线的““最美夫妻最美夫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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