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湖南新闻奖名专栏

在保靖县大妥乡张家教学延伸点， 为了山里孩子有书读、
有学上，现年 69 岁的退休教师张胜文再次出山，站上三尺讲台，
接过了教书育人的接力棒。

通讯员 田亚君 摄

弯腰的姿态
为纪念孔子诞辰 2569 周年，9 月 27 日， 湖南

科技学院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的汉服爱好者和国学
班学生一起，身着汉服在孔子雕像前按照古礼行“束
修礼”。

通讯员 周平尚 夏汉伟 摄

点评：向先贤鞠躬是尊重，向学生俯身是呵护，弯下腰，就是
教育人最美的姿态。

看图说话

▲

▲

用《公约》向官本位说“不”
10 月6日，41所高校学生组织联合发起

《学生会、研究生会干部自律公约》（简称《自
律公约》）的倡议，该倡议包含了牢记学生组

织宗旨、抵制社会不良风气、扎实做事和平等
相待等内容， 以书面文件的形式对学生组织的官本
位思想提出鲜明反对。 （10月 6日 中国新闻网）

《自律公约》的诞生，源自近段时间引发舆论
热议的几起“学生官”事件：先是中山大学学生会
公示学生干部任命公告时， 将学生干部标注为

“正部长级”“副部长级”，官味十足；后有成都航
空职业技术学院某学生社团的 QQ 聊天记录曝
光，一位试用干事因为在群里 @ 社团主席，被两
位高年级社团干部教育“要注意自己的身份和说
话方式”……高校“官场”的森严等级，引发了大
家的担忧。

窥一斑而知全豹。上述种种，虽然只是发生在
个别学校的独立事件， 但折射出的却是高校学生
会、学生社团的暗流涌动。 不可否认，今天的大学
生之中，确实活跃着一批以当“学生官”为荣的“官
迷”。 他们仗着“官位”在同学面前大摆官威，带坏
了校园风气；待到他们毕业之后步入社会，又极有
可能蝇营狗苟败坏社会风气，甚至走上贪腐之路。

由是观之， 警惕官本位思想在大学里蔓延是
当务之急。 这一次，41 所高校学生组织联合发起
《自律公约》，向官本位说“不”，不失为大学生“自
我纠偏”的一次努力。通过《自律公约》表达正确的
观点和立场，既能棒喝那些沉迷于“官位”无法自
拔的大学生，又能提供一个标准，让大学生明白什
么事可为什么事不可为。

但笔者以为，彻底清除高校里的官本位余毒，
光靠学生的自律宣言远远不够。说到底，学校也是
一个小社会，社会上以官为本、以官为贵、以官为
尊， 官本位才会在校园里有生存的土壤。 只有让

“公仆”取代“官老爷”成为社会共识，“官帽子”上
的光环才能真正消失。

□ 余 娅

传递智慧 超越梦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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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青 屈甘霖

时间仿佛又回到了今年 6 月 4 日的
下午，永州市第一中学的上空回荡着高三
年级部主任龙路云激情万丈的高考动员
演讲：“夫战，勇气也！ 一鼓作气才是面对
高考的最佳态度……”而“勇气”两字，恰
恰也是作为教师的龙路云的真实写照。

勇者进取
1997 年，龙路云以优异的成绩从湖

南师范大学毕业，随后，被分配到当时高
中教育质量相对一般的永州市第九中
学。虽然不是一所优质中学，但龙路云没
有抱怨，更没有放弃。扎实的工作和突出
的成绩让他脱颖而出，2001 年， 龙路云
被任命为学校团委书记，2004 年， 龙路
云获评“永州市十佳青年志愿者”，同年，
他调入了永州市第一中学。

在永州市第一中学， 龙路云所在的
年级遭遇困境，年级组长萌生退意，但又
没有人愿意担起重担。 2016 年 8 月，在
学校中层领导竞聘演讲的舞台上， 龙路

云勇敢地站了出来，他承诺：“把这个担子
交给我，我定不辱使命”。 之后的两年，他
用自己的热情感染着身边的每一个人，用
自己的智慧化解一个又一个难题。2018年
高考，龙路云所在的年级创造了学校历史
最好成绩。

