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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施“名师工程”。学校制定了骨
干教师培养计划，选拔骨干教师培养
对象，有针对性地在培训进修、课题
申报、 成果发表等方面给予支持；同
时设立“名师、名校长工作室”，学校
现有市级名校长工作室 1 个，区级名
师工作室 1 个，通过“名师工程”，学
校教师脱颖而出， 快速成长。 学校
120 名在编教师中有正高级讲师 3
人，省、市级专业带头人 14 人，省优
秀双师型教师 1 人，全国职业院校首
届教学名师 2 人。

开展“青蓝工程”。为加强对青年
教师的培养， 学校实施了“青蓝”工
程，要求学校 30%� 的青年教师在工
作五年内获市级教坛新秀以上称号。
组织青年教师参加各类教学研讨活
动、观摩活动，遍借金针；开展专题研
讨活动，针对教改中的突出问题进行
探讨研究，撰写心得体会、教学反思；
深入开展“过三关、上五课”活动，要
求青年教师一年站稳、 三年过硬、五
年出彩。 2018 年，共有 15 人次参加
长沙市教师职业能力竞赛；参加湖南
省教师职业能力竞赛获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1 个；参加湖南省班主任
基本功竞赛获得一等奖第一名；参加
全国信息化教学设计与说课竞赛，分
别获得一等奖 1 个， 二等奖 1 个；指
导技能竞赛， 共有 48 人次获得市级
以上指导教师奖。

贯彻“培训工程”。学校以校本培
训为平台，以提高教师教育、教学的
能力和水平为重点，以现代信息技术
培训为突破口，以强化科研能力和过
程培训为手段，采取有力措施，积极
加快学校校本培训步伐，使教师在教
学观念、教师角色、学生学习行为等
方面从思想上进一步提高认识。 2018
年外派教师培训 68 批次，300 余人
次，其中出国培训 1 人，省培 10 人，
国培 18 人。

实施“共建工程”。学校与中联重
科、威胜集团、东方红建筑等企业加
强合作，实施“共建”工程。 通过共建
“五个一”，即目标、计划、课程、课堂、
师资，教师的视野拓宽了、业务水平
提高了。 目前，学校“双师型”教师的
比例占专业教师的 80%�以上。

一是讲究方法，课堂实用高效。 学校
正在着力打造“基础融合、专业分类、必修
分层、特需特设”的课程体系。“基础融合”
是将文化基础课与专业通识课、生涯规划
课相融合， 筑牢学生发展之基；“专业分
类” 是进一步优化专业体系的课程建设，
对标行业标准设置课程；“必修分层”是以
学生的就业需求为导向，结合学生的学习
兴趣、基础、习惯等，设置层次化的必修课
程；“特需特设”是为学有余力的学生进行

“拔高培养”，通过技能社团、兴趣小组培
养技能精英。 二是技能考证，让孩子走得
更高更远。《国家职业教育改革实施方案》
提出“从 2019 年开始，在职业院校、应用

型本科高校启动‘学历证书 +若干职业技
能等级证书’制度试点工作”。 其实， 2010
年，《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毕业生合格
标准》就明确要求，学生除需取得毕业证
外，还需取得 1～2个职业资格证书。 学校
将证书培训内容有机融入专业人才培养
方案，优化课程设置和教学内容，统筹教
学组织与实施， 深化教学方式方法改革，
将职业技能等级考核与相关专业课程考
试统筹安排，同步考试(评价)，对学生所学
专业工种职业技能（第一技能）的鉴定，考
前不安排培训辅导，理论、实操培训按教
学计划在正常教学中完成。 2017年，513名
毕业生获得了“双证书”，2018 年，625 名毕
业生获得了“双证书”。 三是技能竞赛，让
学生人生 “出彩”。 学校狠抓学生实训教
学，常规开展技能社团、技能考核，创新开
展技能节，为培养大国工匠奠定基础。 将
机器人应用、计算机检测维修与数据恢复

等国赛项目课程植入专业教学体系，分模
块采用小班制教学， 加强核心技能培养，
促进专业教学改革和国赛成果转化。 2018
年， 学生参加长沙市中职学生技能竞赛，
获得团体一等奖 1 个， 团体二等奖 2 个，
单项一等奖 20 个， 单项二等奖 16 个，18
个赛项入围省赛； 省赛共获得一等奖 10
个、二等奖 8 个、三等奖 7 个，全省排名第
一；国赛共获得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3 个，
三等奖 3 个， 总分再次排名全省第一。
2019 年省赛， 获一等奖 10 个、 二等奖 9
个、三等奖 4 个；国赛获一等奖 1 个，二等
奖 3个，三等奖 1 个。

