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职教周刊 前沿话题12 ·
2017年9月19日 星期二

主编：翟帆 编辑：钟伟 设计：李坚真 校对：赵阳
电话：010-82296602 邮箱：zjzk@edumail.com.cn QQ群：88658765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10号 邮政编码：100082 电话中继线：82296688 电报挂号：81108 印刷：人民日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24.00元 零售每份：1.00元

焦聚 精准扶贫

不久前，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派出 29 个调研小组，每组由一
名指导教师和两名学生组成，对
湘西自治州永顺县 14 个乡镇的
88 个行政村进行实地调研。在
15 天时间里，87 名师生通过实
地走访、问卷调查、资料查阅等
方式，走村串户，深入了解 88
个行政村精准扶贫状况，并根据
调研情况，写出近万字的调研报
告，详细分析了精准扶贫工作存
在的问题、贫困户的经济来源及
致贫原因。这是近年来该院实施
教育精准扶贫的一个镜头。

自 2004 年以来，该院利用
自身的教育资源，积极开展“温
暖工程”等扶贫项目，培训转移
贫困地区农村劳动力和新农村建
设村级带头人，探索新形势下职
教扶贫新模式，至今已累计培训
新 农 村 建 设 村 级 带 头 人 8380
人、培训转移贫困地区农村劳动
力 8500 人、培训全国贫困地区
欣欣学校骨干教师 1500 余人。
2015 年，该院成立精准扶贫专
门机构——新农村建设学院，聚
焦国家“精准扶贫”战略，针对
贫困地区人才培养、技术提升、
产业发展、教师培训等实施精准
帮扶。

今年 5 月，该院还将学校党
委班子“搬”到扶贫第一线，在
湖南省教育厅扶贫点溆浦县北斗
溪镇坪溪村召开了一场以精准扶

贫攻坚工作为主题的党委会，学
院党委书记李三福要求精准扶贫
工作要进一步精准摸实情、谋实
招、出实效，通过教育精准扶
贫，阻断贫困的代际传递。

培育创业致富能人
促进贫困农民脱贫增收

受湖南省扶贫办委托，从
2016 年起，湖南科技职院启动
贫困村创业致富带头人培育项
目，紧扣“能力培训、孵化创
业、带动增收”三大核心环节，
通过整合教学资源、搭建师资团
队，积极探索建立科学有效的培
训工作机制，培养了大批贫困村
的创业致富带头人。

为了做好培训工作，该院除
了在政府职能部门、高校、涉农
企业选聘培训讲师外，还聘请湖
南省创新创业先进典型刘超等担
任创业培训导师，形成“政府领
导+专家学者+企业家+创业导
师+电商专家”等组成的培训师
资团队，针对培训学员特点制定
完备的培训服务管理制度，明确
了培训目标、培训内容、跟踪服
务、信息反馈等，有效保障了培
训规范、有序地进行。

一年多来，该院开展创业致
富带头人培训 8 期，为邵阳、怀
化、郴州、常德等地贫困村培训
了一大批创业致富带头人。这批
学员回到农村，利用培训掌握的

新政策、新思想、新知识，积极
投身创业实践，为促进贫困村产
业发展、带动贫困农户脱贫致富
发挥了重要作用。

新晃县学员陈锡智、江俞
桦、钱怀等 3 人培训结束返乡
后，开办了一家农业科技公司，
大力发展魔芋产业。2016 年，
公 司 在 新 晃 县 推 广 种 植 魔 芋
2000 多 亩 ， 发 展 魔 芋 种 植 户
782 户，户均增收 7500 元；今
年，公司在新晃县及周边县市推
广种植魔芋 5000 亩，预计年产
量 2 万吨，将带动 1000 户贫困
农户脱贫。

培训工程机械能手
提高贫困人口劳务技能

目前，湖南省的贫困人口大
多分布在深山区、石山区、偏远
山区，这些地区的贫困群体知
识、技能缺乏，无就业渠道，返
贫率高，是精准扶贫与脱贫攻坚
工作的重点和难点。

湖南科技职院遴选适宜的培
训项目，依托中华职业教育社

“温暖工程 （斗山） 培训中心”，
与平江县、新化县等地签订精准
扶贫技能培训合作协议，承担两
地精准扶贫技能培训项目，面向
贫困群体开展“挖掘机驾驶与维
护”“叉车驾驶”等工程机械技
能培训。培训班合理制订教学计
划，帮助学员掌握一技之长、取

