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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政通校园，林立的楼宇与校道相连，
遍地的花草同绿树相辉，胜似游览圣地，恰为
读书佳境，让人心旷神怡、留恋。 带着爽朗的
心情，穿过书香飘溢的校舍，在整洁的校长办
公室见到了王晓国校长，他身材伟健，温和谦
逊，气质朴实，眼神坚定，温文中透出几分儒
雅，让人亲近。 当你更近一步地了解他时，你
会洞悉到一位贯悉教育的校长的教育真言。

热衷公益事业 循教育情怀
2002 年，在沅江市政府的支持下，民营

企业家叶政军先生投资创办了沅江政通实验
学校。 发展至今，学校占地 185 亩，建筑面积
3 万多平方米。 初中部 40 个教学班，小学部
38 个教学班，在校学生 5000 多人，专任教师
308 人。 一直以来，学校秉承“德育为先，教学
为主，全面发展”的育人理念，坚持“科研兴
校，质量立校，特长名校”的办学思路，走出了
一条跨越式发展的名校之路。

“选择教育，就办最好的学校! ”这是沅江
政通实验学校董事长叶政军的口头禅。 在办
学伊始，叶总把学校定位为公益性平民教育，
不靠“巧立名目”向学生乱收费，而是以湖南
政通地产和桃江、 沅江两个广通大酒店这些
企业作支撑为教育护航。 叶总十分关注育人

的细节，精心布局，接连投资了 3000 多万元
美化校园，达到了文化育人、环境育人的理想
效果。 同时，更注重培养孩子的社会责任感，
告诫孩子们要把自己的个人命运与祖国的命
运联系在一起，养成关注社会、与时俱进的社
会责任感。 十年来， 叶先生不是当 “甩手掌
柜”，而是怀着拳拳之心，一直专注于民办教
育这绿叶般的公益事业造福乡邻。

实干凝聚团队 臻教育之美
“选择教师，就为孩子想一辈子！ ”2002

年办学之初， 校长王晓国就明确的提出教师
除了传授学生文化知识， 更应注重培养孩子
适应未来人生的各种素质。多年来，他一直坚
持“教孩子几年书，为孩子想一辈子”的办学
理念， 如今这一理念已固化为教师们心中的
自觉行动。

“把人的生命写在教育的旗帜上”是王校
长教育思想的基础，也是其教育情怀的魂魄。
他把爱建立在关注学生的发展、 成长和学生
的未来的基础上，完成了由爱到大爱的升华。
“爱就是教育，没有爱便没有教育”他常常提
醒教师，三年不仅要教给学生知识，更要让学
生有爱心，有精神的成长和温存的回忆。

2008 年暑假，学校校园剧将参加益阳市
第二届艺术节比赛， 为了使学生熟悉舞台背
景， 王校长亲自动手和另外几个老师把笨重
的背景搬到了排练厅，汗水浸湿了衣衫，学生
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正是这种无微不至的关
心呵护，与他那真情和实干精神感染着老师，
激励着学生， 政通学校呈现出了规范严谨的
校风，昂扬的锐气。

他自己从未离开过课堂教学， 一直坚持
任教一个班的数学课，每逢他的公开课，听课
者把教室挤得水泄不通， 因为老师们知道听
校长的课是一次绝好的学习机会。 而他也会
参加每一次校本培训，了解课改进程，体验老

师们在课改中的困难和烦恼。 虽然他教的是
数学， 但对其他各科的点评每每让大家心悦
诚服。

王校长以他那对教育的激情 、 实干和
人格、学识魅力引领大家动起来。 一方面他
不遗余力地为教师提供进修充电的机会 ，
赴洋思，请昌乐二中的老师进政通 ，编写校
本培训教材 ，大力奖励教科研 ；另一方面 ，
他更重视从教育的价值 、 人生的价值层面
激发教师的内驱力 ， 让老师在平凡忙碌的
工作中，体会到工作的价值，在价值的实现
中体会幸福和快乐。

他虽如泥土般朴实， 却准确地表述了教
育的本质。他那高屋建瓴的教育思想，脚踏实
地的实干精神， 凝聚着他的教师团队为教育
共同的追求而奋进。

建设文明校园 谱教育华章
“选择政通，就要创学生和家长满意的质

量！”这就是政通人的质量观。首先，学校在落
实培养和打造一支高素质的教师队伍上，提
出了“五禁”和“一要求”：禁止请客送礼接受
学生家长馈赠； 禁止向学生推销教辅资料和
学习用品；禁止有偿家教家养；禁止体罚和变
相体罚学生；禁止参与赌博；要求学生做到的
教师首先做到。