“我们始终秉承‘宽基础、厚人文、精
专业、强文化’的育人策略，注重学生综合
素质和职业迁移能力的培养，使我们的学
生做人有道德、专业有特长、比赛有优势、
实践有技能、就业有市场、升学有方向。 ”
校长罗伟光说。

技能过硬，因材施教培育阳光学子

广搭平台，校企合作结硕果

名师引路，“四大工程”
提升教师职业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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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 70周年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办学小记
通讯员 屈小燕 马燚

� 长沙市首席名校长工作室———
罗伟光名校长工作室启动仪式

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以下简称“高新工程”），于 1983 年由普通高中改办职业教育，是长沙高新区主办，市、区教育局主管的全日制公办职业
学校。 现为国家级重点、湖南省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湖南省首批卓越职业学校建设单位、全国职业院校实习管理 50 强学校。 学校地处长沙高新区
麓谷科技新城，校园面积 120 亩，在校学生 3543 人，教职员工 208 人，是一所矗立在湘江之畔的现代化、国际化的职业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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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新区有多大，高新工程就有多大”，

高新工程这一职教明珠伫立于 2万多家企
业林立的高新园区之内， 依托蓬勃发展的
四新经济，4大优势产业链，深入开展校企
合作，为学生优质就业提供有力保障。

立足园区，实现学生“家门口”就业。
学校以就业创业为导向，形成了“工学结
合、双岗交替”的人才培养模式，企业冠名
办班， 订单培养人数达到了在校学生的
50%以上，毕业生就业率达到 98.6%，对口
就业率达 85%以上。 目前已与园区内近
200 家大中型企业建立了合作关系，与 71
家企业进行了深度合作， 与 20 余家企业
共建校内外实训基地。学生就业本土化比
率较大，以 2018 届毕业生为例：长沙地区
就业人数占总体就业人数的比例为
96.20%， 且 80%以上推荐在高新区就业，
达到了立足园区、服务园区的目的。

“雏创空间”，鼓励学生创新创业成大
器。从 2010 年开始，学校就开设了创业课
程， 鼓励专业教师勇于投身行业市场，进
行创新创业，提升专业实践能力，充分利
用校内实训场地的资源优势，学校建立了
学生创新创业工作室———“雏创空间”。按
照“激活、培育、成就”三步发展战略，激活
学生创新基因、释放学生创业活力，培育
学生种子创客。目前“雏创空间”已入驻雏

鹰新媒体、魔幻手机工作室、金睿文创、睿
泽 BIM 钢筋工作室、 欣图设计、 粽子校
园、立维 VR、智造等 13 个创业团队，先
后成立了智融、 智澍等学生创业企业，实
现了年盈利 60 万元以上。 2014 年，《以发
明制作引领中职学校创新创造教育的探
索与实践》实践课题获教育部国家级教学
成果二等奖；2015 年，学生积极参加长沙
市第七届大中专学生创业规划大赛，获团
体第一名、 创业实践活动获团体第一名；
学生研发的“脚踏式人离自动断电烤火
炉”获市科技创新一等奖，全国第六届中
小学劳技创新金奖， 现已投入市场；2017
年，《乐建乡村》荣获湖南省创业规划大赛
一等奖，全国创业规划大赛第五名。

校校合作，激发学生发展新希望。 普
通高中有高考， 职业学校也能上大学。

“2018 年对口高考， 我校 136 人参考，24
人被湖南师范大学、湘潭大学等本科院校
录取，112 人被专科院校录取， 上线率
100%。 ”这样的对口高考喜报，高新工程
学生早已司空见惯。

通过和相关高职学校联合进行 “2+
3”中高职衔接，学生同样实现了上大学的
目标。 学生先在中职学校读 2 年，通过高
职院校的单招选拔后到合作高职院校读
3 年，有 95%以上的学生成功实现升学愿

望。 近 3 年来，学校每年都有近 300 名学
生通过不同方式升上大学。谈到学校未来
的发展，学校党总支书记黄立说：“对口高
考是职校学生实现继续升学的便利渠道，
学校将抓住国家大力发展现代职业教育，
举办应用技术大学的良好机遇，全力做好
对口高考工作， 为高校输送更多人才，让
更多职教学生实现大学梦。 ”

学生就业有品质，升学有希望，自然
“花香蝶自来”。近几年学校先后荣获全国
教育科研先进单位、全国职工教育培训示
范点、全国“文明风采”竞赛优秀组织单
位、 湖南省最具民生影响力教育品牌学
校、 湖南省黄炎培职业教育奖优秀学校、
湖南省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先进单位等
120 项综合荣誉。

2016 年 9 月 14 日，国家教育部部长
陈宝生专程到长沙高新技术工程学校视
察，高度肯定学校办学实绩，受学生所邀，
欣然题词：“把学科建在产业链上，把学校
建在开发区里， 把工匠精神刻在学生心
中，把创新意识融入学生血液。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