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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余醴

6月16日，在没有学生的实训基地
里，湖南汽车工程职院的老师林崟与胡
鸿飞打开电脑和手机，两台大的投影显
示屏上，一个与学生互动，另一个显示

《汽车构造与拆装》的AR与VR立体教
材。学生通过线上实训室完成模拟拆装
后，老师林崟在实训室里故意装错了一
道工序，很多学生马上发现了老师的

“错误”，随即在钉钉直播间里跟老师讨
论起来。

这是湖南汽车工程职业学院《汽车构
造与拆装》的一堂实训课。疫情期间，该校
教师团队依托现代化信息技术，多渠道、
多方式积极开展线上实训和线上学习，确
保“教学内容不缩水、教学标准不降低”。

把实训车间搬到网上
疫情期间，湖南汽车工程职院把课

堂搬到了线上。理论课因网上教学资源
的丰富而如鱼得水，但需要操作的实训
课如何开展网上教学，却成了一道难题。

“理论知识如离开操作实训，很难让
学生内化成技能。单纯地等开学后再补上
实训课，对于教学效果来说也有很大的影
响。”车辆运用学院副院长周定武说。

学生们不能来实训车间，那能不能
把实训车间搬到线上呢？周定武和他的
团队将自主研发的“移动终端 VR 汽车
教育实训平台”进一步完善，让学生在
网上也能进行实训操作。平台自带的
AR教材不光能解决学生上课无教材的
尴尬，还可以将复杂的发动机内部结构
AR 展示在手机屏幕上，增强学生探究
学习的兴趣；同时 VR 发动机拆装平台
可实现学生在手机端训练发动机拆装
技术，VR展示增强真实体验，按步骤指
引培养学生规范意识。

为了让课堂更加实效，林崟与胡鸿
飞组建双师“理论加实操”直播课堂，将
直播间搬到学校实训车间，开展“实操
大求真”、“学生来找茬”等线上互动。

“这样的实训课跟我们在学校上没有很
大区别，只不过以前是要在机器上完
成，而现在是在屏幕上进行。但我们解
决问题的能力，一样得到了锻炼。”车辆
运用学院汽检1902班钟鸣同学说。

该校还开发了网上模拟实操系统，
在最后的实训评价中软件根据学生的
操作给予评分，例如操作步骤是否正
确，拆卸的工具及专用工具选用是否正
确，是否遵循企业操作的行为规范和标
准等。“我们可以根据学生提交的虚拟
操作视频，清晰快速地了解到每一名学
生的技能掌握情况。相比之前在实训车
间，教学效果同样好，学生的在线学习
获得感也更强了。”林崟说。

多方合作助力教学
线上教学，由于不能面对面沟通，

每个学生的学习能力不一样，教学效果
难免出现偏差。为补足这一短板，林崟
教师团队发动家长、辅导员、企业导师
进行多方面合作，助力线上实训教学。

“通过前两周的磨合教学，一批学习
积极分子和少量网课后进生‘浮出水面’，
学生之间的‘帮学带’有时候会比老师来
教更有效果。”林崟介绍，在实训教学中，
他们会依据这个进行实验分组，引导学
生进行线上协作，用多种奖励方式鼓励
学生展示自我、团结协作、共同进步。

如果有个别学生没有进入学习状
态怎么办？学校的智课堂学生学习数据
统计和分析让老师一目了然。一发现学
生有个性问题，林崟就和其辅导员、家
长沟通，共同引导、督促学生。

行业顶级专家和企业导师也被请
进了直播间。企业的新要求新工艺的介
绍、未来企业工作环境的视频展示、对
学生的答疑解惑，让实训课堂内容丰富
多彩，也给学生埋下了“干一行爱一行”
的种子。“在这样的实训课堂，通过跟行
业高手的交流，也更让我坚定了以后从
事汽车检测与维修行业的信心。”车辆
运用学院1902班曹俊说。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受疫情影响延迟数月举行的第 23
届湖南文物交流会，在业内人士和藏家
的翘首期盼中到来。6 月 16 日，文物交
流会的前奏——房间交流会在长沙潇
湘华天大酒店热闹启幕，吸引了来自天
南地北的业内人士和文玩爱好者。不少
人表示，这是全国文物艺术品市场复苏
的良好开端。

