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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1 月，“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精准扶贫”的重要指示下达。2016 年 5 月，湖南省教育部门进行教育精准扶贫试
点，受长沙市教育部门委派，长沙铁路第一中学 （简称：长铁一中） 与怀化市黔阳一中结对，实施对口帮扶三年行动计划。

以社会担当为使命 构筑学校成长共同体
——记湖南省长沙铁路第一中学“精准帮扶”之路

2016 年 12 月 2 日 ， 长铁一中青年教师赴黔阳一中开展以
“让青春在教育梦想中闪光
让青春在教育梦想中闪光”
”为主题的青年教师职业成长研讨会
为主题的青年教师职业成长研讨会。
。

2017 年 10 月 28 日 ， 长铁一中团委
会、学生会干部 33 人，到怀化市黔阳一
中开展“
中开展
“青春面对面
青春面对面”
”学生自主管理工
作交流会。
作交流会
。

2017 年 12 月 8 日，长铁一中青年
教师再赴黔阳一中开展青年教师职业
成长研讨会，
成长研讨会
， 英语教师孙华在黔阳一
中送教授课场景。
中送教授课场景
。

两校学生走在一起

长铁一中地处湖南长沙，创办于 1958 年，
隶属广州铁路集团公司长沙铁路总公司，为湖
南省重点中学，长沙市芙蓉区较早的湖南省示
范性高级中学。2004 年 8 月，按照铁道部门的
改革要求，长铁一中正式移交到了长沙市，由
长沙市教育部门直接管理。近几年来，长铁一
中从移交转型的低谷中走出来，不断开拓适合
自身发展的办学道路，成为长沙基础教育的一
张新名片。
怀化市黔阳一中地处湖南西部，创办于
1941 年，其前身为湖南省立第十中学，1954 年
被审定为省重点中学，跻身三湘名校行列。上
世纪 70 年代初，黔阳专署迁址怀化，学校下放
归黔阳县管辖。1998 年，黔阳与洪江合并，黔
阳县址迁往洪江，黔阳县一中更名为洪江市黔
阳一中。身份三贬的黔阳一中“天时已失，地
利亦殇”，学校在新时代发展中办学理念及条
件逐渐落后，优秀教师纷纷调走，办学声誉和
质量逐步下滑。
长铁一中曾庆桂校长接到任务，从心底生
出迫不及待的使命感。长铁一中与黔阳一中虽
然相隔四百来公里，一个在省城，一个在西部
乡镇，但两校在当地教育地位相似，且有着相
似的办学经历，都创办于上个世纪 50 年代前
后，都在世纪交替时陷入了办学困境。不同的
是，长铁一中改革转型中走出困境。正好长铁
一中从低谷中走出来的经验能供黔阳一中借
鉴。与此同时，曾庆桂还有更深远的思考：
“教
育扶贫，是政府部门的要求，是教育公平及均
衡发展的需求。同时，也是长铁一中成长的平
台和发展的机遇。
”帮扶工作不只是单方面的给
予，更是双赢，帮扶是增强学校自身管理能力
和促进教师专业发展的“非常规”手段。
为了精准地进行教育帮扶，推进两所学校
的共同成长，学校派队伍到黔阳一中深入调查
研究。曾庆桂在签订帮扶协议时两赴黔阳一
中，在校长易季勇的带领下实地考察，了解学
校历史及现状，和班子成员交流，听取了他们
的办学困惑，了解了他们的困境。在了解情况
后，曾校长提出“四步”帮扶策略：“帮队伍
建设，帮教学管理，更要帮规范办学行为，帮
提升办学理念。帮扶，不只是资源的支持，更
是情谊的沟通，是精神的吸引。”经过反复调
研，曾庆桂疏理出制约黔阳一中发展的主要问

