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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一味地加花饰，要注意服装
整体的美感！”“色彩的搭配要协调，注
意细节！”11 月 23 日上午，在邵阳工业
学校服装备赛室，教师段小清一丝不苟
地指导着该校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二
年级学生罗欢、周丹。前不久，罗欢、周
丹组成的小组在全市中职学校技能大
赛中获得一等奖，并将代表我市参加全
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自 1987 年从教以来，段小清在服
装专业教学一线已工作了 31 个年头。
段小清说：“这些年来一直教学生设计
服装、制作服装，说到底，只是因为我喜
欢这件事。”

由兴趣而始的事业

“从小，我就喜欢给娃娃做衣服，后
来读书就选择了服装专业，直到现在当
服装专业的老师，我走的路一直都是和
我的爱好融合在一起的。”说起自己任教
的专业，段小清一下就打开了话匣子。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服装教育，追
求的大多是理论型和绘画型，讲究个
性、大胆的设计，对于实际制作却不太
重视。后来，随着服装教育的发展，“科
班”出身的段小清越来越觉得自己在实
操上的欠缺。为了补上“短板”，段小清
一直勤于钻研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还
自学了计算机应用，掌握了服装制图专
业软件的操作。

经过多年不懈的学习，段小清成为

了学校服装设计与工艺专业的“多面
手”，不论是自己的老本行——设计，还
是CAD 制图、服装结构、服装工艺，这
些服装专业的主干课程她都能胜任。
2005年，段小清拿下了“服装设计定制
工高级证书”，同年被聘为国家职业技
能鉴定考评员。2007年，她参加首届湖
南省职业教育技能选拔赛获得教师组
综合总分第一名，并代表湖南参加了全
国职业教育技能大赛，获得了中职服装
专业教师组一等奖。在她和同事们的
不懈努力下，邵阳工业学校的服装设计
与工艺专业成为了湖南省精品专业，她
负责主持的《服装打板与车板》课程成
为了“湖南省精品课程”。

教会孩子养家糊口的本事

30多年来，段小清一直坚持一个培
养目标，那就是为服装企业培养一线技
术人才，用段小清的话说，“至少要让孩
子们经过学习，到毕业时掌握一门能够
养家糊口的本事。”

段小清始终认为要“先做好人，再
做好事”。于是，段小清把对学生的专业
思想教育、职业道德教育与专业教学结
合起来，积极引导学生合理确定职业岗
位目标，明确服装专业的各门课程在今
后就业岗位上的作用，真正懂得“今天求
知是为了明天谋生创业”这个道理。

在坚持“激励教育”的同时，段小清
把“手脑并用”“学做合一”的教学原则

贯穿在教学的全过程。针对学生的基
本情况和职业岗位的能力要求，段小
清合理确定课程教学目标，通过实施
讲授法、演示法、启发式教学法、项目
教学法、分层教学法等不同的课堂教
学方法，以及多媒体教学、图形处理软
件的辅助演示应用等辅助手段，使得
课堂教学变得形象直观、生动活泼。
她还善于灵活处理教材，优化整合教
学内容，有效地发展学生的主体性、创
造性，提高学生的专业能力。在每学
期学校组织的考核中，学生对她的教
学满意率都在 95%以上。段小清 6 次
辅导学生参加省、市组织的服装技能比
赛，6次获奖。

“段老师对细节抓得很严，她常说，
细节好了整体才能更好。”学生罗欢说，
虽然少不了被老师批评，但她还是很愿
意和段小清在一起，“像我们备战省里比
赛这段时间，段老师每天都指导我们，陪
我们练习到很晚，这让我很感动。”

31年来，段小清6次被评为学校先
进个人、13 次获得市教育局“行政嘉
奖”，荣立二等功一次，三等功 4 次，她
还先后获评“湖南省优秀教师”、邵阳市

“芙蓉百岗明星”、“全国模范教师”、全
国教育系统“巾帼建功标兵”、“全国先
进工作者”等一系列荣誉称号。

因为喜欢 所以热爱
——邵阳工业学校教师段小清的“服装情”

邵阳日报记者 李超 通讯员 贺晓红 邵 阳 日 报 12 月 5 日 讯
（记者 马剑敏） 12月5日，市
政协机关党员志愿者服务队来到

“三联二访一帮”联点社区双清区
小江湖办事处晏家垅社区开展志
愿服务活动。市政协副主席郑再
堂，市政协副厅级干部伍邵华参
加志愿服务活动。

活动中，党员志愿者分成 4
组，分别对责任区内的道路和
绿化带内的垃圾、路边小广告

进行清理。同时向市民宣传文
明创建知识，发放创文资料，劝
导商贩文明经营，并开展入户
走访，用志愿服务引导居民支
持和参与文明城市创建，维护
城市街道整洁优美环境，帮助
社区树立文明风尚，收到了良
好效果。