湖南文物交流会因其优异的市场
表现被视为市场风向标，每年举办春秋
两季文物交流活动。因其市场地位，许
多藏家都会提前来到长沙，在入住的酒
店房间进行文物交流交易，近年来形成
了“房间交流会”的新传统，并被主办方

湖南省文物总店纳入官方活动流程。
佩戴好口罩，测量体温合格，记者

被允许进入潇湘华天大酒店。该酒店是
房间交流会的“主战场”，每届文物交流
会，湖南省文物总店附近的酒店都会被
参会的藏家们“抢占”一空。与往年一
样，这次潇湘华天的 24 层至 37 层客房
又被“占”满了。

记者逐层探访，看见各个房间房门
大开，藏家以桌床为展柜，将玉器、瓷
器、杂项等铺开。今年大家多了新行头：
口罩与酒精，交流之间刻意保持了距
离。

“上届文物交流会没订到房间，我
这个房间还是去年预订的。”王麦振先
生来自武汉，他开了一家名为“藏舍”的

文玩店。此次，他带来了四五十件高端
瓷器、六七十件玉器。

“长沙是龙头，湖南文物交流会比较
权威，知名度高、带动作用大，吸引力还
是很大的。今年受到疫情影响，除了北
京、港澳台以及东南亚地区的，能来的都
来了。”毛湘行是湖南常德人，定居江苏
苏州，此次他带来了两三百件玉器。

毛湘行的朋友，住在另一个酒店的
苏州古玩爱好者徐建航特意来潇湘华
天大酒店寻宝。参加湖南文物交流会的
藏家们往往既是卖家，又是买家。

“今年受到疫情影响，文物艺术品
市场行情不是很好。”徐建航告诉记者，
疫情期间，火爆的直播也影响到文物艺
术品交易行业，不能出门的他忍不住玩

了两把。“我这个入行多年的老手也失
手了。”徐建航买了一件玉器，东西是真
的，但尺寸小了许多。他和毛湘行都认
为，文物艺术品比较特殊，一个细小的
瑕疵都会大大影响物品的价值，还是得
面对面交易。

即使是午休时间，痴迷的藏家们也
在逐层逐个房间“扫楼”。来自怀化的陈
先生只肯向记者透露自己的姓，他说，
这是疫情以来他第一次离开怀化。“老
东西很多，总体品质还是比较好的。”他
拿起一件木雕莲花底座，一边仔细打
量，一边说，“我准备在长沙多呆几天，
不管是 19 日开幕的全国文物交流会，
还是湖南古玩城、天心阁，一个都不能
错过。”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杨莎莎）为促进湖南“楚怡”职教
品牌建设，6月15日，湖南工业职业技术
学院与新化县楚怡工业学校举行“校校合
作签约仪式”。双方将建立校际战略合作
伙伴关系，从品牌建设、治理能力建设、专
业群建设、师资队伍建设等方面展开合
作，全面落实职业教育“楚怡”行动计划。

楚怡工业学校由民国时期著名教
育家陈润霖（字夙荒）先生于1909年创
办，校名取“惟楚有材，怡然乐育”之意。
楚怡工业学校是湖南工业学校1955年
创办时的重要组成部分，湖南工业学校
正是湖南工业职院的前身。今年 3 月，

省教育厅发布《2020 年湖南职业教育
与成人教育工作要点》，明确实施职业
教育“楚怡”行动计划，支持1所高职学
院、1 所中职学校挂牌“楚怡”职业学
校；研究制定“楚怡”职业教育品牌学校
标准，启动首批品牌学校建设。