题, 并针对如何解决问题、突破发展瓶颈，他
给黔阳一中全校教职工做了三次专题讲话。曾
庆桂还与黔阳一中校领导一起梳理出办学思
想、办学思路，帮助研讨制定了 《黔阳一中
2016—2020 五年发展规划》。易季勇校长称赞
曾庆桂校长“让黔阳一中拨云见日”。
在曾庆桂校长的带动下，长铁一中上下统
一思想，凝为一股强大的力量，带着使命与责
任融入帮扶中。
派遣常驻支教老师，全方位地投入到黔阳
一中教育教学中。英语老师潘丽琴上研讨课，
洪江市周边学校老师都赶来听课；语文老师覃
永恒帮助创办了校报校刊；物理老师蒋志武指
导科学规范地开展物理实验；卢喜琼主任亲自
参与黔阳一中的学生活动设计和组织。
以年级组为单位指导学科建设。高三年级
组各学科老师来了，为探索科学备考教学方
法，切实打造高效课堂，他们有针对性地、科
学引导黔阳一中高三教师开展复习工作；高二
年级组各学科骨干教师赴黔阳一中，分别为黔
阳一中“上一堂研究课”“主持一堂评课交流”
“开出一条学科建设发展建议”；高一年级教师
来了，为了迎接新高考新课程改革挑战，他们
分享分层教学经验，帮助黔阳一中教师树立新
课程发展观，筹备新高考的学科应对方案。
学校部分组织团体行动起来。青年教师协
会来了，其成员两赴黔阳一中，举行各学科的
同课异构活动，组织主题为“让青春在教育梦
想中闪光”的青年教师专业成长研讨会。团委
会干部来了，他们将在本校进行的“关爱黔阳
一中学子”助学爱心义卖筹款用于帮助贫困学
子和班级文化建设，为每个班级配备了书柜、
图书及班牌。学生会干部来了，与黔阳一中学
生会开展“青春面对面”学生自主管理工作交
流会，学生会主席、团委会副书记、志愿服务
部部长、纪检部部长和卫生部部长依次作了经
验分享，两校学生干部就如何开展自主管理进
行交流讨论。
不仅每学期长铁一中师生分批去黔阳一中
分享交流，黔阳一中的领导和教师们分批来到
长铁一中。仅 2017 年 12 月，黔阳一中领导、
教师近 80 人参观长铁一中，参加两校基层管理
工作研讨会，交流年级组、教研组、备课组的
管理工作以及学校德育项目“学生成长导师

制”的实施情况，寻找教育质量新的增长点。
黔阳一中的教师根据自己学校实施学生成长导
师制和常规管理过程中的问题与困惑，有针对
性地 提 问 ， 长 铁 一 中 教 师 现 场 解 答 。 此 外 ，
黔阳一中高三全体教师来长铁一中举行高考
复习研讨会、“同课异构”研讨，青年教师参
加长铁一中高中生涯规划课程培训，参加长
铁一中德育研讨会和青年教师沙龙活动，部
分学生参加在长铁一中承办的中华营浸泡式英
语培训……
长铁一中的师生们将成功的经验与黔阳一
中分享，帮助他们根据自身情况找到切实可行
的发展之路。在两校的帮扶工作开展过程中，
教学研讨、德育沙龙等活动辐射到黔阳一中周
边学校，对口帮扶真正实现了多方共赢。
互相交流，互相扶持，黔阳一中全体师生
士气涨起来，校风校貌不断优化。在帮扶的过
程中，两个学校、两校师生共同成长。黔阳一
中 教 师 从 长 铁 一 中 学 习 回 去 写 道 ：“ 劳 师 远
征，星城省邦，长铁一中，是我榜样：导师为
制，如若花香，关注心灵，师生齐上。”长铁
一中刘干华老师感慨说：“帮扶，不只是帮助
对方，也是提升我们自己，只有不断提高自身
能力、水平，才能更好地帮扶他人。
”
“扶贫先扶志，扶贫必扶智。”对国家而
言，教育扶贫是国家扶贫开发战略的重要组成
部分，是促进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摆脱贫困的
治本之策。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推动城乡
义务教育一体化发展，高度重视农村义务教
育，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普
及高中阶段教育，努力让每个孩子都能享有公
平而有质量的教育。”教育，一直以来都是国
家重点规划的领域，如今，在全国范围内基础
教育基本得以保障的大环境下，教育的公平则
是教育者更应该去思考的问题。而在这一问题
上，长铁一中无疑又提前了一步。
回首过去，令人振奋；展望未来，任重道
远。长铁一中的师生在曾庆桂校长的引领下，
不忘使命，创新思维，开拓进取；紧跟党和政
府的步伐，保持初心，回报社会。在未来的日
子里，长铁一中与黔阳一中全体师生将继续努
力，携手共进，构筑更牢固的成长共同体，用
知识点亮未来，用使命促进教育公平。
（陈 晨 华 林）