得工程机械作业资格证书，为顺
利实现就业打下坚实基础。

该院新农村建设学院还组织
专门人员，为学员联系实习、就
业企业，了解企业岗位需求、技
能要求。在培训中实施精准培
养、精准服务，为贫困地区学员

“送岗位、送培训”。
平江县大坪乡学员沈道平接

受培训后，回家乡创办了挖掘机
租赁公司，承包了平江县旅游区
石牛寨国家地质公园的部分工程
项目，不仅自己脱贫致富，还带
动周围不少贫困农户走上富裕
路，产生了良好的教育扶贫效果
和积极的社会影响。

提供电商扶贫服务
创新精准扶贫开发方式

在扶贫方式创新中，湖南科
技职院联合知名农村电商企业，
通过整合优势资源，围绕解决

“土特产品进城难”的痛点，提
供包装设计、品牌营销、人才培
养、技术培训、平台支持等服
务。这样的合作充分发挥了该院
艺术设计学院、商学院、软件学
院的专业优势，结合贫困地区特
色产业发展、民俗文化的特点，
对新邵县、新晃县、永顺县的土
特产品进行造型、包装、品牌设
计，为农产品进入电商平台销售
提供保障。

同时，该院组建农村电商创

业实践学生团队，开展农村电商
扶贫创业实践和志愿服务活动，
提供技术指导、市场营销等持续
帮扶；组织学院相关专家深入慈
利县开展电商扶贫送培下乡，并
为当地开展电商扶贫提供咨询服
务，积极探索通过电商平台进行
精准扶贫的新方式。

绥宁县瓦屋塘镇三星村有建
档立卡贫困户180户、贫困人口
579 人，由于交通不便、信息不
畅，农副产品销售难。该院在开
展电商扶贫送培下乡过程中了解
到这些情况后，帮助该村贫困户
袁春林成立了绥宁县三星生态养
殖 合 作 社 ， 指 导 社 员 们 “ 触
网”，通过网络电商销售羊肉、
茶叶、竹笋、腌制菜等产品。其
中，帮助金竹村村主任袁再海等
销 售 鲜 天 麻 100 公 斤 、 收 入
5000 元，帮助村民肖和平销售
山羊 20 只、收入 2 万元，帮助
残疾老人肖洪树等销售腌制菜收
入 1200 元⋯⋯电商扶贫为老百
姓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利益。

开展小学教师培训
提升贫困地区教师素质

作为国家示范性骨干高职院
校和湖南省卓越高职院校建设单
位，湖南科技职院充分利用资源
优势，积极开展教育扶贫，自
2008 年至今，每年暑假都举办
欣欣小学教师培训班，为全国各

地贫困乡村培训师资。
欣欣小学是由美国欣欣教育

基金会捐资在我国偏远贫困乡村
兴 建 的 小 学 ， 在 湖 南 有 60 多
所。对于培训工作，该院十分重
视，无论是师资配备还是后勤服
务，都提供了强有力保障。今年
为期 15 天的暑期培训，该院培
训负责人黄志冰和湖南省侨办相
关部门负责人赴蓝山县汇源乡光
明欣欣小学、江华县白芒营镇李
绍姒欣欣小学调研，了解学校需
求和培训效果，培训反响良好。

据永顺县泽家镇乃新欣欣九
年 制 学 校 教 师 马 元 晴 介 绍 ，
2014 年他和同事彭千华在湖南
科技职院参加信息技术培训后，
利用所学知识，让学校微机室的
作用得以充分发挥，提高了学校
的信息化水平。马元晴今年又参
加了小学电脑大赛和创客等方面
的培训，她说：“暑期培训让我
们有了实实在在的收获，回学校
后再对没有参加培训的同事进行
培训，有效促进了学校整体水平
的提升。”

山东烟台福山区牟焕经欣欣
小学校长于晓红深有感触地说，
自己参加几次培训后进步很大，
多次在区里为综合实践活动教师
上观摩课，参加微课比赛获得市
级一等奖。她认为，欣欣小学教
师培训达到了“一人学习、众人
受益、共同成长”的效果。

