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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湖南机电职业技术学院

和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联合组建的

《发酵罐典型结构焊接生产》项目参赛

团队，在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教学

能力比赛中成功斩获高职专业技能课

程一等奖，这是该院近年来持续深化

与名企合作，通过共商人培方案、共订

课程标准、共建企业学区、共担教学任

务、共评成绩绩效，扎实推进中国特色

学徒制，开展学徒培养结出的又一成

果。

突出示范引领

校企技术能手联袂出击

参赛团队首次在省内实现专兼结

合、校企混编、跨界融合、技术能手引

领的教学共同体。参赛团队中，湖南

机电职院副教授庹前进是全国技术能

手、湖南省青年骨干教师，曾获全国机

械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省厅“记功”

表彰；楚天科技兼职教师龙定华是该

公司人力资源部副部长，同时也是湖

南省技术能手。他们寓劳动精神、工

匠精神、劳模精神于知识传播和能力

培养中，为学、为事、为人处处示范。

庹前进是团队所在教师支部的党支部

书记，该党支部为“全国党建工作样板

支部”，龙定华所在团队楚天科技企业

文化品牌享誉全国，校企双方通过优

质资源整合，大师引领示范，积极推动

企业文化融入课程，实现了跨学科、跨

领域的协同创新发展。

强化类型特色

塑造职教课堂崭新生态

校企双方聚焦我省医疗装备制造

产业急需的焊接工匠人才培养，将教

学和生产深度耦合，在楚天科技厂区

设立企业学区，开设工艺编制教学区、

VR 虚拟仿真区等五个教学区。教学

团队围绕“新冠疫苗关键装备”焊接生

产，构建了“架-管-罐-箱”典型结构

焊接能力递进的四大教学模块，实施

“错峰教学、云约定师”弹性教学，依托

校企“双导师”开展“工单课堂”教学，

推行以“提级定薪”为举措的学徒制教

学评价，构建了“半工半读”的学徒制

育人模式，着力解决中国特色学徒制

落地过程中的“工作学习难同步、生产

技能难培养、企业文化难传承”的问

题，是新时期“焊接工匠”在岗培养的

生动实践。

数字科技赋能

学生核心技能显著提升

团队将教学紧密对接生产流程，

学生在企业生产线上学习，在真实车

间做真实产品。校企教师在现场全程

对学生进行技术指导与素质考核。团

队创新引入了 VR 虚拟焊接技术、等

离子焊接技术，将数字科技应用到教

学中，实现了虚拟现实技术与焊接教

学 有 机 融 合 ，熔 炼 学 生 职 业 核 心 技

能。据楚天科技人力资源部负责人介

绍，通过 VR 虚拟焊接、等离子技术实

岗焊接的针对性训练，学生焊接试件

和产品的平均合格率分别达到 99.1%

和 97.8%，学徒班焊工证、压力容器特

种 作 业 操 作 证 获 证 率 分 别 提 升 了

27.5%和 19.3%，有效促进了学生从学

徒到员工的转岗率，“供与需”之间实

现了有效对接。 （谭 平）

技术能手显担当 校企携手育精英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刘跃兵

通讯员 刘志军 汪钦

【名片】

毛 顺 涛 ，1979 年 出 生 ，祁 阳 市 黄

泥 塘 镇 一 中 教 师 ，从 教 21 年 。2008 年

以 来 ，他 利 用 工 作 之 余 走 访 贫 困 学

生，为 151 名贫困生联系爱心人士，进

行 长 期“ 一 对 一 ”资 助 。先 后 荣 获“ 湖

南 省 师 德 标 兵 ”“ 湖 南 好 人 ”等 称 号 。

2022 年获评湖南省第一届“最美资助

人”。

【故事】

2 月 27 日，祁阳市黄泥塘镇层峦苍

翠，春光正好。

九曲十八弯的山路间，毛顺涛驾驶

一辆老旧的私家车，前往半山腰的官马

村，回访困难学生小芝。

14 年来，他自费行程上万公里，走

访 200 多户贫困家庭，为 151 名困难学

生联系爱心资助，目前已累计资助资金

300 多万元、物资价值 40 余万元。

被人误解，他却有了前行
的动力

毛顺涛第一次帮助贫困生，就被人

误解、举报。

2008 年，毛顺涛得知黄泥塘镇的 8

岁孤儿陈进东与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