德育创新结硕果 精准育人写华章
——长沙财经学校特色发展纪实
当今，面对信息广
博、文化多元、思维活跃
的中职教育莘莘学子，如
何开展德育工作铸牢思想
之魂？作为首批国家中等
职业教育改革发展示范学
校的长沙财经学校，一直
秉承“育人为本，德育为
先”的宗旨，创新中职学
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新
机制，将“文明、文化、
素养”浸染于学生的成长
之中，以“建体系、多主
题、重辐射、跟时代”的
德育工作思路，使中职学
子成为新时期的优秀人
才和社会经济建设的一
代新人。

建体系：德育课程重理论
王朝霞老师正在给学生上“财经法
规与会计职业道德”的专业课。这是学
校德育课堂的主阵地，开设有“职业生

涯规划”“经济政治与社会”“职业道德
与 法 律 ”“ 哲 学 与 人 生 ” 和 “ 心 理 健
康”等一系列德育课程。这些课程，将
职业道德贯穿于教学之中,将职业规范
渗透到实习实训之中，将职业素质融入
到技能竞赛之中，构成了学校课堂教学
的新常态。
王老师说，我们应该跳出枯燥理论
教学的窠臼，立足课堂教学、立足实习
实训、立足技能竞赛，让学生从思想上
认同德育，让德育理论真正入脑入心。

多主题：德育活动全覆盖

长沙财经学校的莘莘学子在进
行专业技能竞赛

漫步校园，手握相机，定格每一个美
好的瞬间，这是学校摄影社员们在捕捉
财校的道道风景；只见，舞蹈社员们在一
段音乐下优雅起舞，或柔美，或活力，或

古典，总是那么耀眼；还有书法社员们，
提笔蘸墨用空灵又大气的方框字，让人
们陶醉其中，彰显了翰墨飘香的悠长……
社团是长沙财经学校的学子发现
美、捕捉美、演绎美的“第二课堂”，
如“主题式育人”活动弥漫在校园的每
一个角落：演播厅内师生载歌载舞庆五
四；道德讲堂上，道德模范、身边好人
给学生们带来了思想的洗礼；还有爱国
主义教育为主题的升旗仪式、国旗下讲
话、道德讲堂、黑板报、读报等活动，
唱响了爱国主义的主旋律。

重辐射：德育实践暖街巷
今年 5 月 16 日，营盘街社区广场上
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居民们自觉地排
起了长队。来自长沙财经学校美发与形

象 设 计 专 业 的 学 生，为居民们提供理
发、化妆、美甲等优质服务。这样的场景
不是偶然，是学校与社区、实习基地建立
了合作，包括中餐烹饪、西餐烹饪、美容
美发、化妆造型、插花、茶艺、调酒、礼
仪训练等，学校不仅把正能量辐射到更
广的社区和实习基地，也把职业技能、
职业自信传递到广大学生中。
长沙财经学校作为服务类专业学
校，职业教育不只是培养技术技能人
才，更注重加强对学生的社会实践能
力、家国情怀和责任担当意识的培养，
这是学校“面向人人、面向社会”的初
心和归宿。