会上，两校还进一步探讨了三年
合作的具体内容。湖南工业职院将每
年为新化县楚怡工业学校提供专业骨
干教师培训服务，从课程建设、教学改
革、实训基地建设等方面协助新化县
楚怡工业学校开发卓越校建设项目，
为机电、汽修等专业建设提供有效指
导，并共同探索与研究楚怡职业教育。

湖南日报6月16日讯（记者 段涵
敏 通讯员 汤雪 崔华）百岁老人骨折，
能否手术？记者今天从南华大学附属长
沙市中心医院获悉，该院创伤中心病房
成功为 108 岁的颜奶奶进行了右侧半
髋关节置换术，刷新了该院手术最高龄
纪录。

颜奶奶是常德临澧人，目前和 87
岁的女儿一同住在长沙。老人家平时身
体不错，头脑很清楚，依靠拐杖可以自

如上下楼。5 月 29 日，颜奶奶像往常一
样到阳台浇花，不慎摔倒，被家人紧急
送到医院，经检查为右侧股骨颈骨折。

“老人患高血压多年，曾做过腰椎
间盘突出等手术，存在腰椎退化、骨质
疏松等问题，如果手术，对麻醉、手术本
身和术后都是巨大挑战。”南华大学附
属长沙市中心医院创伤中心病房主任、
副主任医师邓俭良介绍，股骨颈骨折是
老年人常见的骨折之一，超高龄老人这

个部位的骨折被称为“人生最后一次骨
折”，大多数家庭会选择保守治疗，但老
人长期卧床，面临的可能是褥疮、肺部
感染等系列并发症，致死率非常高。

手术还是保守治疗？两难问题摆在
了医生和家属面前。虽然该院曾有为
102 岁老人顺利完成髋关节置换手术
的经验，但此次患者年龄更高，病情更
复杂。为打赢这场“攻坚战”，该院创伤
中心团队邀请心血管内科、呼吸内科、

肾内科、麻醉科等多科室联合会诊，医
务人员与家属多次沟通后，决定打破高
龄手术禁区，为老人手术。

6 月 1 日上午 8 时许，经过充分的
准备，颜奶奶被送入手术室。麻醉科
团队经综合评估、权衡利弊后，采用
小剂量、低浓度、单侧腰麻的椎管内
麻醉联合髂筋膜神经阻滞的麻醉方
法，既保证麻醉效果，又保证术中循
环呼吸的平稳。随后，手术团队凭借
精湛的医术和紧密的合作，攻克了术
中的难点。整个手术不到 1 个小时，术
后第一天颜奶奶就能斜躺，随后逐步
恢复坐起、下床站立、扶着助行器行
走，近期即可出院。

打破高龄手术禁区

108岁老人成功置换关节重新站了起来

线上教学，实训课这样上

校校合作共促“楚怡”职教品牌建设

第23届湖南文物交流会房交会热闹开幕，业内人士表示——

这是文物艺术品市场复苏良好开局

6月 16日，收藏爱好者在
观展。当天，2020春季文物艺
术品拍卖会预展在长沙开幕。
本次拍卖会将于17日晚举槌，

“五大专场”带来了544件古代
艺术品竞拍，涵盖中国古代瓷
器、玉器、字画、铜器等艺术门
类，其中不乏珍品。

湖南日报记者 徐行 摄

2020春季
文物艺术品拍卖会

今晚举槌

第一条 为了做好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的人事任免工作，根据《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地
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政
府组织法》和其他法律的有关规定，结合
本省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任免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应当坚持以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
指导，坚持党的领导、充分发扬民主、严
格依法办事有机统一，坚持党管干部原
则和依法任免相统一。

第三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常务委员会决定副省长的个别任免；
根据省长的提名，决定省人民政府秘书
长、厅长、委员会主任的任免，由省人民
政府报国务院备案。