还患有先天性唇腭裂。他想帮助陈进

东，便根据调查情况写求助信，发到一

些爱心论坛。

一开始，没人搭理他，甚至有人质

疑。毛顺涛毫不气馁，继续在网络求助。

终于，有人为陈进东提供帮助。

没想到，看到毛顺涛频繁看望陈进

东，有人误以为陈进东是他的私生子，

便向学校和有关部门举报。

经有关部门查实，真相大白。毛顺

涛的善举得到校长等人支持。毛顺涛为

陈进东联系了从小学二年级到大学毕

业的一对一资助，还主动关心他的身心

健康。

陈进东上小学四年级时，有一天，

见同学投来异样的眼光，他感到很自

卑，没去上学。

毛顺涛闻讯赶到陈进东家，见他把

书撒了一地，便一把抱住陈进东，不停

地安慰他。终于，陈进东重新回到学校。

后来，毛顺涛为陈进东争取到免费

手术治疗的机会，还陪同他在上海做唇

腭裂修复手术。

如今，陈进东已经大学毕业，还找

到了满意的工作。

看到陈进东的变化，毛顺涛感到帮

助贫困学生很有意义，决定继续下去。

这些年，他以己为桥，让爱心人士

与贫困学生实行对接，由资助人直接转

账给受资助学生，所有资金来源和去向

可查询、追溯，公开透明。

爱心抚慰，帮助贫困生
健康成长

2 月 27 日，毛顺涛来到村口，小芝

的奶奶已经在等他。

7 年前，小芝的父亲因病去世，母

亲杳无音信，家里剩下她与哥哥小飞和

年过七旬的奶奶。

从那时起，毛顺涛联系爱心人士，

对兄妹俩进行资助。他还意识到，兄妹

俩更需要爱的抚慰。

小飞曾经有一段时间留长发，不去

学校……毛顺涛一次次在学校与官马

村的山道间往返，找小飞谈心。

终于，小飞的思想开始转变。毛顺涛

带着他剪掉长发，重新回到学校。通过努

力，小飞考上了衡阳市某高级技工学校。

今年开学以来，小芝学习不在状

态。毛顺涛主动给她讲解知识点，直到

她完全弄懂才放心离开。

当天下午，毛顺涛又马不停蹄来到

冷水滩区某幼儿园，看望 5 岁的小锋。

小锋姐弟俩都是毛顺涛联系爱心人士

进行资助。

从最初联系资助黄泥塘镇的贫困

学生，到帮助祁阳市各乡镇贫困生，以

及冷水滩等地的贫困生，毛顺涛不辞辛

苦，让更多贫困学生得到帮助。

祁阳市黎家坪镇某村三姐弟的父

亲因病去世，母亲不幸罹患癌症，毛顺

涛联系爱心人士，为他们空荡荡的家买

来家具、家电，有了一丝生气。此后，他

经常走访，三姐弟变得阳光开朗，对未

来充满了信心。

祁阳市某中学学生小远的父母因

病去世，姐弟俩与年迈的爷爷奶奶生

活。毛顺涛联系到爱心资助，经常辅导

他们学习，姐弟俩成绩优异……

14 年间，在毛顺涛的关爱下，一批

批贫困生健康成长，考上天津大学等高

等院校。

■记者手记

尽己所能传递爱心
刘跃兵

黄泥塘镇一中是祁阳市最偏远的

乡村学校，从县城到学校，道路曲折，将

近两小时车程。这里与衡阳市祁东县、

常宁市交界。

毛顺涛在黄泥塘镇一中扎根 21年，

自费走访贫困学生，联系爱心人士，让他

们感受到社会的温暖，改变了人生轨迹。

毛顺涛的善举，基于他对乡村教育

事业的热爱和执着，源于他不忘初心、

爱岗敬业。

乡 村 校 园 里 ，需 要 更 多 的“ 毛 顺

涛”。一个人发出的光芒很微弱，但如果

人人都尽自己所能，做爱的传递者，发

出正能量的微光，必将汇聚成灿烂的星

河，使我们的社会更加温暖、和谐。

毛顺涛：

以己为桥，爱润贫困生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龚柏威

通讯员 易海军 王一聪

长沙城北开福区，浏阳河在此注入

湘江。

当新时代文明建设的春风拂过，一

颗颗“崇德向善”的种子悄然发芽、破

土、拔节生长……

一组来自省文明办的数据显示：截

至今年 3 月，开福区有 1 位全国道德模

范、3 个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31 位“中

国好人”、33 位“湖南好人”和 120 位“长

沙好人”。

“数量居全省前列，开福区是名副

其实的‘好人之城’。”省文明办相关负

责人说。

好人大本营

在开福区，“好人大本营”是一个既

让人温暖，又令人尊敬的志愿者团队。团

队中所有成员均是道德模范、各级好人。

今年 60 岁的余柳英是“好人大本

营”的发起者之一，她是 2012 年敬业奉

献“中国好人”。

2016 年 3 月，“好人大本营”成立。

当时，余柳英是开福区望麓园街道荷花

池社区书记、主任。她所在的社区有 3

个“中国好人”。余柳英发现，群众中棘

手的工作，由“中国好人”去做，往往会

产生事半功倍的效果。

“大家信赖好人，可让他们发挥更

大作用。”余柳英说，搭建“好人大本营”