市政协党员志愿者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邵 阳 日 报 12 月 4 日 讯
（ 记 者 曾 书 雁 朱 俊
通讯员 刘鹏飞 实习生 单
高顺） 12月4日上午，邵东县智
能制造技术研究院重大项目签
约、揭牌仪式举行，达成意向签约
金额5亿元，同时，该院“智邵汇”
众包平台正式发布。

邵东县把智能制造产业作
为重点发展产业之一，通过承接
一批重点项目，吸引上下游配套
产业入驻，实现县域工业由点到
线、由线到面的坚实发展，积极
争当湘南湘西承接产业转移的

“领头雁”。
本次签约企业不仅覆盖了五

金、箱包等邵东传统行业，也涉及
到工业设计、机器人培育等高科
技行业，对于提升邵东传统产业
水平、加快产业转型升级、推进智

能制造产业发展有着重要作用。
签约仪式上，该院“智邵汇”

众包平台正式发布。该平台联合
高校及行业优势企业，面向社会
承接企业技术需求，目前已成功
开展技术众包项目30余项，项目
金额500余万元。

工信部制造业“双创”平台
——研发设计能力开放平台和孵
化能力开放平台试点示范单位，
湖南省轻工行业智能装备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湖南省众创空间（智
邵创客汇），湖南省中小微企业核
心服务机构，智能制造产业学院
等国家级、省级“金字招牌”落户
邵东县智能制造技术研究院并于
当天揭牌。

邵东举行重大项目签约及揭牌仪式
意向签约5亿元 “智邵汇”众包平台发布

邵阳日报12月 5日讯 （记 者
袁进田 通讯员 杨贵新 朱建新
尹娣）“政府为我落实了移民补贴，让
我住上了新房，孙子孙女读书落实了‘两
免一补’，我养了猪和鸡鸭，还种植了玉
竹等，我今年脱贫了。”11月26日，隆回
县滩头镇坦联村66岁的贫困户贺孝林
高兴地扳着手指头，算起自己的获得感。

今年，该镇为全面贯彻落实全省扶
贫工作作风建设年精神，严格执行月主
要工作限时办结制度，建立了月初梳辫
子、月中想法子、月末抽鞭子工作机制，
确保驻村帮扶工作落到实处、取得实
效、赢得实绩。2018年该镇拟退出贫困
村4个，拟退出贫困对象3692人。该镇
层层压实脱贫攻坚工作责任，在全县率
先制定出台《滩头镇派驻村帮扶工作队

管理办法》，充实、加强了镇脱贫攻坚指
挥部的力量，指挥部下设易地扶贫搬迁
组、危房改造组、农村公路组、农村水利
组、村级综合服务平台组、督查问责组、
扶贫项目验收组等 7 个工作小组。同
时严格扶贫工作纪律，对扶贫工作开展
不力的一名村支部书记予以免职处理。

该镇采取因地制宜、因势利导、因
村施策的方式，大力推进产业发展。如
在桃仙岩村成立专业合作社，发展烤烟
260 亩，种植百合 70 亩、红皮大蒜 150
亩、优质水稻280亩，分散养牛29头，分
散养猪159头，全村所有贫困户都能从
中受益。今年，全镇农村劳动力转移新
增80人，新增城镇就业人数57人。全
镇完成易地扶贫搬迁18户85人。

截至目前，该镇完成危房改造 71

户，农村电网改造 7 个村，14 个贫困村
光伏发电并网工作已全部完成；春季雨
露计划受助学生271人，教育扶贫生活
补助受助幼儿、小学、初中学生共计
2739人，新增小额信贷48人，完成全镇
4354 户 16321 人在档贫困人口的城乡
居民医保和“特惠保”参保工作；启动

“爱心改变面貌”帮困宜居行动，通过修
缮门窗、粉刷墙壁、添置家具、更换被服
等方式改善人居环境，让 172 户贫困
户、153户非贫困户受益。在今年11月
初中央巡视组的回访中，中央巡视组对
该镇扶贫工作予以肯定。

月初梳辫子 月中想法子 月末抽鞭子

滩头镇3692人脱贫在望

邵 阳 日 报 12 月 5 日 讯
（记者 艾哲 杨钢强 通讯员
邓超文） 12月4日，邵阳县召开
全县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推进会，传
达学习贯彻中央、省委、市委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有关会议和领导的
讲话精神，要求各乡镇和县直各部
门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在思想认
识上再深化，斗争水平上再提升，
整体合力上再强化，推动该县扫
黑除恶专项斗争向纵深发展。