成立精准扶贫专门机构、派出调研组摸实情谋实招、将党委会开到扶贫第一线，湖南科技职业学院——

“精准”出招，阻断贫困代际传递
通讯员 李文彬

“采果之后要记得施以有机
肥为主的采果肥，将果园杂草翻
入地下作为肥料，落叶之后要及
时进行冬季修剪，补充树体养
分 ， 保 障 果 树 来 年 生 产 和 结
果。”在贵州省铜仁市万山区鱿
鱼铺村余平果园里，定期前来指
导的周恒正在嘱咐果园负责人。

周恒是铜仁职业技术学院农
学院园艺果树专业教授，也是贵
州省山区科技人才行动项目派出
专家、市级科技特派员。在周恒
的指导下，余平果园500余亩黄
桃长势良好，预计 2017 年可以
实现产值500余万元。

在铜仁职院，像周恒这样的
“果树教授”“蘑菇教授”“草莓教
授”等接地气的专家还有很多，
他们不仅在学校传授知识，还进
村入户手把手教农民发展种植、
养殖业，帮助他们增收致富。

近年来，贵州省、铜仁市以
“大扶贫、大数据”为主战略，
深入开展脱贫攻坚，并提出在
2020 年 要 与 全 国 同 步 进 入 小
康。铜仁职院充分发挥人才技术
优势，积极投身民族地区脱贫攻
坚事业，众多技能型人才活跃在
田间地头、工厂园区、医疗一
线，成为武陵山区扶贫攻坚的排
头兵，为民族地区发展注入强劲

动力。

地方人才需求就是学
校办学方向

铜仁是武陵山片区欠发达、
欠开发程度最深的区域。2010
年，全市有 7 个国家扶贫开发重
点县、125 个贫困乡镇，小康实
现程度至少比全国落后 10 年以
上。在这样一个少数民族贫困地
区，教育扶贫是当地主要的扶贫
措施之一，职业教育更是被赋予
了助力民族地区脱贫攻坚的神圣
职责。“地方发展需要什么样的
人才，我们就开设什么样的专
业、培养什么样的学生。”铜仁
职院院长张景春说。

紧贴地方产业发展和农村脱
贫技术技能需要，该院围绕产业
办专业，开设了药物制剂、畜牧
兽医、设施农业等 46 个专业。
合理的专业设置，让学校招生就
业持续出现“进口旺、出口畅”
的良好态势。2017 年，学校录
取新生 6028 人，2017 届毕业生
初次就业率达 97.17%，远高于
贵州省90.9%的平均就业率。

地方的人才需求就是学校的
办学方向，该院创新人才培养模
式，积极服务地方经济发展需
求，与当地政府签订协议，订单

式 培 养 地 方 发 展 紧 缺 人 才 。
2010 年，该院联合地方政府，
首次实施政府订单办学，连续 7
年，由各级政府根据需求下订
单，委托学校培养，毕业后到指
定单位工作。2010 年以来，该
院先后有畜牧兽医、设施农业、
农村合作金融、水利水电建筑工
程、农产品质量检测等 10 余个
专业实施政府订单办学，订单总
数达 1500 余人。此外，还有免
费医学生、教育精准扶贫计划培
养生等招生计划，免费医学生入
学免学费、住宿费，补助生活
费，毕业后到指定的农村乡镇卫
生院、村卫生室工作；教育精准
扶贫计划培养生享受国家精准扶
贫相关政策支持。

该院充分发挥国家骨干高职
院校的引领带动作用，牵头成立
铜仁市职业教育集团学校，并依
据各县主导产业建设发展情况，
在各县中职学校设立集团专门化
分校，统筹各县人才培养重点专
业。如江口县分校依托梵净山旅
游资源，重点培养旅游专业人才；
印江县分校服务当地茶叶产业，
重点建设茶叶加工技术专业等。

按照地方发展需求培养的学
生接地气、实用性强、毕业后很
快能融入工作中，近年来，该院

先后涌现出“全国十佳大学生村
官”张阳、贵州省“感动校园十大人
物”刘建英等一批优秀毕业生。

专家教授助力产业发
展农民增收

“草珊瑚”“博落回”“野菊
花”等纯中兽药都是铜仁职院民
族中兽药团队带头人、省管专家
郁建生教授领衔开发的科研成
果。正是看中了该院强大的民族
中兽药研发能力，我国西南地区
自动化程度最高、规模最大的兽
药生产企业贵州启程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以及上海知名科技企业
骑骠动物保健品有限公司先后落
户铜仁。2016 年，启程公司应
用该院的科研成果批量生产“博
落回”“鱼腥草”注射液等中兽
药，当年就实现产值上千万元。
民族中兽药产业已成为铜仁的战
略性新兴产业，铜仁也成为贵州
省最大的中兽药产学研基地。