平台，彼此交流、定期活动，个人还可成

立工作室，吸纳志愿者，将好人当成一

项终身的事业。

开福区荷花池生鲜市场曾经脏乱

差，如今却是老长沙地标式的网红菜市

场。“这多亏了‘好人大本营’。”蔬菜摊

主侯建华告诉记者，2 年前，余柳英和

20 多位好人组成志愿者队伍进驻市场，

每天在市场内定点督导，引导大家参与

卫生行动，落实食品安全，开展诚信宣

讲。老市场焕发新生，处处洋溢着有序、

文明、诚信的经营氛围。

好人自建的志愿服务团队，在文明

春风里蓬勃生长。“中国好人”邓学东成

立个人工作室，先后孵化了“先锋讲师

团”“先锋管家团”等服务品牌，年服务群

众万余人次。“中国好人”张卫社和苏珊

成立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好人工作站”，

每年抢救危重孕产妇达 2000余人……

“如果说，一个好人是一株盆景，我

们更希望通过努力，形成一道靓丽的风

景线。”余柳英说，迄今，“好人大本营”

衍生了 10 个工作室、上百个学雷锋志

愿服务品牌。

深入群众 润物无声

不久前，在开福区秀峰街道湘民社

区，举行了一场“党员进社区”垃圾分类

宣传活动。与会者为社区居民、家长代

表、学校老师。2 位好人代表受邀参加，

并讲述自己的故事。

“今后，我要带着孩子一起参与社区

志愿服务。”家长代表李建军说，听完好

人代表和老师的发言，他对志愿服务在

孩子教育中所起的作用理解得更深了。

湘民社区党总支书记章丽霞说，这

是所有与会家长的心声。会上，各方协

同成立“家校共育”志愿服务小组。会

后，立即开展首次志愿服务行动，到小

区各家各户，宣传“垃圾分类”知识、介

绍分类技巧。

以润物无声的方式，坚持在群众中

播撒新时代文明实践的种子，开福区大

力营造道德清风扑面而来的氛围——

建立好人馆、家风馆、好人主题公

园，整合 24 小时自助图书馆、城市驿站

为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基地；

建立自下而上的推选机制，把视角

对准普通市民，发掘“平民英雄”，严格按

照群众推荐、民主投票等程序规范评选；

把先进典型的事迹编成舞台剧、话

剧等，通过巡回演讲送入机关、企业、学

校、街道；

全区征集“潇湘家书·开福篇”，精

选家书 178 篇，集结成册。用平实、深情

的语言，讲述白衣天使的最美逆行，扶

贫干部的攻坚决心。

在开福区的大街小巷，总能见到红

马甲的身影，他们在学校门口劝导交

通，在医院里服务病患，为社区群众送

上表演……目前，开福区有 277 支志愿

服务队，243 个学雷锋志愿服务品牌，全

区志愿者近 10 万名。

让好人有好报

坐落在浏阳河畔、栖凤路上的开福

好人馆是全省首个区级好人馆、省级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示范点。

馆内展厅面积千余平方米，展陈全

区各类先进典型事迹。开馆 4 年多，共

计接待各类游客约 40万人。附近居民刘

绍娥经常会带子侄们来看看，“要让孩子

们从心底里尊敬好人，向好人们学习。”

“做好事不图回报，是开福区好人

的品格，让好人有好报，是党委、政府的

责任。”开福区文明办副主任张婷婷说，让

好人们感觉被需要、被重视是精神回报。

开福区下拨专项经费将全区先进

典型事迹制作成台历、录制成声音故

事，多媒体、多渠道传播。举办“崇德开

福”等大型文化活动，邀好人代表作为

嘉宾出席。对突出的典型人物优先推荐

提名人大代表、政协委员。

物质上的激励同样不缺位。开福区

制定《开福区礼遇帮扶道德模范和“身

边好人”实施方案（试行）》，从医疗、低

保、就业、救助等方面对生活困难的先

进典型人物给予帮扶。每年，组织先进

典型到医院体检，送上好人公交卡，赠

阅 2 份报纸。

江滨社区的马玲已年过 7 旬，退休

后积极投身志愿服务，组织成立了玫瑰

园爱心先锋志愿服务队，带领着志愿者

们先后成立夕阳红护学岗、小区事务管

理岗等。马玲先后获评“长沙好人”“湖

南省最美抗疫志愿者”等多项荣誉，眼

下正在申报“全国最美志愿者”。

“收获这些荣誉，是一种精神回报。

我的生命在步入夕阳时依然能焕发光

彩，是多么幸运而又幸福啊！”说这话

时，马玲脸上带笑，眼中闪光。

一个区，涌现 1位全国道德模范、3个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
31位“中国好人”、33位“湖南好人”，居全省前列——