新的一届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
依法选举产生后，应当在两个月内提请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省人民
政府秘书长、厅长、委员会主任。

第四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常务委员会依法决定撤销个别副省
长和省人民政府其他组成人员的职务。

第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根据省监察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
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第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根据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提请，任
免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
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以及长沙、衡
阳、怀化铁路运输法院院长、副院长、审
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

第七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常务委员会依法决定撤销省高级人
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
副庭长、审判员以及长沙、衡阳、怀化铁
路运输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的职务。常务委
员会认为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需要撤
换，应当报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
第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根据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的报请，批准撤换设区的市、
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院长。

第九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任
免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
委员、检察员以及长沙、衡阳、怀化铁路
运输检察院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
会委员、检察员。

第十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
会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的提请，批
准由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代表大会选
举或罢免的设区的市、自治州人民检察
院检察长。

第十一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常务委员会依法决定撤销省人民
检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以及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
检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
察员的职务。

常务委员会根据省人民检察院检察
长的建议，决定撤换下级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

第十二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省人民政府省长、省监察委员会主
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检察院
检察长因故不能担任职务时，常务委员
会根据主任会议提名，分别在副省长、副
主任、副院长、副检察长中决定代理省
长、代理主任、代理院长、代理检察长人
选。如果上述副职中没有合适人选，可由
主任会议另行提名，经常务委员会会议
通过，先任命为副省长、副主任、副院长、
副检察长，再决定代理省长、代理主任、
代理院长、代理检察长。代理省长、代理
主任、代理院长、代理检察长行使职权到
下一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出新的省
长、主任、院长、检察长为止。

常务委员会决定代理检察长后，由

常务委员会和省人民检察院分别报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和最高人民检
察院备案。

第十三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常务委员会主任因为健康情况不能
工作或者缺位的时候，由常务委员会根据
主任会议提名，在副主任中推选一人代理
主任的职务，直到主任恢复健康或者省人
民代表大会选出新的主任为止。

第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根据常务委员会主任的提请，任免
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办事机构和工作
机构负责人。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间，常务
委员会可以任免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
员会的个别副主任委员和部分委员，由
主任会议提名，常务委员会会议通过。

第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
主任委员和委员的人选，由主任会议在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中提名，常务委员
会会议通过。

前款所列人员因代表资格终止或者
其他原因不再担任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职务的，其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主任委
员、副主任委员和委员的职务相应终止。
需要增补新的人选，依照前款规定办理。

第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的组成人员，不得担任国家行政机
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
务。如果担任上述职务，必须向常务委员
会辞去其所担任的常务委员会的职务。

担任国家行政机关、监察机关、审判
机关和检察机关职务的，不得担任省人
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职务。如果担
任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职务的，
必须辞去或者免去其担任的国家行政机
关、监察机关、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的职
务。

第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决定任命、任命的人员，如果其所在

单位机构加挂牌子或者名称改变而职权
范围没有改变的，不重新办理任免手续；
如果其所在单位机构撤销、合并以及不
再作为省人民政府工作部门或者在任期
内去世的，其职务自行终止，不再办理免
职手续。上述情况由原提请人报省人民
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备案。

第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换届
前，常务委员会根据本办法第五条、第六
条、第九条、第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任命
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换届后，不重新
任命。但职务另有变动的除外。

第十九条 在省人民代表大会闭会
期间，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专门委员会
主任委员，省人民政府省长、副省长，省
监察委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
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可以向常务委员
会提出辞职，由常务委员会决定是否接
受辞职。常务委员会决定接受辞职后，报
下一次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备案。

在常务委员会接受省人民检察院检
察长的辞职后，由省人民检察院报经最
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

第二十条 提请人提出的人事任免
案应以书面形式提出，写明任免理由。

第二十一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主任、省人民政府省长、省监察委
员会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省人民
检察院检察长提出的人事任免案，经省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主任会议决定
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必要时，主任
会议可以要求提请人补充有关材料。

