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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40 年
教育强省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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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回：职业教育乐了农娃 富了农家
本报记者 杨雨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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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周国华 黄伟峰

前不久，隆回县成功创建第三批国家级农村职业教育和成人教育示范县，
湖南省共有 4 个县（市、区）创建成功，隆回县是邵阳市唯一创建成功的县（市、
区）。 近 5 年来，隆回县统筹中等职业教育发展，以隆回职业中专、华星职业学
校、湖湘职业中专为主体，创新思路，探索出职业教育与产业对接，职业学校与
企业合作，中职高职衔接的办学新模式，并以职校为依托，开展农民培训，大力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面向市场 产教精准对接
9 月 5 日，记者走进隆回职业中专，环顾
四周，综合楼、餐饮楼、图书馆错落有致，与城
里高中并无差异；高标准的实训大楼里，设有
电子、服装整烫、汽车发动机等近 100 个国家
级标准实训室。 视野不远处，是正在如火如荼
施工的新校区二期工程。 隆回职业中专校长
范国学告诉记者， 预计 2019 年 7 月新建成 4
栋教学楼、2 栋实训楼、2 栋学生公寓、体育馆
以及 400 米标准塑胶运动场， 农村娃们将享
受到更优质的教学环境。
这座总面积 8 万多平方米、投资 2.2 亿的
职业中专新校区是隆回县大力发展职业教育
的重点工程。 近年来，该县将 13 所普通高中
撤并至 4 所， 大力改善中等职业学校办学条
件，引导初中毕业生合理分流。 全县现有中等
职业学校 3 所，其中公办 1 所，即隆回职业中
专；民办 2 所，即隆回华星职业技术学校，隆
回湖湘职业中专学校。
要使职业教育充满活力， 必须适时调整
专业，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求。 2015 年，隆回
职业中专紧跟市场变化，及时调整专业结构，
形成了对接区域战略性支柱产业的三大专业
群：服装专业群、装备制造专业群以及商务服
务专业群。
隆回职业中专特色专业群的构建， 离不
开县政府的大力支持。 近年来，隆回县政府积
极引导职业学校在专业设置上有所侧重，做
到对准市场设专业，对准岗位设课程。 目前，
全县职业学校共开设皮革制品造型设计、机

隆回职业中专服装专业学生在实训

电技术应用、汽车运用与维修、工业机器人等
30 个专业。 同时，职业学校根据企业用工需求
及地域经济特点，打造了一批特色专业，如隆
回职业中专的畜牧兽医、园林技术专业；湖湘
职业中专的城市轨道交通运营管理专业，隆
回华星职业技术学校的电子商务专业等。 职
业学校与产业结构对接度不断精准， 融合度
不断提高。

校企合作 实现零距离就业

华星职校学生现场观摩“鞋面自动裁剪”

先编程，再将程序导入电脑，机器根据指
示自动化运行，两个针头在布面来回跳动，不
一会儿，黑布即被裁剪成鞋面的形状……9 月
5 日，在隆回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产教融合
基地， 华星职业技术学校的学生们正在观看
工业机器人切割鞋面的过程， 科技的高效率
令他们啧啧称奇。
校企合作是职校培养实用性人才的有效
模式。 2018 年，华星职业技术学校采取“建校
入企”，投入 500 余万元，租用高新技术产业
开发区内一栋 7500 余平米的综合大楼及近
10 亩的场地， 建成了能容纳 600 名师生的产
教融合基地， 开设了工业机器人专业和汽车
维修专业产教融合班。
“在这里， 学生能零距离接触工业机器
人， 感受先进制造技术的神奇； 还能坐在大
众、本田等汽车上，学习汽车制造、维修、营
销、美容等工艺。 ”华星职业技术学校董事长
周益超告诉记者，学生深入生产第一线，接受
企业技师亲自演示指导， 真正实现了“把学