开福区里好人多

新华社记者 魏婧宇

69 岁的刘玉琴患有糖尿病，以前看病要

由家人陪着去 80 多公里外的县医院，往返一

趟至少需要两天，如今她走十几分钟到村卫

生室就能接受“本土名医”的治疗。

2019年起，在刘玉琴的家乡内蒙古自治区

兴安盟突泉县，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到基层，一

批“本土名医”充实到乡镇卫生院、村卫生室，村

民们的小病、常见病在家门口就能得到治疗。

刘玉琴因为糖尿病并发症而全身浮肿，每

天上午都要到突泉县宝石镇宝龙村卫生室进

行针灸治疗。“扎针一个小时，不耽误中午回家

干农活、做家务，比去县里医院省事多了。”刘玉

琴说。同在宝龙村卫生室进行治疗的，除了宝

龙村的几名村民，还有邻村慕名而来的患者。

村卫生室的李朝辉医生是突泉县培养的首批

“本土名医”，因针灸技术过硬深得村民信赖。

“县里实施‘本土名医’计划后，两次送我

外出进修，大大提升了我的诊疗技术，针灸治

疗能更好地发挥效果了。”李朝辉说，以前村

卫生室一天只有三五个人来看病，现在等待

针灸的患者从早排到晚，自己忙不过来又雇

了三名医护人员。

村医是村民健康的“守门人”，突泉县对

村医队伍进行能力提升，针对糖尿病、高血

压、骨关节病、慢阻肺、心脑血管疾病五类地

方常见病培养“本土名医”，解决村民日常就

医需求。

李朝辉说：“如今村卫生室都按照门诊化

管理，还有专家门诊对村卫生室进行监督和

指导，看病、购药都更加规范了。”

宝石镇宝胜村村民李淑芝在村卫生室购

买了治疗心脑血管疾病的药，10 公里外的镇

卫生院收费员在医保报销系统中为她结算出

药费，将结算单拍照发给村医，李淑芝当即在

村卫生室扫码付款，直接走医保报销。

“村卫生室门诊化建设是县乡村医疗卫

生服务一体化建设的关键。”突泉县医疗集团

总医院党委副书记、宝石镇卫生院院长宋清

君说，乡镇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实行统一管理

后，乡镇医疗机构的门诊量是之前的三倍多，

其中三分之二来自村卫生室，乡镇卫生院又

和县人民医院、县中医医院形成县域医共体，

实现县乡转诊无缝对接。

记者了解，不仅宋清君等县级医疗机构

的业务副院长来到突泉县 11 家乡镇卫生院

担任执行院长，还有专科医生定期到乡镇卫

生院坐诊，实现专家下沉全覆盖。

突泉县人民医院神经内科医生韩英到水

泉镇卫生院驻点的第一年，这个多年未收患

者的卫生院开始收治患者，还邀请专科医生

在卫生院完成了 28 例手术。韩英说：“卫生院

的硬件设施都完备，只是诊疗能力有待提升。

我们对医护人员进行手把手培训，并定期邀

请专科医生出诊，一些在卫生院能完成的小

手术就不用再去县医院了。”

韩英刚到水泉镇下乡义诊时，村民们总

是忐忑地问：“卫生院能治好病吗？”“那时村

民们普遍不信任乡镇卫生院，如今村民们有

了小病会先到卫生院去瞧瞧。”韩英说，“我们

要继续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真正做到让

村民‘小病不出村’。”

（新华社呼和浩特3月 15日电）

湖南最美资助人

小病不出村 乡里有“名医”

奋进新征程奋进新征程 建功新时代建功新时代
伟大变革

贴心服务暖民心
3月 15日，吉首市马颈坳镇生态茶园，党员志愿者在帮助结对

“亲戚”采摘春茶。今春，该市6700余名党员干部走基层、赴一线，到

田间地头、茶园苗圃，结对帮扶 11000余户农民谋产业、备春耕，做

群众的贴心人。 姚方 翟橙 摄影报道

2 月 24 日 ，

毛顺涛在上课。

湖南日报全媒体

记者 刘跃兵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