围绕当地资源，紧贴地方产
业，该院多个科研项目应用于生
产，产生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梵净山食用菌菌种繁育中
心首席专家顾昌华教授，在广泛
收集梵净山野生食用菌菌种的基
础上，率领团队对地方特色菌种
的繁育和产业化发展进行了深入

研究，引领铜仁营养健康产业发
展方向；张华琦博士领衔的科研
团队采用三元杂交方式培育出肉
牛新品系，产出的雪花牛肉经鉴
定达到国家特级标准，该项研究
成果为贵州梵净山生态农业股份
有限公司成为铜仁首家上市企业
提供了强大的技术支撑；吴强博
士领衔的动物绿色保健技术研究
团队支撑沿河县白山羊养殖技术
8 个项目通过省科技厅评审，为
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作出贡献。

该院还利用人才优势和教育
资源提升农村人口的劳动技能，
助推民族地区精准扶贫。该院组
建“博士团”“硕士团”“教授
团”等技术服务团队，对接乡镇
村寨，开展包乡包村技术服务活
动，实施“一村一品”“一师一班一
村”等帮扶计划。该院党政班子
成员都有各自的扶贫帮扶联系
点，他们多次组织院内专家教授
到帮扶村镇送资金、送技术、送
关爱。众多脚上有泥、手上有茧
的“天麻教授”“西瓜教授”“牛
教授”们进村入户现场指导，近
年来共指导 2 万多农户发展农业
生产，受益人口近10万人。

紧密结合国家和地方脱贫攻
坚战略的实施，该院还承担了国
家民委委托的“职业教育服务少
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武陵山职业教育服务少
数民族和少数民族地区精准扶贫
精准脱贫研究”课题，承担实施
大数据战略、医养一体化路径、
工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大物流
发展等一系列地方发展重大课题
研究，智库支撑作用不断增强。
铜仁职院党委书记杨春光说，随
着自身实力的不断增强，学院还
将承担更多职责，为民族地区发
展贡献更大的力量。

民族地区职教扶贫的铜仁样本
通讯员 杨萍 田青 王一锋

本报讯 （通讯员 张海
容） 四川省中江职业中专近年
来以“服务三农、服务民生、
为民惠民”为办学宗旨，充分
发挥其职业教育资源优势，助
力精准扶贫。

该校紧扣行业需求办专
业，重视实践性教学和学生职
业能力培养，各专业广泛实施

“理实一体化”“车间化”教学
模式，促使学生专业知识与岗
位技能同步发展；“教学做”
合一，使理论与技能有机结
合，大大增强了学生的就业竞
争力。许多学生通过在学校学
到的一技之长，改善了家庭经
济困难状况。

与此同时，该校积极承担
社会责任，参与到精准扶贫工
作中。该校充分利用学校的优
势资源，有针对性地帮扶贫困

家庭，解决脱贫难题。一是提
高贫困家庭的认识，帮助他们
改变“等、靠、要”意识，从
思想上由“要我富”转变成

“我要富”；二是给予一定的资
金帮扶和全面的技术指导，帮
助贫困家庭发展种植、养殖
业，逐步脱贫致富；三是接受
贫困家庭的适龄学生进校就
读，减免其全部求学费用，进
而达到“自我智力造血”的目
的；四是开展贫困家庭剩余劳
动力再就业培训，让他们学得
一技之长，帮助其提高家庭收
入、拓宽致富路。

