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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通讯员 陈德林 熊慧） 7 月 3

日，怀化市芷江师范学校招生办迎来了一位特

殊的学生。“老师，我叫赵丝丝，今年 24 岁，湖

南涉外经济学院国际贸易本科应届毕业生。我

已在深圳一家企业实习了一年，但现在我想来

你们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学习。 ”

大学本科生重返中师学幼师，此事在芷江

师范学校引起了轰动。有人认为本科毕业生放

弃专业太可惜；但大多数人都还是对此表示赞

同，认为现今大学生回炉再造并不失为一种理

性的选择。

据赵丝丝介绍，她毕业前已在深圳一家公

司实习， 今年毕业后她找到了一份轻松的工

作，且每月工资有 2000多元。可一年多的社会

实践让赵丝丝认识到“专业技能比学历更具有

就业优势”。她儿时就有当教师的梦想，于是决

定重回师范学校学习，圆自己的教师梦。 她的

一些亲戚朋友也认为幼教很有发展前途，建议

她来芷江师范学前教育专业学习。

“选择来芷江师范学校学前教育专业‘回

炉’，是我深思熟虑后作出的决定。重回学校学

习学前教育专业知识， 不仅可以拓宽就业渠

道， 而且可以实现自己三尺讲台的教师梦想，

为未来的生活打下好基础，我们县每年都有大

量师范生被充实到基层教师岗位。”赵丝丝说。

赵丝丝并不是第一个来芷江师范学校学

幼教的大学生。 只是她毕业于本科学校，所以

才格外令人关注。早在 2009年，长沙商贸旅游

职业技术学院商务英语专业的大专生李美蓉

就毅然肄业， 来芷江师范学习学前教育专业。

今年毕业后， 她已顺利考进省示范性幼儿

园———鹤城区幼儿园。 据统计， 该校目前有

15％的学生学历在高中或中专以上。

本科毕业生回炉芷江师范

暑假，邵阳县 72个农家书屋为留守儿童开放，每个农家书屋购置了 800 至 1200

套不等的图书，订阅 20余种报刊。 全县近 6万名远离打工父母的孩子们走进农家书

屋，放松心情，丰富知识，快快乐乐度暑假。 图为黄塘乡石牛村留守儿童在农家书屋

看书学习。 李爱民 摄

本报讯（实习记者 彭静 记者 刘伟丹

通讯员 谢忠平） 眼下正值毕业生找工作的

高峰期，而湘潭工贸中专的毕业生们却不用

在就业大潮中跋涉了，他们早在今年 4、5 月

份就被企业预订， 该校毕业生就业率高达

98%以上。

湘潭市教育局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科

科长郭萱怀介绍，近年来，职业教育的发展

已成为湘潭市的一个亮点，市教育局不断创

新校企合作新道路， 形成了课堂对接工艺，

教室对接车间，学生对接工人的人才培养模

式，实现了毕业生零距离就业。

据介绍，“十二五”开局之年，由湘潭市

财政投入 400 万元， 教育局投入 100 万元，

湘潭市教育局将建设 10 个改革发展示范

校，50 个学科带头人，50 个骨干专业，20 个

校内实训基地，100 门校本课程，200 个校外

实习实训基地，涵盖所有职校和专业，进一

步推动校企合作新发展。

龙山无偿扶持高校毕业生回家创业

本报讯 （通讯员 魏宏齐） 7 月 8 日上

午，龙山县城“街心花园”彩球高悬，人群熙

攘，一派喜气热闹的场面。 由龙山县委、县政

府和县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举办的全县

高校毕业生创业专项无偿扶持金发放暨龙

山县技工学校“两后生（初、高中毕业未能继

续升学的贫困家庭中的富余劳动力）” 招生

宣传仪式正在这里举行。

吉首大学国家交流学院首届毕业生姚

蓉，满脸喜悦地从龙山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

陈向晖手中接到了 8万元创业专项无偿扶持

资金，并代表此次获得创业无偿资助的 30名

大学生作了发言。 姚蓉是龙山县红岩溪镇比

沙沟村人，毕业后立志自主创业，利用在大学

读书时学到的知识， 以及在校时去韩国考察

交流得到的经验， 发现种植特色蔬菜大有作

为，毕业后便在家乡从事特色蔬菜“蕨菜”种

植和加工，她利用掌握的信息和学到的知识，

还带动了当地老百姓种植蔬菜致富。

龙山县此次发放的高校毕业生创业专

项无偿扶持资金共 39.2万元，项目涉及湘西

黑毛猪养殖、山羊养殖、竹鼠养殖、土鸡养

殖、特色蔬菜种植、鞋垫加工、布艺生产及销

售和太阳能专卖等。 获得无偿资助的少则

2000元，高则 8万元。 该县为高校毕业生提

供创业专项无偿扶持资金工作于 2010 年启

动， 当年该县便已发放无偿扶持金 12.2 万

元，此次是第二批发放，发放额居湘西州八

县市之首， 创业项目数为湘西州八县市之

最。

龙山县委、县政府十分重视大学生创业

就业工作， 规定全县大学毕业生回家乡创

业， 除享受国家规定的各项优惠政策外，还

在贷款贴息支持、项目技术服务、种苗免费

提供、证照办理、税费减免或缓征以及公共

场地租用等方面享有优惠。 据龙山县劳动就

