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 谢莹苹 谢智
慧）近日，2018 年职业教育专业教学
资源库立项建设项目名单公布，全
国有 16项高职院校资源库入选。 其
中长沙航空职业技术学院与西安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 济南职业学院联
合主持的飞行器维修技术专业教学
资源库以第五名的成绩入选。

据悉，该项目的成功立项，是该
院对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 服务航

空产业发展、 推进职业教育改革的
又一次重大突破。

该资源库包含“一馆二园三基
地四中心”10 个资源模块， 覆盖飞
行器维修技术、飞机机电设备维修、
飞机结构修理、 飞机部件修理等 4
个专业，面向飞机机体结构修理、航
线维护与定检等 7 个工作领域。 目
前， 该资源库运行基本环境已经建
成。

皇仓中学教师
大山深处帮扶贫困户

通讯员 彭吉山 李操 彭金奎

“乡村路，田地旁，帮扶队员不辞忙。填档卡，细思
量，蹲下身来写情况。 东家奔，西家访，不落一家送芳
香。 白昼短，不停忙，不愧百姓不愧党……”这是湘西
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皇仓中学驻村扶贫教师彭
金奎、田建国、彭鹏扶贫的真实扶贫生活写照。

6 月底， 皇仓中学校长胡大军等带领学校 21 名
中层教师组成的扶贫队伍来到召市镇万家棚村，与该
校 3名驻村教师“会师”，又一支扶贫力量涌向大山深
处。

万家棚村下辖 5 个村民小组，于是扶贫队员分成
5 组，由 4 名村干部和 3 名驻村教师牵头，对全村建
档立卡户进行个别走访。 通过实地查看、沟通交流等
方式对贫困户的家庭成员信息，以及产业发展（种植、
养殖情况）、转移就业、教育保障、医疗保障、住房保
障、基础设施等致贫原因进行全面了解，如实填写《贫
困户信息采集表》。“万家棚村四面环山，溪水潺潺。绿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我们在想方设法预防自然灾害
的同时，可以利用得天独厚的生态条件，在发展种植、
养殖、旅游业等方面寻找脱贫致富路……”通过拉家
常话察民情、换位思考听民意等方式，增进了帮扶对
象和帮扶责任人的情感， 拉近了彼此之间的距离，建
立起初步的合作关系， 为扶贫之路创设了良好的开
端。

“扶贫攻坚一直在路上！ 授人以鱼，更要授人以
渔。 昨天，我们能教好书；今天乃至今后，我们也一定
能不负党和国家的期望，与党委政府、村委一道帮助
老百姓从贫困线上走出来。”仓皇中学党总支副书记、
扶贫组长何世忠在谈到扶贫时信心满满。“扶贫攻坚
任重而道远！”扶贫队员们也表示，一定会把帮扶万家
棚村贫困户的重任牢记于心、付诸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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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村小支教

7 月 4 日，浏阳三中副校长、国防教育
负责人柳升超， 带领学校国防教育团队来
到汨罗二中， 参加该校的国防教育班开班
动员会， 并分享了浏阳三中的国防教育经
验。 作为全省首个开办高中国防教育班的
学校，浏阳三中正以“学校 +”的模式，带动
国防教育走出浏阳。

时间回到 2017 年 8 月，180 余名高一、
高二学生通过政治考核、 面试和体检等重
重选拔， 成为浏阳三中首批国防教育班学
员。 自此之后，他们身上绿色的军装，成了

校园里一抹亮丽的风景。柳升
超介绍，学校历来有国防教育
传统， 建有国防教育展厅、国
防教育学习室、国防知识走廊
等，处处渗透着红色基因。

走进浏阳三中的国防教
育班，就像走进了军营，国防
班的教室、寝室均按部队要求
进行布置， 学生身着军装，班
级管理采取准军事化模式，班
级文化融入部队风格。作为全
省“第一个吃螃蟹的人”，浏阳
三中开发了一系列特色校本
课程。国防教育班除了正常的