该县自3月9日召开扫黑除
恶专项斗争动员大会以来，共排
查各类涉黑涉恶线索 107 条，破
获黑恶刑事案件 25 起，刑拘 45
人，摧毁涉恶团伙 4 案 20 人，受
理审查起诉涉黑涉恶案件 13 件
51 人，提起公诉 6 件 24 人，判决
恶势力犯罪案件6件20人，
受理涉黑涉恶腐败和“保护
伞”问题线索6件，查处违纪

违法和涉黑涉恶村（社区）干部
145 人，全县共发放应知应会宣
传手册6万余份、宣传资料20万
份、出动宣传车200台次、悬挂横
幅标语1000余条、制作宣传展牌
500多块、刊播新闻稿件86篇。

为进一步推进扫黑除恶专项
斗争工作，该县严格实施奖惩制
度，对各级各部门在本辖区、本单
位、本行业领域开展线索排查工作
不力或者有线索不报、瞒报、漏报，
被上级查出的，将进行责任倒查机
制，追究相关负责人责任。对扫黑
除恶专项斗争期间实名举报涉黑
涉恶线索并经侦查属实的给予奖
励，对保护举报人合法权益不到
位，或因措施不力导致举报人受到
人身伤害的，进行严肃追责。

邵阳县扫黑除恶再擂战鼓

邵阳日报12月4日讯 （记者
陈贻贵 通讯员 唐李晗）11月
28日至30日，澳门文化社团艺术
人才赴湖南采风活动来到隆回
县。采风团成员体验了滩头手
工抄纸、滩头木版年画、花瑶挑
花等多项国家级非遗项目，感
受当地非遗的独特魅力和深刻
文化内涵。

“这个竹簾是什么材质？编
织这个能用多久？”在滩头手工抄
纸技艺传习所里，手工抄纸竹簾
制作技艺市级传承人罗棋正在编
织抄纸用的竹簾，采风团成员将
他团团围住，向他请教多个制作
问题。随后，成员们还参观了滩
头手工抄纸从原材料选择，到抄
制、榨干、烘纸等全套流程。

在制作滩头木版年画的福美
祥作坊，滩头木版年画市级传承
人尹冬香向大家详细介绍了滩头
年画独特的印制流程。“滩头木版

年画颜色鲜艳，内容多是表达对
美好生活的憧憬。要完成这样
一张年画，除了纸的加工环节，
还需要至少20多道工序，耗时达
3个多月。”澳门版画研究中心秘
书长张凯仪与尹冬香就绘画技
巧进行了交流，并将自己制作的
一幅版画作品赠予了尹冬香。

“滩头木版年画从造纸到成品都
在一个地方生产，非常厉害。希
望以后能加强交流，互相学习进
步。”张凯仪说。

随后，采风团一行来到了风
景秀美的虎形山瑶族乡崇木凼
村，参观国家级非遗项目“花瑶挑
花”，体验了拦门酒、花瑶山歌、篝
火晚会等瑶族传统民俗活动。

采风期间，艺术家们还深入
当地村寨写生、摄影。大家纷纷
赞叹，隆回地域文化氛围浓厚，
为他们的艺术创作提供了诸多
灵感。

澳门文化社团艺术家赴隆回采风

邵阳日报12月 5日讯 （记 者
宁如娟 通讯员 郭敏欣） “习近平
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的讲话让
我们备受鼓舞，我们将脚踏实地，努力
把企业做大做强。”12月4日上午，参加
了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
会上重要讲话精神宣讲报告会后，湖南
海氏国际家居有限公司董事长海建军

对企业发展充满信心。
当天，全省个私协会系统学习宣

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
谈会上重要讲话精神专题会议在我
市举行。各市州个体私营经济发展
指导中心、个体劳动者私营企业协
会等单位负责人及民营企业家代表
参加会议。会议通过专家宣讲习近

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重要
讲话精神、企业家分享企业经营管
理成功经验、与会人员学习座谈、参
观我市民营企业等方式，在全省个
体私营经济系统掀起学习宣传贯彻
习近平总书记在民营企业座谈会上
重要讲话精神的热潮，促进全省民
营经济高质量发展。

全省个私协系统“大咖”齐聚邵阳

11月29日，

隆回县幼儿园组

织小朋友进行穿

脱衣裤、穿鞋子、

洗脸、收书等项目

比赛，让孩子们懂

得自己的事情要

自己做。图为小

朋友在叠衣服。

邵阳日报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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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罗润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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