其次， 学校狠抓高效课堂建设。 建立了
“我与课改同行”教师论坛长效平台，着力推
进以导学案为载体的课改教研活动， 探索形
成了 “导入新课———明确目标———自主学
习———合作探究———小结检测” 五环递进教
学模式， 改变了教师教学观念、 学生学习方
式、课堂结构和反馈方式，努力让师生过上一
种幸福而完整的教育生活。另外，学校积极推
动体育艺术 2+1 工程， 改革传统的体育艺术
教学模式， 组建各种专项兴趣小组以满足个
体需求， 要求每个学生至少学会两种健身方

法，掌握一门艺术技能。 王校长把“构建高效
课堂” 作为提升师生生命质量的突破口和学
校可持续发展的永恒动力， 让教师触摸到职
业的幸福，使学生在新课堂中茁壮成长。

王校长把培养孩子们良好的文明习惯摆
在十分重要的位置，开展了“让人们因我的存
在而感到幸福”为主题的系列活动。 守住嘴，
语言文明；管住脚，不践踏花草；弯下腰，捡起
一片纸屑；伸出手，关爱帮助他人。 校园里到
处悬挂着同学们亲自制作和创作的保洁温馨
提示牌，教室里存放着精美的废品回收箱，墙
壁上张贴着同学们创作的宣传书画……引导
孩子们自我管理、自我规范，使孩子们逐渐养
成了良好的文明习惯。

十年来， 在王校长的带领下学校先后被
评为全国教育系统先进集体， 教育部和湖南
省贯彻《学校体育工作条例》优秀学校，湖南
省研究性学习常态化教学先进单位， 湖南省
和益阳市文明安全校园，沅江市文明单位，连
续 8 次评为沅江市教育目标管理先进单位和
中考质量评估先进单位， 沅江市教学过程性
评价先进单位。 学校被挂牌确定为教育部“十
五”重点课题实验学校，教育部教育信息化首
批试点学校，湖南省义务教育阶段合格学校，
湖南省“两型”建设示范学校，益阳市语言文
字规范化学校， 沅江市课堂教学改革示范学
校，沅江市体育传统项目学校。而今的沅江政
通实验学校犹如教育春天里的一轮旭日腾空
升起，光环四射，被老百姓誉为孩子们的“希
望学校”。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 王晓国校长怀
抱真诚深远的爱，平和从容地行走着，道路虽
布满了荆棘， 他却满怀着对教育的执着和永
恒的信念，风雨兼程，一路萧歌不息，在教育
教学的广阔天地间迎风舒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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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通人和 溯教书育人之本
———沅江政通实验学校随笔

本报记者 刘选 通讯员 陈介梅 龚芳

▲沅江政通实验学校校长 王晓国

千百年来，陶潜笔下那个封闭自守、农耕
怡乐的桃花源，令多少人钦慕神往。 而今天，
桃花源的儿女们，以与时俱进的胆略和气魄，
打造出一个开放向上、百业兴旺的人间仙境，
犹如一个万紫千红的大花园，吸引着湖南，吸
引着中国，吸引着全世界。在这争芳夺艳的姹
紫嫣红中， 桃源县职业中专俨然是一朵怒放
的奇葩，点缀欣欣向荣的桃源教育，诠释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的真谛。

名符其实的名校
桃源县职业中专是由政府主办、 教育部

门主管的全日制职业技术中等专业学校，是
于 1984年由桃源六中改制更名所创，后又与
县一职中、县渔父职中、县成人中专合并，当
前有 307 名教职工，学生 5000 余名，开设有
计算机及应用、机电设备安装与维修、服装设
计与工艺、旅游服务与管理、工艺美术、电子
商务、现代农艺技术、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数控技术应用等 13 个专业的规模， 创造了
2012 年学生就业率为 100%和对口升学本科
上线占参考人数 71.2%的斐然佳绩， 成为桃
源县规模最大、专业涵盖面最广、师资力量最
雄厚的综合型职业中等专业学校。

春意盎然的校园
走进桃源县职业中专，一尘不染，绿树群

花环绕其间， 一面面设计精美的宣传橱窗分
列在道路两旁。 橱窗里湖南省古洞春茶叶有

限公司、 桃花源旅游公司、 大华机械有限公
司、 北京科力淮扬村餐饮集团、 深圳中集集
团、长沙威胜集团、东莞华吉制衣桃源有限公
司等多家学校合作企业的情况介绍、 招聘广
告等信息一览无余；众多技能精英、劳动能手
和学习标兵的照片，连同他们的事迹图文，向
人们述说这里的崇尚竞争与累累硕果；“修礼
达义， 精技强能” 的校训在教学大楼熠熠闪
光；分布错落有致的教学楼、实训大楼、科教
楼、图书馆等教、练场所里，师生们的欢声笑
语与凝神苦练的身影扑入耳目； 它们与运动
场上龙腾虎跃的健儿等汇成一派盎然春意。

