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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职教高地，
建职教高地
，
为梦想筑梯
本报记者 董以良 通讯员 吕先云 刘运 蒋立
1159，1324，1208，1657，这组数据展示的是，从 2019 年起东安县职业中专学校的报名人数。然而在 2019
年以前，该校学生总人数也不过 1000 人左右。连续 4 年办学规模不断壮大的背后，是东安县全力打造职教
高地、
高位推动职教发展的真实写照。
近日，记者走进东安县，解码当地如何从“大有可为”转化“大有作为”，推动全县职业教育办学规模、质
量、
效益同步提升，
打造职业教育“东安样板”。
夯基固本，建好百姓满意的质量校
曾经，由于对职业学校存有管理差、
学风差，读职校“低人一等”等刻板偏见，
许多家长不愿意送孩子就读职业学校。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东安县也曾陷入职
业教育吸引力不足的困窘。为落实国
家、省市推动职业教育内涵式高质量发
展的要求，东安县聚焦学有优教，在创优
办学条件上务实功，不断改善职业院校
办学条件。
塑胶跑道、标准球场，现代先进的运
动场所夯实强身健体之基；亭台楼阁、绿
树成荫，优美宁静的校园风景营造潜心
育人的环境；文化角、名人墙，浓厚的文
化氛围激发学生的内生动力……走进东
安县职业中专学校校园，一门一柱、一石
一廊，富有艺术韵味的文化元素，让人沉
浸在清新雅致的文化熏陶里。
作为全县唯一一所公办职中，东安
县职业中专已然成为东安职教的一扇窗
口。近年来，该校不断加强教学设施建
设，全力整合各类资源，建设音乐室、舞
蹈室、心理咨询室等多功能室，高标准改
建运动场，建成计算机、汽修、服装设计
等 10 个校内实训基地，全力打造良好的
育人环境，促进全县职业教育呈现出良
好发展态势。
(上接 01 版）
9 月 14 日星期三，是该校的“无作业
日”，当天，学生们化身成家务小能手、健
身小达人等。
“解除了学生们平时的学习
压力，让他们在学会各项劳动技能的同
时，学会了感恩。”春江小学校长阳枚艳
说。
因景施策，江永县一些学校紧密结
合传统节日、家庭生活等内容，安排社会
实践、手工制作、绘画绘图、节日歌咏等
创意作业，既丰富了作业形式，又培养了
学生良好的道德情操。
作业负担“减”下去，教学质量“增”
上来。围绕如何打造高效课堂，永州市
各学校做了积极的探索。
将数学课上在绿茵场上，这是新田
县思源学校聚焦高效课堂设计的生动实
践。
“12 个学生请出列，3 个人为一组，
请问里面有几个 3？”数学老师叶利娟刚
抛出问题，就有学生抢着回答：
“3 个，”
“不对，是 4 个。”叶利娟邀请学生通过分
组游戏的方法对这道题进行了验证，
“到
底是几个，下面请 3 个学生为一组迅速
站好。”学生们迅速行动，答案一目了然，
同学们异口同声地说出了答案。
游 戏 结 束 后 ，同 学 们 直 呼“ 不 过
瘾”。叶利娟又组织学生玩起了“老鹰抓
小鸡”，让学生复习乘加、乘减的计算知
识，为后面学习“有余数的除法”知识做
辅垫。
加强常态教研是各学校提升教学效
益的关键所在。冷水滩区凤凰小学通过
开展
“教研先行助推
‘双减’
”
活动，
让教师
集体备课、
研课、
磨课，
精心设计学习情境

为不断完善现代化职教体系，扎稳 等‘六类’特殊学生。”校资助中心
职教高地建设步子，目前，东安县已将职 主任苗琨告诉记者，学校实行学费
东安县职业中专学校举办成人礼
业教育发展纳入“十四五”规划及县委全 全免政策，针对“六类”学生还免校
面深化改革工作要点。下一步，该县将 服费、免保险费、免住宿费、补伙食费 “多元制”办学特色，实现“产教研”多元
继续增加资源供给，扩大办学规模，实施 等。此外，通过校内外资助、设勤工俭学 融合，形成了校企一体、产教一体、工学
