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涅 槃 重生

——永兴县职业中专学校蝶变纪实
永兴县职业中专学校蝶变纪实
本报记者 王明辉 通讯员

代红波

何云峰

王怀英

湖南永兴，在人们记忆里，是著名的革命老区和“世界银都”，那里有苍
茫的罗霄山脉和丰富的矿产资源，2000 多年厚重的文化历史底蕴孕育出了
众多的仁人志士和革命先烈……
如今，源远流长的千年文脉，又在巍巍龙王岭下的西水河旁孕育出了
一颗璀璨明珠：
湖南省示范性中等职业学校——永兴县职业中专学校。
该校是一所典型的县域农村中职学
校，1983 年由永兴七中改为职业中学。
当时，学校基础设施落后，环境差，办学
定位和方向不明确，专业建设思路迷茫，
教师队伍建设滞后，招生困难，在校生不
到 100 人。
2016 年以来，永兴县委县政府高度
重视职业教育，把职业教育摆在了振兴
县域经济的突出位置，学校抓住机遇励
精图治，确立了产教融合发展职业教育
的思路，深入谋划布局，做好顶层设计，
明确了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的办学定位和
发展方向，学校重新扬帆起航，面貌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环境优美宜人
2016 年以来，永兴县委县政府先后
投入 1.5 亿元，大力改善办学条件，提升
基础能力。学校打造了以“精益文化、问
鼎精神”为核心的校园文化，确定了“打
造精品专业，塑造精益教育，深造精英人
才，创造精彩人生”的办学理念，提炼了
“精益求精，问鼎人生”的校训。目前学
校设备设施全市一流，校园环境优美宜
人，校园文化独具特色，成为了郴州最美
职中之一。

2021 年小学语文新课程标准明确提
出：三四年级能不拘形式地写下自己的
见闻、感受和想像，注意把自己觉得新奇
有趣或印象最深、最受感动的内容写清
楚；五六年级能写简单的记实作文和想
像作文，内容详细，感情真实，能根据内
容表达的需要，分段表述，学写常见应用
文。那么围绕课程标准提出的目标，教
师该如何进行作文教学呢？
首先，让学生清楚“写什么”，也就是
指导学生明确每一次写作的主要内容。
小学语文课本，每单元都安排了“习作”，
写作的主要内容都在“习作”中明确提出
来了。如五年级下册第一单元，
写作的题
目是：那一刻，我长大了。写作的主要内
容是：
写一件自己成长过程中印象最深的
事情。要把事情的经过写清楚。第二单
元要求写一篇读后感。写作的主要内容
是：先简单地介绍一下文章或书的内容，
可以重点介绍你印象最深的部分。再选
择一两处你感触最深的内容，
写出自己的
感想。第四单元写作题目：他
了。
提示为：生活中，谁陶醉、生气、伤心……
的样子让你印象深刻？回想一下，
当时发
生了什么事？事情的前因后果是什么？
把这件事写下来，
特别是要把这个人当时
的表现写具体，反映出他的内心。写作
前，
老师要指导学生细读写作的主要内容
提示。学生明确写作的主要内容后，
就有
话可写了，
而且也不至于写偏题。
其次，让学生知道“怎么写”，这就要
指导学生写好作文提纲。如果把明确写
作的主要内容当作明确所要制作的一件

学生文明阳光
学校坚持“立德树人，德育为先”的
德育工作理念，构建了特色鲜明的阳光
德育工作体系。突出规矩育人、文化育
人、活动育人模式，创新推行学生管理学
分 制 ，形 成 了 特 色 鲜 明 的 德 育 工 作 体
系。组建了篮球、排球、舞蹈、声乐等各
类学生社团，积极开展形式多样的校园
文化活动，取得了丰硕成果，在 2021 年
省、市“文明风采”德育实践活动评比中
获省三等奖 2 个、市一等奖 2 个。学生精
神风貌焕然一新，讲文明、有礼貌、守规
矩成为校园新风尚，得到了各级领导的
充分肯定和社会各界的一致好评。
办学特色突出
学校开设了与地方优势产业紧密联
系的特色专业，对接县域支柱产业开设
了电子技术应用、高星级饭店运营与管
理、机电技术应用、数控技术应用、有色
金属冶炼技术等专业，其中机电技术应
用专业办学水平在郴州市名列前茅，有
色金属冶炼技术专业全省唯一。立足地
方优势产业，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构建了
企业入驻、校企交融、企业投入、行业合
作等多种校企合作、校企共同育人模式，

实现了生产与实训无缝对接和教学的精
准高效，走出了一条县域农村中职校企
合作特色发展之路，校企合作经验在全
省推介。
办学成果丰硕
近几年来，该校学生对口升学、专业
技能抽测、学生技能竞赛成绩居郴州市
先进行列。2021 年，参加全省职业院校
学生技能竞赛获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2
个、三等奖 6 个，参加全省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获一等奖；郴州市专业技能抽考，
该校连续四年合格率保持 100%，优秀率
达 80%以上；全校 70 名学生参加高职院
校对口升学考试，本科上线 16 人，其中
一 本 10 人 ，二 本 6 人 ，专 科 升 学 率 达
100%。2022 年，参加湖南省职业院校学
生技能竞赛获一等奖 1 个、二等奖 5 个、
三等奖 4 个。该校公共基础课普测合格