校、教室、课堂搬进企业”的办学模式。
在华星职业技术学校本部校区的“电商
课” 上， 禹丽莹老师正在教学生们运营淘宝
店，他们有的拍照，有的修图，有的接单，有的
当客服，俨然一个专业的电商团队。 9 月下旬，
产自怀化溆浦的新鲜猕猴桃， 将通过他们创
办的“图新鲜水果”淘宝店销往全国各地。
这是华星职业技术学校践行“引企入校”
的生动案例。 据悉，该校于 2017 年上半年引进
“
怀化图新鲜贸易有限公司”和“
湖南本体教育
科技有限公司”，组建
“
图新鲜水果”和“
树拾亿
服装”淘宝店运营团队，共同推进电子商务专
团队最高日营业额达 1.5 万元，
业产教融合。“
年销售额近 20 万元。 ”周益超董事长说，今年
上半年，学校还投资 50 万元，建设电子商务实
战一条街，组建“童装”“女装”“手工艺品”“网
店装修”及
“
隆回土特产品”等电子商务运营团
队，学生
“
入学即入职、上课即上班”。
记者从该县教育局获悉， 自 2017 年 12
月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若干意
见》颁布后，隆回县政府及教育主管部门对文
件精神的落实高度重视。 目前，县政府已在高
新技术产业开发区规划专门职业教育用地
350 亩，用于建设职教城。 不久的将来，越来越
多的企业将进驻这块园地，帮助全县 8000 多
名职校生成长为专业技能强、 受用人单位青
睐的新时代人才。
记者发现，除了建校入企、引企入校，隆
回县各职校还通过校校合作、定向培养的方式
向社会输送人才。 早在 2015 年，隆回职业中专
就开始探索现代学徒制试点，学校开设“北汽
订单班”，重点招收贫困家庭学生，推行工学交
替的现代学徒制人才培养模式，开展多元化订
单培养、 定向培养和委托培养等多种合作方
式。 2016 年 5 月，华星职校与湖南机电职业技
术学院、湖南汽车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湖南信
息职业技术学院合作办学，推行了 2+3 或 3+3
单独招生定向培养， 学生在校学习 2 年或 3
年，然后直升职业技术学院学习 3 年。

搭建平台 培养新型职业农民
职业教育是脱贫攻坚的主战场。 隆回作
为国家扶贫开发重点县，近年来，优化调整职
业培训机构，合理布局乡镇农校和社区学校，
搭建了县域学历教育、技术推广、扶贫开发、
劳动力转移培训和社会生活教育的开放性平
台。 建立公益性农民培训制度，大力培养新型
职业农民。
今年 52 岁的王桂华是隆回县有名的养
蛙领军人。 4 年前，她在自家门前流转十余亩
水田，开始养殖牛蛙。 由于不懂技术，牛蛙存
活率很低。 2 年前，她参加了隆回职业中专和
华星职业技术学校的农民创业培训。 她向养
蛙专家请教，从蝌蚪到幼蛙再到成蛙，每个环
节她都学到不少养殖知识；她学习怎么创业，
从市场营销到企业管理等相关课程， 她都一
一研读。 不久，她养殖的牛蛙存活率从 40%提
升至 80%。 如今，她的基地由原来的十余亩扩
展至 800 亩，覆盖娄底、冷水江、涟源、新晃等
地。 她还办起了 200 人的合作社，带领一众乡
亲们脱贫致富。
在隆回， 像王桂华一样通过培训发家致
富的农民不在少数，以县职业中专为例，该校
近年来共培养新型职业农民上千人。 他们从
农民摇身一变成了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
新型职业农民， 对他们而言，“农民” 不再是
一种被赋予的身份， 而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职
业。 这一切，都离不开隆回县职业教育为农民
铺就的小康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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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 读 摘 抄 ——
—培养学生语文素养的基本途径
岳阳市汨罗市罗江镇东冲小学 郑红
语文是基础学科， 而语言积累对语文的 生都必须掌握。 首先布置学生认真抄写加深
学习十分重要， 让学生养成良好的阅读摘抄 印象， 第二天在课堂上检查是否有错别字与
习惯是提升语文素养的重要途径。 只有学生 字迹是否端正美观， 检查后将情况进行记载
积累了大量的词汇、句式、段篇，下笔的时候 并通报。 然后对抄写内容进行听写，以此检测
才能辞直义畅、任凭吞吐。 如何在不增加学生 学生对抄写内容的掌握程度。
课业负担的前提下， 有效地引导学生养成阅
（二）引导学生进行课外阅读
读摘抄的习惯， 下面就将谈三个方面的看法
课外阅读是积累知识、 提高语文素养的
与体会：
一个重要途径， 所以我要求学生多看课外书
一、为什么要让学生进行摘抄
籍，扩大知识面，将精彩的内容摘抄下来，然
抱着让学生丰富课外知识，多积累一些词 后运用到写作中去。
语的目的，我让学生每周从学校图书室借一本
1.好文章当众朗读、互相交流。 我要求每
书，进行自由阅读，要求每天积累五个词语，每 个学生将自己阅读后觉得不错的文章在班上
周摘抄一篇好文章，并且在写作文时，把自己 当众朗读和交流， 以此提高朗读水平和审美
摘抄的词尽量用上。 这样坚持一个学年，学生 能力。 这样坚持一学期以后，学生朗读水平提
作文大有起色，不但语言流畅、表达清楚，有的 升很快，绝大部分学生能正确、流利、富有感
还很有文采。 为了养成学生良好的习惯，我还 情地进行朗读。
要求学生必须保持摘抄本的干净整洁，不留空
2.精彩的内容及时摘抄。 学生每人都准备
页。 为了让学生能坚持认真做好这项计划，我 一个随身携带的摘抄小本， 在阅读课外书籍
会以身作则，陪学生一起看，并与他们进行交 遇到精美的词语、 语句和段落时就及时摘抄
流，互相分享文中写得好的段落、用得好的词 下来。 每周我对学生摘抄的内容进行查看并
语，一起将阅读、摘抄的好习惯坚持下来。
指导，或者请学生交换进行检查，达到互相欣
二、怎样进行摘抄
赏、互相学习的效果。
（一）坚持课本知识的听与写
3.将摘抄的内容运用到写作中去。 古人云
我要求每课的生字、词语、重要的句子学 “
学以致用”，这是读书的精要之处。 所以我提