此外，针对中江县是人口
大县和劳务输出大县的实际，
该校还面向农村剩余劳动力和
农民工举办各种形式的职业技
术短期培训，全面提升农民素
质，助推农民增收致富。

发挥职业教育优势
助力精准扶贫

近日，湖南省怀化职业技术
学院81岁高龄的黄渊基副教授
（右）来到洪江市大崇乡砂溪村
采摘金秋梨。

金秋梨是黄渊基和其助手覃
皓与原黔阳县大崇乡岩脚村果农
段天汉共同选育出来的新高芽变
新品系。20世纪80年代，段天
汉将自家屋后一株常年只开花不
结果的梨树作为母树，在黄渊基
等人的指导下，与黄花梨进行授
粉培育，1993 年选育成功，
1994年荣获“全国星火科技精
品展示会”金奖。经过20多年
的种植发展，目前大崇乡金秋梨
种植面积达5000余亩，形成金
秋梨连片扶贫产业基地。在砂溪
村2000亩集中连片金秋梨产业
示范园，老教授看到自己研发选
育的金秋梨硕果累累，深感欣
慰。 杨锡建 周婕 摄影报道

喜摘金秋梨

从通俗意义上讲，职业院校
的教学“诊改”，可以理解为“用

‘工匠精神’对一所学校进行精益
求精的打磨”。因此，“诊改”的
前提是必须要弄清楚打磨的目
标，即学校的办学定位和培养目
标，换言之，也就是为什么要办
学？要培养出什么样的人才？显
然，这是关于职业教育的两大

“原问”。
对于职业学校的办学宗旨，

很多人可能会非常标准地将其定
义为“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
人才和数以亿计的高素质劳动
者”，但若真要细说具体的目标，
却未必人人能够解释得清楚。现
实中，不少中职学校为了解决生
源危机而举全校之力抓“对口高
考”以“曲线救校”；很多学校为
了政绩，不惜一切代价，集中最
好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训练为
数极少的参赛选手，让不足20%的
选手占用80%以上的教育资源，使
技能大赛成为少数人参与的“精
英赛事”。毫无疑问，这些都偏离
了职业教育的办学方向。

常言道，“找准了方向，我们
就不惧怕路远”，依此类推，如果
失去了方向，便很难前行。而当
我们方向有错，更是走得越快便
离目标越远。

眼下，在不少农村乡镇，要
问职业学校的存在价值，各方认
识多半会让人匪夷所思、大失所
望。很多学校会为一两个学生考
上大学而举校欢庆，也有很多学
校以把毕业生送到“大城市”打
工而沾沾自喜，而唯独忘记了

“为区域经济和社会发展培养人
才”的宗旨。

不难理解，当农村职业学校
都热衷于培养“飞鸽牌”毕业
生，农村的经济靠谁来发展？当
本地企业无法从属地职业学校得
到人才支撑，他们凭什么要来支
持职业教育发展？当远去外地打
工的孩子在几年后不得不回到家
乡，步履维艰的本地企业又如何
接纳他们就业？正是这种恶性循
环，造就了许多地区的贫困和许
多农村贫困人口的代际相传。

因此，要从根本上解决脱贫
问题，必须充分发挥职业教育对
于精准扶贫的重大促进作用，让
职业教育精准发力，成为精准扶
贫的“造血器”和“输氧机”。

一是要瞄准“精准招生”，改
革招生制度，聚焦重点人群，扩
大贫困家庭孩子进入职业院校学
习的机会。二是要瞄准“精准资
助”，完善“奖、助、贷、勤、
补、免”六位一体的资助政策体
系，惠助重点对象，让贫困家庭
的孩子“真正学得起技能”。三是
要瞄准“精准培养”，推进教学改
革，消弥学历情结，培养学生立
足社会、搏击市场的能力，成为

“懂经营、善管理、能致富”的新
型农民。四是要瞄准“精准培
训”，以项目化实战，强化技能训
练，让贫困家庭的主要劳动力学
会实用技术、拥有一技之长。五
是要瞄准“精准就业”，狠抓就业
扶持创业，实现“培训一人、就
业一个、脱贫一家”的最终目
标。总之，要按照国家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的基本方略，针对
不同家庭的贫困原因进行精准定
位、靶向施策，让职业教育助力
精准扶贫工作精准落地。

诚然，无论是吸引和资助贫
困家庭孩子就读职业院校，还是
培养他们能就业、能创业，都只
是制度设计层面的愿景，要真正
实现这一目标，首先必须由地方
政府加大对职业教育的投入力
度，重视职业学校的硬件和软件
建设，让教师有信心、学生留得
住；同时加大宏观协调，促进政
校企行合作，离开这个必要前
提，职业教育助力精准扶贫难免
就会沦为空谈。

（作者系浙江永嘉学院副院
长、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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