勇者多智
龙路云的勇，不是匹夫之勇，莽撞之

勇。普通话二甲、永州市零陵区法院及永州
市中级人民法院陪审员、国家二级心理咨
询师、永州市零陵区政协委员……看看这
份履历，我们对龙路云的努力肃然起敬。

勇者多智，龙路云有着扎实的专业实
力，他是永州市市级名师，多次参与高三
复习资料的编写；2013年起担任永州市化
学高三命题小组组长；被聘为湖南省中学
化学教学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五届理事会
理事。 他的多智，还体现在教学管理上：他
善于找准时间节点，这些年，他为学生书
写了 10 多封发人深省、激人奋进的《致高
三同学们的信》， 筹划了高三年级教学楼
“知识阶梯”、高三年级成人礼……

勇者仁心
从教 20 余年， 龙路云从未迟到、早

退、缺课、无教案上课，出勤总是满勤满
点，工作总是保质超量。 在永州市第一中
学工作的 10 余年来， 龙路云在学生测评
中的满意率一直保持在 100%， 学生视其
如师如父亦如友：甄嘉炜，他的 2012 届学
生，父母在广东打工，性格叛逆，成绩不
佳， 在龙路云三年始终如一的悉心教导
下，甄嘉炜考上了本科高校。 关爱学生、默
默地资助困难学生，这样的故事在龙路云
的从教生涯里比比皆是。

能让学生取得成绩，健康成长是龙路
云最大的快乐。 他的教学成绩年年名列学
校前茅，教学管理工作之余，经他指导培
训的学生参加化学奥赛获全国一、 二、三
等奖累计近 40 人次， 他也多次被评为湖
南省优秀化学奥赛教练，龙路云用实际行
动不断书写着“勇者”的新传奇。

责编：余娅 版式：曾善美 责校：钟智勇

本报记者 王燕
通讯员 武志伟 王亚

近年来，株洲市以“两型社会”建设试点
为契机，深入实施“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战
略，经济社会发展令人瞩目，在产业转型升级
的道路上， 株洲职业教育勇于改革、 大胆创
新，不断释放人才红利，为株洲产业发展提供
了强有力的支撑。

株洲市教育局副局长徐晓芳介绍：“株洲
市现有职业院校 33 所（6 所高职高专学校，27
所中职、技工学校），在校学生 10 万余人，近 5
年，为社会培养了近 20 万高素质、高技能的
产业工人。

集团办学，打造职业教育“株洲军团”
在株洲，有一个全国知名、省内著名的“职

教集团军”———位于株洲市云龙示范区的湖南
（株洲）职教科技园（以下简称“职教园”）。

株洲市职教园管理办副主任钟立军告诉
记者，2008年，为破解职业教育发展瓶颈，株洲
市委、市政府作出建设职教园的重大决策。 按
照“中部地区职业教育创新之都”的发展定位，
职教园集聚了 10所职业院校， 园区规划面积
约 13.9平方公里，总投资 200亿元。目前，已有
9所院校建成开学，年均培训学生 3万人次。

株洲市幼儿师范学校就是其中之一，该
校校长彭程告诉记者， 由于学校老校区办学
条件较为简陋，“有外地学生择校时， 来学校
看了一圈后，立马掉头走了。 ”如今，职教城的
新校区不仅环境优美， 而且全部是现代化的
教学楼和先进的教学设备。“学校今年招生十
分火爆。 ”

普职融通，搭建人才培养“立交桥”
教育改革只有进行时。 2016年，株洲市教

育局在全省开创先河， 开展普职融通协同发
展改革试点工作。 徐晓芳介绍，“株洲市 61所
高中之中，有普高 34 所，职高 27 所，‘普职融
通’，给了学生再一次选择教育的机会，又有
利于学校找准人才培养的方向。 ”

试点工作由湖南省示范性普通高中株洲
市十三中与国家改革发展示范学校株洲市工
业学校承担。 2016 年，两校联合招收了 40 名
普职融通试点班学生。 株洲市工业学校校长
严建国介绍，两所学校共同设计课程、互派师
资、互认学分。 试点班学生在一学年学习后，
与市十三中的学生同步参加考试， 择优进入
十三中学习，其学籍亦进行相应的转换。 与此
同时， 市十三中的学生也可申请转入工业学

校进行专业学习。“我中考时发挥失常，与高
中失之交臂。 幸好有普职融通让我跨入高中
的大门。 ”融通试点班的学生包志伟，现在已
经坐在市十三中的教室上课了。

由于“普职融通”成效明显，目前，株洲市
普职融通试点中职学校扩大到 7 所学校，惠
及 10个班 480名学生。 为了提高职业教育的
办学质量，今年，株洲实施了中等职业教育学
业水平考试。 徐晓芳认为，职业教育也要有合
格线。 （下转 03 版）

教坛“勇者”龙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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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洲“创新 + 改革”书写职教奋进之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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