跟时代：工匠精神融德育
在学校会计专业实训室，班主任老

师正在给学生做测试，10 分钟内，马程
航同学完成了 40 把“钞票”的点数。
按一张 100 元计算，10 分钟可以点 4000
张即 40 万元。想要掌握如此娴熟的手
法，从学习拿钞、点钞到提高速度、降
低失误率，需要系统培训三个月。
在学校，类似这样的“绝活”还有
很多。如酒店管理专业的学生对铺床的
角度、摆盘的位置精益求精；西餐烹饪
专业的学生对黄瓜片的厚度、萝卜雕花
的大小精雕细琢。他们将工匠精神——
精益求精的执着精神、严谨细致的工作
态度、爱岗敬业的奉献精神、不断精进
的专业技术水平、赶超时代的创新精
神，构成了新时期学校德育工作的创新
点和发展点。这种“工匠精神”，为学
子的成才铺就了一条成功之路……
（长沙财经学校校长 陈全宝）
·招聘信息·

安徽科技学院中都学者招聘启事
安徽科技学院是一所办学历史悠久、文化底蕴
深厚、多学科协调发展的省属本科院校。学校始建于
1950 年，1965 年开始举办本科教育。学校占地 1700 余
亩，拥有凤阳校区和蚌埠龙湖校区。学校现有 18 个教
学院部、60 个本科专业，涵盖工、经、管、理、文、
法、农、医等学科门类，形成了以新兴工科和优势农
科为重点，多学科相互支撑、协调发展的应用型学科
专业体系。现根据学科专业建设需要诚聘天下英才。
一、招聘类型及条件
（一） 中都学者特聘教授
中都学者特聘教授年龄一般在 55 周岁以下。特别优
秀者可不受年龄限制。近三年在本学科领域内取得高水
平成果，具备下列条件中的第 1 项和第 2—4 中的一项：
1. 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者在 SCI 期刊发表论文 2 篇以
上，其中在一区发表论文一篇以上，且主持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面上项目一项以上并取得阶段性成果；人文社科
领域研究者在 SSCI 期刊发表论文 2 篇以上，且主持国家
社科基金一般项目一项以上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2. 公开出版产生广泛影响的学术专著一部及以上
（不含编著、译著、合著）。
3. 在 SCI 或 CSSCI 期刊发表论文 3 篇以上。
4. 获一类科研奖项 （国家自然科学奖、人文社会科
学奖，一等奖取前五名、二等奖取前四名、三等奖取前
三名，下同） 三等奖以上；或获二类科研奖项 （省部级
科学技术奖、优秀社会科学成果奖，下同） 二等奖及以
上科研奖励且为主持人；或获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不包括其他教育教学类奖励） 及以上奖励，且为主持
人。
（二） 青年中都学者
青年中都学者年龄一般在 40 周岁以下。特别优秀者
可不受年龄限制。近三年在本学科领域内取得高水平成
果，具备下列条件：

1. 自然科学领域研究者在 SCI 期刊发表论文 2 篇以
上，且主持国家自然科学青年基金项目一项以上并取得
阶段性成果；人文社科领域研究者在 SSCI 期刊发表论文
一篇以上，且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一项以上
并取得阶段性成果。
2. 中都学者特聘教授中第 2—4 中的一项。

二、招聘待遇及要求
（一） 在聘期内中都学者特聘教授年薪 45 万元，青
年中都学者年薪 30 万元。学校为其支付的五险一金从年
薪中扣去个人应负担的部分，超出目标任务的科研项
目、奖项和高水平论文，按学校有关政策进行奖励。
（二） 学校提供必要的工作和生活条件；校外入选者
聘期内可提供一定面积的免租金过渡住房。
（三） 校外人员在校工作时间须达到 6 个月以上，其
他详见 《安徽科技学院关于印发中都学者选聘管理暂行
办法的通知》（校发 〔2017〕 74 号）。

三、报名及联系方式
申报人员请在安徽科技学院人事处网页下载专区下
载填写《安徽科技学院中都学者申请表》，
发送至招聘邮箱。
联 系 人：常老师 宣老师
联系电话：（0550） 6732257 6732034
学校邮箱：changhj@ahstu.edu.cn
学校网址：http://www.ahstu.edu.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