“ 近 3 年，学校累计二
县职业中专搬迁扩建工程，计划投入资 岗等多种方式为贫寒学子提供教育优 一体的办学特色。
金 3.94 亿元，用 3 年时间建成一所省级 惠。
“仅 2021 年，学校就发放各项校内助 本上线近 360 人，单招 2000 余人。技能
班学生就业率达 98%。
”
万涌波介绍。
示范性标准化中职学校。
学金 432210 元。
”
“学校提供了很多实践机会，在校期
铸造品牌，
培育德技并修的好工匠
“原来中职学校也这么重视孩子的
夯实强基固本“硬指标”的同时，东 培养！”这是 2020 级幼儿保育班 2 班班主 间学生可以直接进入汽修车间进行拆装
安县致力于品牌立校这一“软实力”，严 任向钢琴和家长沟通时常听到的一句 操作，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2014 级
格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话。她介绍，针对部分孩子学习基础薄 汽修专业毕业生蒋伟男十分感谢学校的
“学校将德育工作全覆盖式贯穿到 弱，老师在严守教学质量的同时，也通过 培养，毕业后他进入当地汽修厂工作时，
扎实的实践基础让他在新员工中脱颖而
丰富多彩的校园活动中，形成德育引领 正向鼓励帮助学生重塑信心与理想。
出。如今，蒋伟男已成立了自己的汽修
的校园活动体系。”东安县职业中专学校
多点发力，
拓宽人才培养的
“双通道”
党支部书记、校长万涌波介绍，为了让德
为不断拓宽职业技能人才成长的渠 厂，并作为校企合作基地为母校的学弟
育工作真正落到实处，该校结合地域特 道，东安县推动县职业中专与湖南科技 学妹们提供实训的设备和场所。
“目前东安县 2 所职业学校与 20 余
色集中开展一系列地方特色活动，引导 职业学院
“联姻”
，
开展
“3+2”
中高职衔接
学生明确爱家爱国观念。
“德育工作是一 联合人才培养，开创东安学生在本地就 家企业进行合作，共建专业 6 个、实训基
项长期和全面的首要工作，我校坚持以 读全日制大专班先河，并成功入选职业 地 23 个，每年为本地企业输送技能人才
人为本，将教育扶贫、家访活动、心理教 教育提质培优行动计划“遴选 1000 所左 500 余人，本地就业率达 33%。”东安县教
育三结合，通过座谈、走访、办集体生日 右优质中职学校和遴选 3000 个左右优质 育局党组书记郑剑表示，近年来，东安县
会、举办成人礼等方式送去关怀，补齐德 中职学校专业”项目。全县还深入推进 严格落实国家、省市对职业教育的要求，
育工作短板。
”
“1+X 证书”制度试点工作，并成功申报 全面推进校企协同育人，打造有质量、有
“学校在校人数 4100 多名，大部分 10 个专业，
服务学生成长和高质量就业。 标准的职业教育，推动职业教育与县域
为农村学生，其中约有 20%为脱贫不稳
东安县职业中专学校坚持对口高考 经济齐头并进，为助力东安本土经济发
定户、孤儿、低保、残疾、单亲和少数民族 和技能培养并举的人才培养模式，突出 展提供人才支撑。
和课堂活动，
确保课堂教学的高效性。
“我们准确把握‘双减’工作的核心
要义，创新推出‘三设计三推进’减负提
质活动，着力构建涵盖课堂教学、作业
管 理 、课 后 服 务 的 学 校 减 负 提 质新模
式。”永州市教育局党组书记、局长黄赞
校介绍。
据了解，永州市 786 所义务教育学
校全部出台作业管理办法，创新作业设
计方式，学生作业负担得到有效减轻；各
地各校加强课堂教学改革，精心设计课
程内容，
教学质量得到了有力保障。
多彩课后，
助力学生快乐成长
9 月 17 日 16:30，零陵区荷叶塘学校
一片热闹景象。
舞台正中央，国旗社团班的学生穿
着统一的军装，个个英姿飒爽；舞台一
侧，伴随着一曲气势恢宏的《中国龙》，
舞龙社团的学生们操着绚丽的龙身，在
龙珠的引领下，完成穿、腾、跃等动作；
教室里，围棋社团的学生们两两对弈，不