倡摘抄要与写作相结合，摘抄多了，在不经意
间就为学生构建了良好的词库， 引导学生乐
于摘抄、积极思维、以读促思、以抄促写，从而
不断提高写作水平。 每当批阅学生作文时，可
以查看到学生们对课外的新鲜词语、 优美语
句的运用，总结、收集运用得好的例子在课堂
上分享出来，达到共同进步的目的。
4.摘抄和听写都准备好专用的作业本。 两
项的专用作业本一直使用， 这样学生可以从
中发觉自己的不足， 也可以看到自己成长的
足迹。
5.学生每月写一篇读书心得，收集起来并
从中选出若干篇出色的文章， 由我与学习小
组共同编排后制作出“
心得专刊”。 此法，不仅
可以给阅读与写作不得法的同学做样本，还
可以成为一种具备荣誉感的鼓励机制， 激起
同学们阅读、写作的热情。
6.摘抄、听写每月讲评一次，并进行一次
优秀作业展览。
三、摘抄取得的成效
通过长期的坚持与实践， 我们收到了很
好的成效。
首先，学生的读写姿势正确规范，字迹逐
渐工整美观，学校在进行优秀作业展览时，参

加展出的作业数量也越来越多； 同时学生的
朗读能力不断加强，在读报或朗读课文时，都
能做到流利、富有感情。
其次，学生的作文水平得到显著提高，绝
大部分学生不再惧怕写作文， 有的更是爱上
了写作，能做到用词准确、语句通顺，叙事完
整，层次清楚，中心明确。
第三，规范了学生的学习行为，养成了良
好的学习习惯。 现在学生一有时间就进行课
外阅读、小组交流、不断积累知识。
再次是通过摘抄激发了学生的求知欲，
提高了学习成绩。 学校三至六年级一共五个
班，在去年下学期期末统考评价中，成绩均在
全镇先进行列。 特别是我们五年级，全班四十
三名学生语文科合格率全部达标， 优秀率更
是高达 98%。
“读书摘抄”是一种很好的学习方法，更
是一种良好的读书习惯， 它有助于学生的阅
读能力的培养与提高， 是阅读与写作的好帮
手。 能力与习惯的培养不是一蹴而就，作为语
文教师，一定要有目的、有计划、有效地指导
学生开展读书摘抄， 让学生在感受读书带来
快乐的同时，可以潜移默化地培养自我能力，
在不知不觉中养成好习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