小学作文教学三步法
常德市澧县实验小学
家具的话，
那么写提纲就是设计图纸。
如一名同学以《我爱家乡的葡萄》为
题，
编写提纲。
题目：我爱家乡的葡萄
一、我特别喜爱家乡的葡萄。
（点明
主题，
略写）。
二、春天，葡萄枝蔓的美丽，枝叶舒
展，
叶像手掌，
颜色碧绿；
花小，
黄绿色。
三、
秋天，
果实惹人喜爱。
（重点，
详写）
形状：圆形。
颜色：先是青绿色，而后变成淡青
色，最后半边红、半边紫，果肉淡青色，水
灵灵的。
滋味：不熟的，
酸而涩；
熟透了甜酸。
四、结尾：我爱我家乡的葡萄。
（呼应
开头）
这样一来，学生在写作前，就非常清
楚整篇习作的结构了。写作时，按照提
纲依次写下来，就能达到一气呵成，又层
次清楚，
详略得当，
主题明确。
因此，老师在帮助学生明确写作的
主要内容后，不要着急要求学生下笔行
文，要引导学生理清思路，写好提纲。不
要怕耽误时间，也不能认为是多余的，磨
刀不费砍柴功。中小学生写作一定要养
成写提纲的好习惯。
再次，让学生学会“怎么改”，也就是
指导学生修改习作。好文章离不开修
改。人们常说“文章不厌百回改”，又说

汪太平

“三分文章七分改”。有人会说，修改学
生习作不是老师的事吗？但事实上是，
无论老师多敬业、多辛苦、多认真地去精
批细改，眉批、旁批、尾批写得多好，对学
生的触动都不大，有的甚至看都不看。
学生关注的只有等级或分数。叶圣陶先
生在谈文章修改的问题时曾指出，
“ 改”
的优先权应该属于作文的本人。魏书生
也曾指出：
“我不赞成教师对学生作文精
批细改，主张让学生在读议小组里自己
相互批改。学生们相互批改的过程，也
就是他们相互学习、探讨的过程。教师
在他们相互批改的过程中轮换抽查，并
结合学生的文章进行语法教学，有时则
面谈指导。”2021 年小学语文新课程标
准中明确规定：三四年级“学习修改习作
中有明显错误的词句”，五六年级“修改
自己的习作，并主动与他人交换修改，做
到 语 句 通 顺 ，行 款 正 确 ，书 写 规 范 ，干
净”。
那我们怎样指导学生修改呢？
示范修改。老师要在学生修改前，
拿具体的习作做“样子”
（可以随即抽取
一名学生的习作），条分缕析地示范，把
修改的方法、技巧、范围直观地呈现在学
生的面前，这样一来，学生就可以“依葫
芦画瓢”照着样子去修改，并逐步掌握、
领悟习作的修改技能，学生也不会出现
不知从何下手的情况。

率始终保持在 95%以上。
在国家大力发展职业教育的政策机
遇下，该校争取到了全省 14 所、郴州市
唯一的“楚怡中等职业学校”建设项目，
将新建机电电子实训大楼、公共技能培
训中心、学生食堂、学生宿舍等基础设
施，进一步提升学校基础能力，改善办学
条件。大力推进学校内涵发展，建设“楚
怡”文化传承基地，传承创新发扬“楚怡”
职业教育精神，建设“楚怡”高水平专业
群，把学校办成学生规模适度、办学特色
鲜明、培养模式先进、服务本地发展、有
示范带动作用的省市一流中职学校。
随着职业教育的“热度”不断上升，
职业教育发展正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
期。开拓进取的永职人将乘风破浪，抢
抓新机遇，实现新梦想，豪迈奔向更加灿
烂辉煌的明天！
自改。学生头脑中有了怎样修改文
章的直观印象，就会大胆去修改自己的
习作。同时，老师要要求学生按照指导
的 方 法 修 改 后 ，再 小 声 地 把 习 作 读 几
遍。为什么呢？他们初稿的文章不可能
十全十美，总有存在毛病的地方，怎样去
发现呢？做完文章念一遍是个好办法。
学生在读的时候，不但可以发现不通、不
连贯的句子，发现别字、错字、多字、漏字
等问题，还能发现通篇是否上口和一些
疏忽的地方。发现有错误或不满意的地
方立即就改，
直到
“文从字顺”
为止。
互改。学生修改自己的文章，往往
受自己思维和自己的语言习惯所局限，
总会有些隐藏的问题或疏忽的地方发现
不了。学生之间相互修改，就会很好地
弥补这些不足。同时，学生互相修改，也
是一次学习、反思、提高的机会和过程。
面批。无论自改还是互改，都不可
能全部解决掉学生习作中出现的所有问
题，那么，老师就需要抽取不同层次的少
量习作（已经完成自改和互改的习作），
对学生进行面批，指导学生修改。这样
一来，老师就能了解不同层次学生的习
作的问题，就能针对出现的具体问题做
到具体分析，对症下药，从而使得全班学
生的习作水平得到不断提高。
当然，学生真正要把文章写好，需要
大量的积累，需要一双善于观察的眼睛，
需要一个善于思考的大脑，需要一个坚
持不懈地练笔的好习惯。语文老师要做
学生写作成长路途中的一个指点迷津的
良师和益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