为着这一意境的创造， 该校制订并落实
了《桃源县职业中专学校文化建设五年规
划》，以优化、美化、净化学校环境为重点，以
培养学生创新能力、 职业素养和社会实践能
力为具体目标，突出“修礼达义，精技强能”的
办学理念，强化校风、教风、学风建设，将专业
文化、企业文化、创业文化和环境文化紧密结
合。 完善学校设施，启动总投资为 1000 万元
的国家职业教育基础能力建设项目， 营造良
好的育人环境， 扎扎实实地把学校建成传播
先进文化和培养高素质技能型人才的基地。

蒸蒸日上的奥秘
一所职业学校居然能在普通中学走红，

在竞争十分激烈的时代办得如此红红火火，
其中有何奥秘？桃源职专人的答复是：职业教
育政策的大力扶持和社会各界的理解帮助是
前提，学校的开拓创新是关键，学校发展最显
著的成功是其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和校企合

作模式创新。
该校认为， 要使一流的教育条件释放高

能量，必须有一支高素质的双师型教师队伍。
所谓双师型教师， 是既取得教师资格并从事
职业教育教学，又具有工程师、工艺师等技术
职务，既能胜任理论教学，又能指导学生实践
的教师。 3 年来，该校从大专院校引进了 100
多名年轻的专业教师，并投入 50 余万元让在
职教师参加国家级、 省级等培训和去企业参
加技能培训；同时，通过狠抓技能竞赛，提升
教师实践知能。 该校教师先后有 4 人获国家
级二、三等奖，20 余人获省级奖，50 余人获市
级奖， 获奖比率和等次均居湖南省中职学校
前列。 通过一系列的引进、培训和竞赛练兵，
该校教师的整体素质大大提高，237 名专任
教师中，172 人获得高级工和技师资格，占教
师总数的 72.6%。

在传统的职业教育模式越来越难以适应
不断发展的职教改革和社会需求的情况下，
该校决定将企业文化元素引进校园， 把校企
合作的理念融入学校制度文化， 把实习实训
基地建设、校企合作项目和“订单式”培养模
式列入管理制度， 实施主动适应区域经济发
展和企业需求的工学结合的人才培养模式，
先后跟近 30家企业建立了校企合作关系，目
前已覆盖了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 旅游服务
与管理、数控技术应用、现代农艺、服装设计
与工艺等专业。 合作主要采用企业把车间搬
到学校和学校将教室设到企业两种模式。 例
如， 威胜集团在该校的实训大楼设立了生产

流水线， 电子电器应用与维修专业的学生
边学习边实践； 现代农艺技术专业在两个
实习基地设有教室，每到农忙时间，让学生
深入县内的 10 余万亩茶园和 1.5 万亩烟叶
种植基地中，实地学习茶叶的栽培、制作、
营销和烟叶的栽培、烘烤等技能。 此举一方
面服务了地方经济， 锤炼了学生的实践知
能，另一方面开辟了学生的就业渠道，促使
该专业的招生回暖。 该校与茶叶、烟草公司
的合作，成为教育部推荐的校企合作案例。

扬帆远航的旗舰
在开拓创新的实绩中， 桃源县职业中

专用历年的就业率， 和历届毕业生中涌现
出来的如现就职于湖南省财政厅的张琴、
被深圳市政府特批为“对深圳市作出特殊
贡献的高技能人才” 杨翊武、“全国乡镇
开发商先进代表” 郭旺胜等典型， 兑现了
“让每一个学生都成功” 的承诺， 同时，也
带来了良好的社会效应。 在这个世人对职
业教育尚欠理解、 招生竞争十分激烈的年
代，该校 2012 年生源“爆棚”，达到饱和；从
2005 年至今，该校先后获得国家级重点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全国德育工作先进集体、
湖南省重点技工学校等荣誉称号，2011 年
7 月，成为湖南第一批获得“国家中等职业
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校建设工程” 立项的
学校， 国家投入 1000 万元用于该项目建
设。现在，桃源县职业中专犹如一艘扬帆远
航的旗舰， 在职教改革的大海中， 乘风破
浪，一往无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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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毕斋 黄楚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