相上下……
“这是学校每周一次的课后服务大
社团活动，共有 27 个社团进行了展示。”
荷 叶 塘 学 校 校 长 蒋 卫 华 说 ，学 校 实 行
“1+X+Y+Z”的课后服务模式，
“1”即作
业辅导；
“X”即个性化学习，如组织学生
观看有教育意义的红色影片、读书交流
会等；
“Y”即特色社团，如舞龙、葫芦丝、
管乐团等；
“Z”即奇趣课堂，其中就设置
了家长志愿者课堂，让多才多艺的家长
也能进入孩子的课堂中。
“课后服务充满
活力，满足不同学生的多样化需求。”蒋
卫华说。
同 样 的 课 后 服 务 时 间 ，不 一 样 的

精彩。
9 月 16 日 16：30，江华瑶族自治县沱
江镇第一小学校园里处处洋溢着瑶族文
化魅力。走进瑶风园里，一股香味扑鼻
而来。只见学生们娴熟地将苦瓜清洗、
切段、挖空、酿心、入锅，不到 20 分钟，一
锅香喷喷的
“江华十八酿”
出锅。
“落实‘双减’政策，为学生全面发展
赋能。”沱江镇第一小学校长黄兴华说，
“目前，全校共有 1900 多人参加课后服
务，特别是瑶歌、长鼓舞、美食等社团，参
与人数有 100 人以上。
”
劳动中的课后服务也别样精彩。据
了解，为不断丰富课后服务课程内涵，永
州市各学校积极将劳动课程融入到课后
服务中。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锄禾日
当午，汗滴禾下土”……前不久，在宁远
县印山小学的校外劳动实践基地里，同
学们在劳作间不由地背诵起古诗，经历
了一番劳作，他们对古诗思想内涵的认
识感悟更深刻了。
“学校坚持以‘劳动教育’为载体，将
农耕文化和实践体验相结合，让孩子们
参与劳动实践，以劳树德、以劳增智、以
劳强体、以劳育美、以劳创新。”印山小学
校长李慧萍说道。
课后服务效果怎样？永州市坚持
“双维度”抓好课后服务效果评价。永州
市教育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一方面，教育
部门通过日常督查等方式进行了解，并
组织人员对学校进行客观评价，常态化
开展课后服务经验交流；另一方面，学校
定期通过问卷调查、学生及家长座谈会
等方式收集学生、家长的意见和建议，不

断丰富课后服务内容、形式和手段。
部门联动，
从严从紧抓校外培训
“双减”在行动。
“ 一方面，永州市高
位统筹，开好减负增效‘方子’，科学管
理，做实校内提质“里子”；另一方面，永
州市强化校外治理，减轻学生家长‘担子
’
。
”
黄赞校介绍。
这个暑假，永州市开展暑期校外违
规培训专项整治攻坚任务，组织 857 人
次进行地毯式排查，相关部门出动 501
人次开展联合执法，拆除违规广告 105
条、整治有资质培训机构的违规行为 40
余起、取缔无证无照培训机构 40 余家、
查处
“一对一”
等地下违规培训 7 起。
这是永州市强化校外治理的一个缩
影。近来，永州市严格落实校外培训机
构“准入、备案、审批、监管”四个关键环
节政策要求，确保校外培训机构依法依
规依程序办学；成立由教育行政部门牵
头，11 个部门为成员的校外培训机构专
项治理工作领导小组，在学生放假等重
要时间节点，派出督察暗访组，公布举报
电话，重点对违规培训、违规收费、安全
管理不到位等方面问题开展集中整治；
持续深化中小学师德师风建设，签订“双
减”
工作教师承诺书近 9 万份。
“‘双减’之下，教师课堂教学高质高
效，学生作业负担明显减轻，课后服务规
范有序，人民群众满意度切实提升。
‘双
减’工作关乎中小学生的健康成长，我
们将持续提高教育教学质量和课后服
务水平，更加全面规范校外培训机构行
为，全力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进一步提
升人民群众的教育获得感、幸福感。”黄
赞校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