文化学习之外，还开设了政治理论课、军事
理论课、军事体育课、军事技能课等。

国防教育班由学生担任连长和指导员，
组织班级活动，实现自我管理。 学校教官、
济南军区的退役士官岳鹏远告诉记者，有些
孩子进入国防教育班之前，还是家里的“大
少爷”“娇小姐”， 学校每周有 3节军事训练
课，在磨砺和汗水之中，他们的身体变强了，
意志也变强了。

“这次野外拉练，酸甜苦辣，五味杂陈，
让我最感动的是团队的力量，是身边战友们

互帮互助的扶持。”在 2月份开展的“国防班
冬季集训营”野外拉练之旅结束后，学生李
琼这样描述他的感受。

日常军事训练、常规野外拉练、重走秋
收起义路、参观革命教育基地……一年多的
时间，学生们的皮肤黑了，身体结实了，军人
情怀和军人精神更深深地植入了他们心中。
正如学生周亚辉所言：“我骄傲我能穿上这
身军装，虽然我还不是一名真正的军人，不
能像军人一样保家卫国，但我会以他们为榜
样，学习他们身上的品质和精神。 ”

“我们国防教育班的学生，‘文可提笔安
天下，武可立马定乾坤’”。 浏阳三中校长张
小宝十分自豪地介绍，国防教育班在当地渐
渐办出了口碑， 刚刚结束的 2018 年中考招
生中，通过网络与现场报名国防教育班的有
600多名学生。

国防教育班学生的优良作风，带动了学
校师生精神风貌的提升，更吸引了周边学校
前来取经。 浏阳三中支持辖区内符合条件
的初中开办少年军校班、 小学创办红军小
学，与此同时，扶持浏阳八中开设了首个国
防教育班。 不久之前，宁乡七中、湘乡一中
等外地学校来到该校参观后，也相继开办了
国防教育班。

浏阳三中国防教育“走出去”

7 月 5 日，平江县南江学区蔡柏完小迎来了武汉华中科技大学管理
学院前来支教的大学生， 他们将为蔡柏完小 120 名留守儿童支教 15
天。 “支教老师讲解的内容非常贴近我们的需要，教学态度亲切，就像家
里的哥哥姐姐，我要利用好暑假，加强英语学习。 ”学生邹洋洋高兴地说
道。 这次支教除针对性地补习学生必需的语文、数学、英语三门课外，还
安排了学校平时因师资不足而未开设的历史、音乐、手工、情景剧表演、
游戏竞猜等素养课程。

通讯员 李锋 摄影报道

浏阳三中国防教育班学生风采

本报记者 余娅 通讯员 李友祥

本报讯（记者 彭静 通讯员 杨莎
莎） 湖南工业职院 3D 打印学院迎来
了“博士后”级别的搭档。 7月 9日，湖
南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在 3D 打印学院
建立了顶立科技全国博士后科研工作
分站， 将重点研究 3D 打印在医疗材
料领域的研发及应用。 这是湖南省首
个高职校企合作博士后科研工作分
站， 湖南工业职院汽车工程学院副院
长龚艳丽成为首个进站博士。

据了解，今年 1月中旬，湖南工业
职院联手顶立科技有限公司建立了
3D打印学院， 校企双方共同培养 3D
打印增材制造领域的技术技能型人
才。 此次设立的博士后工作分站主要
研究 3D 打印在医疗材料领域的研发
及应用，已经计划开展《新型口腔钛合
金种植体的材料设计》《制备技术及其
增材制造工艺研究》等科研项目。

当天， 该校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罗
安、 顶立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戴煜等
15 位专家分别颁发荣誉教授、客座教
授、技能大师的聘书。“学校正处于转
型期，缺乏领军人才，急需一支高层次、高素质
的教师队伍。 ”该校党委书记刘建湘表示，聘请
拥有丰富管理实践经验和卓越学术成就的行
业、企业专家学者、能工巧匠和实践专家走进
学校、深入课堂“问诊把脉”，将全面提高教学、
科研、管理团队的整体素质。今后，该校还将在
专业建设、 人才培养等方面加深校企合作力
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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雨山铺中心校
举办第六届西瓜节
本报讯（通讯员 王双进 罗小英）7 月 4