主任会议提出的人事任免案由常务
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二条 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
依法提出的撤职案由主任会议决定是否
提交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或者按照有
关规定组织特定问题的调查委员会进行
调查，由主任会议根据调查报告决定提
请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

第二十三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审议人事任免案时，提请人应向
常务委员会会议作出说明；提请人不能
到会说明的，可以委托副职领导人说明。
分组审议时，提请人应到会或者派人到
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

被提请任命的省人民政府组成人
员、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和委员、省高级
人民法院副院长、省人民检察院副检察
长人选须到会作任职前发言，并回答常
务委员会组成人员的询问。

第二十四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决定任免、任免、批准任免、撤职、
撤换、通过人选、推选和决定代理人选、
接受辞职，采取无记名表决方式，均以常
务委员会全体组成人员过半数通过。

常务委员会在表决人事任免案时，
一般采取逐人表决的方式；省高级人民
法院院长提请任免长沙、衡阳、怀化铁路
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庭长、副庭
长、审判员，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提请任
免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
委员会委员、检察员，人数较多时，在征
得常务委员会组成人员同意后，可以采
取合并表决的方式。

对提请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会议任命而未获得通过的人选，提请人
如果认为必要，可以在省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会议再次提请任命。在同一
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期内，经
两次提请任命未获得通过的人选，不得
再提请任命其担任同一职务。

常务委员会会议审议人事任免案，
在交付表决前，提请人要求撤回的，对该
任免案的审议即行终止。常务委员会组
成人员对拟任免人选意见不一致时，经
主任会议讨论，可以提请常务委员会会
议表决，也可以暂不提请表决。

第二十五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决定任命和任命的人员，除常务
委员会决定的省人民政府代理省长、省

监察委员会代理主任、省高级人民法院
代理院长、省人民检察院代理检察长外，
均当场颁发常务委员会主任签署的任命
书。其中，由常务委员会任命的长沙、衡
阳、怀化铁路运输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庭长、副庭长、审判员和长沙、衡阳、怀化
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
员的任命书分别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代为颁发。

第二十六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决定任命、任命和通过的省人民政
府个别副省长、省人民政府秘书长、厅长、
委员会主任，省监察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省人民代表大会专门委员会个别副主任
委员和部分委员，常务委员会副秘书长、
办事机构和工作机构负责人，代表资格审
查委员会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委员，应
当在决定任命、任命和通过的当次常务委
员会会议上进行宪法宣誓。

省人民代表大会会议选举产生的省
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在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命后的最近一次召
开的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进行宪法宣誓。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任命的
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审判委员会委
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长沙、衡阳、怀
化铁路运输法院院长、副院长、审判委员
会委员、庭长、副庭长、审判员；省人民检
察院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
长沙、衡阳、怀化铁路运输检察院检察长、
副检察长、检察委员会委员、检察员，应当
在通过任命后分别由省高级人民法院、省
人民检察院组织进行宪法宣誓。

第二十七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通过人事任免案后，应当按有关
规定发出人事任免通知，并抄送有关单
位。人事任免名单应在常务委员会公报
和《湖南日报》上公布。

第二十八条 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
委员会决定任免、任免、批准任免和撤销
职务的人员，任职、离职的时间，以常务
委员会通过的时间为准。任命决定通过
以前，不得对外公布，不得到职；免职决
定通过以前，不得离职。其中须报经全国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批准任免的人
员职务，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批准任免的时间为准，并在批准任
免后公布。

第二十九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
起施行。《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关于人事任免表决方式的决定》同
时废止。

（1988年12月26日湖南省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根据2000年9月28日湖南省第九届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决定》第一次修正 根据2020年6月12日湖南
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八次会议《关于修改〈湖南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人事任免办法〉的决定》第二次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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