业服务中心黄立俊介绍，近三年来，该县先

后为大学生创业就业与县内金融部门衔接

协调资金 399 万元， 共有 99 名大学生毕业

后在家自主创业。

湘潭职教

零距离对接就业

本报讯 （记者 方红 通讯员 向海林

覃冬历）“这次督查组指出了我校师德师风

考评中的不足，进一步促进和调动了教师的

积极性。 ”近日，永顺县对全县中小学校师德

师风建设进行了全面督查，该县桃子溪学校

在接受督查后，校长滕建华说。

据永顺县教育局介绍，该县继续把今年

定为“师德师风建设年”，并把师德师风建设

纳入学校创先争优活动中。此次督查共抽派

人员 60 人，对全县 60 所中小学的师德师风

建设和考评工作进行了全面督查。

督促组采取查看资料、 与教师座谈、向

学生了解、走访周边群众等方法，督查内容

包括学校师德师风考评细则的制定是否有

可操作性和是否通过教职工大会讨论；师德

师风考评过程是否按要求和程序进行；考评

总分是否按民主测评、学生评议、领导小组

评议三部分组成；学校师德师风考评结果是

否按要求评出“师德先进个人”，以及按要求

公示、建立师德档案和监督机制等。

据督查组反馈，全县各校的师德师风工

作取得了很好的实效，提高了教师的业务和

思想素质，更好的服务了教育教学工作。

本报讯（通讯员 蒋顺良） 7月 4日，常

宁市教育局召开 2011 年衡阳师院赴常宁顶

岗实习学员“综合素质考评”总结表彰大会，

常宁市教育局副局长李冬茂动情地对实习学

员说：“在长达四个多月的顶岗实习工作中，

因为你们的融入， 唤起了常宁教育的满池春

水；因为你们的到来，形成了常宁教育春色满

园的美丽画卷。从你们的脸上，我看到了常宁

教育的新希望， 感受到了常宁教育的新气

象。 ”

常宁市顶岗实习工作从 2009 年下学期

启动以来，已有 258 名来自衡阳师院的学子

在 17个乡镇、39所中小学默默奉献，有效缓

解了该市农村中小学师资紧张和学科结构

不合理的矛盾， 赢得了 12 万余名师生的广

泛欢迎。 特别是今年，常宁市教育局创新管

理机制，在前两次“三优联评”的基础上，开

展综合素质考评，全面提高了学员的业务水

平；并把顶岗实习学员、接受顶岗实习工作

的学校一起纳入年度教育目标管理考核，营

造了抓管理、抓服务、抓辅导的浓厚氛围。 3

年来， 在常宁顶岗实习学员发表论文 731

篇， 带领学生参加省市比赛获得奖励 50 余

次， 其中有 17 名优秀学员被招录到常宁市

教师队伍。

顶岗实习让常宁教育

春色满园

我省首届女子总裁

助理班举行文艺汇演

本报讯 （实习记者 余娅 实习生 欧春

利） 助理仪态，商务谈判，英语、法语翻译，辩

论，演讲……7 月 9 日下午，中南大学举办首

期总裁助理班学员走向企业才艺汇演。第一期

24 位女学员吸引了近 300 家企业来到现场观

看表演，竞聘人才。

“能够看到更多简历以外的东西，能发现

企业真正需要的人才。 ”远大集团负责人兴致

盎然地看完表演，即向主办方表示愿意提供 5

万元以上年薪聘用其中 3位学员。 德鹏家居、

顺天财富、友阿集团、华天集团等企业负责人

也纷纷提高待遇竞聘人才。

此次汇演着重展示了学员们的职业素

质。 杨密和高微微表演了实景模拟讨论会

《人才是外部空降还是内部选拔》； 叶思俊、

罗成表演了《中、英互译记者会》；毕然表演

了《法语口语秀》……演出高潮迭起，掌声不

断，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才能展示与人才交流

活动。

学员中不乏高学历者和海外留学归来人

员，专业背景涵盖英语、韩语、会计、国际贸

易、经济管理、空中乘务、音乐表演等专业。 毕

业于湖南大学工商管理系的博士生杨密说：

“这个平台可以吸引很多企业的关注，能够更

好地让自己与企业高层对接， 有利于今后的

职业生涯。 ”

湖南百花人才市场负责人丁楠介绍，首

届总裁助理特训班由湖南百花女性人才市场

联合中南大学举办。 20 余名学员由 328 名报

名人员经过三次复试后选出， 培训期为一个

月。

农家书屋度暑假

5 月初，父亲打来电话，说老家的海尔冰

箱坏了。 父亲刚做过手术不久，冰箱却在这个

高温时节坏了，我心急如焚！ 我想到了海尔售

后，于是我拨打了海尔售后电话。 两天后，父

亲来电称： 我打电话不久后就有海尔人员和

他联系，承诺在最短时间赶到我家。 那天下着

大雨，老家的路泥泞一片。 父亲以为师傅不会

去了。 可下午两点刚过，海尔维修人员打电话

说已经到了山沟外。 父亲决定出门去接师傅。

半路上， 看见海尔服务车陷在了一个土坑里

面，动弹不得。 只见穿着海尔工作服的两名人

员正满头大汗的在车轮下铺垫杂草， 终于费

了很大劲，才把车开出来。 好不容易到家后，

他们没有休息片刻就检查起冰箱， 结果发现

冰箱并没有故障， 主要是老鼠把电源线咬坏

了，几分钟后冰箱又恢复了正常工作。 父亲为

表达感激之意给师傅们递上了茶水和水果，

均被海尔人员婉言谢绝了， 看着他们离去的

背影父亲感动得热泪盈眶。 想用户之所想，急

用户之所急。 选择海尔我无怨无悔。

选择海尔无怨无悔

■经济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