日， 隆回县雨山铺中心学校科技组师生代表，
来到校外科技实践基地瓜果园，采摘自己种植
的西瓜，并一起品尝，这已是该校举办的第六
届西瓜节。

学生在老师的辅导下， 灵活运用课堂上
所学的生物科学知识， 创新采用重施农家有
机肥，水陆两栖栽培，套作加连作，以及撑小
伞传粉防雨水等方法，播种了一批西瓜，并探
究出抗西瓜枯萎病的妙法良方。 生产出的西
瓜个大、瓤红、梯度小、健壮甜蜜。 尽管今年春
夏遭遇多场洪涝灾害， 但由于师生们采用了
一系列传统加科学的方法，进行有序管理，经
检测， 成熟的西瓜甜度仍然达到了 13%~13.
5%， 吃起来有蜂蜜一样的感觉， 口感风味极
佳，而采用常规方法种植出来的西瓜，甜度只
有 12%左右。

同时， 该校科学种植兴趣小组的学生们，
在老师们的指导下，通过实验探究，发现有机
肥比如菜枯饼、草木灰、腐熟猪牛粪中含有碳，
而碳可以将西瓜等糖类植物中的无机氮转化
为有机氮，从而增加其甜度。 所以，重施有机肥
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加上阳光普照、适宜的温
度与水分，既是瓜果的膨胀剂，又是瓜果的甜
蜜素，还是其催熟剂。

本报讯（通讯员 向金文 汪明
立） 7 月 6 日，石门县宝峰街道中心
学校小学部、初中部共 60 名学生参
观了石门县禁毒教育基地。 通过直
观、 感性的方式让学生在禁毒预防
教育活动中不断增强拒毒、 防毒意
识。

在参观学习时，同学们认真听取
老师的解说、观看图片、实物、视频，
对毒品的性质、种类、危害以及近年
来的禁毒成果有了更深的了解与认
识，进一步意识到了保持积极健康的
生活方式、提高防毒意识、增强防毒
能力的重要性。

野竹坪中天科技希望小学
“桂馨乡村悦读空间”授牌

本报讯（通讯员 彭珂 田亚林 胡佳）改变从阅读
开始。 7月 5日，保靖县野竹坪中天科技希望小学“桂
馨乡村悦读空间”举行了授牌仪式。

据了解，“桂馨乡村阅读空间”项目主要针对现有
的“桂馨书屋”项目学校中效果显著的乡村小学，在其
阅读环境硬件改造、软件改善上进行持续和落地的支
持。项目内容包括：图书室设计、建造，图书配套、图书
室管理软件和教师培训等支持。

本报讯（通讯员 贺创书 蔡园园）近日，益
阳市赫山区泉交河镇中心幼儿园组织全体大
班幼儿来到该镇中心学校开展参观体验活动。

活动中，孩子们在教师的带领下参观了跆
拳道馆、图书室、科技室、美术室、音乐室、舞蹈
房，少年文化宫等，熟悉了校园环境。 随后，孩
子们在小学课堂中分别体验了一堂音乐课和
美术课，感受了小学课堂氛围。

“我要成为一名小学生了，我好开心。 ”“我
要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 ”参观的孩子们兴奋
地分享自己的感受。 该园负责人表示，让小朋
友们通过亲眼观察、亲耳聆听、亲身体验，近距
离了解小学生的学习生活与幼儿园生活的不
同，激发了幼儿的入学愿望和对小学生活的美
好向往。

泉交河镇中心幼儿园
幼儿体验小学生活

宝峰街道中心学校学生参观禁毒教育基地

长沙航院一项目获批国家级立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