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教育 热点

名师在线
教育 她，是全国职业教育教学名师，享受省政府专项津贴的专家、兼任教育部首届高职高专农林牧渔类专

业教指委委员、全国生物技术教育教学指导委员会药品生物技术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全国食品药品

行指委药品生产技术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赛项专家兼裁判长、湖北省职业技能

鉴定高级考评员。她就是曾青兰，一位不折不扣的“双师型”教师。

咸宁高中

开展英文朗诵比赛
本报讯 记者陈希子报道：为了提高学生英语诵读

水平，激发学生学习英语的兴趣和热情，22日，咸宁高中
初二英语组举办了“英语美文朗诵”比赛。

“My favorite poem is《Second farewell to
Cambridge》……”此次活动以纯英文朗诵为主，伴有情
景剧、心理剧、歌唱、伴舞等形式，各具特色，精彩纷呈。
选手们以青春、梦想、希望、和平、责任、毅力、爱国等为
主题演绎奋斗的青春，成长的故事。最后，《春江花月
夜》英译中文古诗朗诵将本次活动推向高潮。

“由指导老师组织班级参赛选手寻找素材、利用课余
时间进行训练。”该校相关负责人介绍。比赛中，学生们
个个精神饱满，展现了良好的英语口语能力，赢得了评
委老师和参赛选手们的阵阵掌声。学生们展示了自信
和自我的风采，培养了对于英语美文朗诵的兴趣与朗读
习惯，加强了合作交流，主动探索，团结协作的能力，在朗
诵中收获了自信，得到了成长，学习热情进一步加强。

咸宁市实验小学

举办校园歌手大赛
本报讯 记者朱亚平报道：22至23日，咸宁市实验

小学的汇报厅里人头攒动，该校正在举办“我向党来唱新
歌”校园歌手大赛活动。活动现场激情洋溢、热闹非凡，除
了小歌手们抒情或热烈的美妙歌声外，还有现场啦啦队
激动的加油声。

活动开始前，啦啦队员们已经准备好了各种加油
牌，参赛选手也在幕后积极等待，参赛现场还有小选手
们的亲友团，大家都为这次活动做了最充分的准备。比
赛分为一、二年级两场，一年级场的小朋友们童稚有趣，
二年级的小朋友们活泼可爱。参赛选手们通过重重考
验，在预赛中进行激烈角逐选拔。

一年级组的黎政阳以一首活泼欢快的《种太阳》俘
获评委老师和在场观众的心，荣获一等奖；二年级组周
靖添一首《映山红》不但唱得气势如虹，还耍了一段精彩
的花枪，获得评委老师一致高度评价，拿下全场最高
分。活动在孩子们《你笑起来真好看》的欢乐歌声中拉
下帷幕。

活动策划组相关负责人介绍，该校接下来将开展一
系列的特色文艺节目，将红色资源、红色精神展现给学
生，为广大师生营造浓厚的红色文化学习氛围。

让学生边学边做

“手腕要稳，停个15秒，现在开始心中默数……”4月
21日，在咸宁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学院的实验室里，曾
青兰的手正搭在学生的手腕上，指导学生进行生物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的实验。

“这是在对茶叶中的重金属含量进行检测。”曾青兰
介绍，在日常的学习过程中，实践和实验都是十分重要的
一部分。

自1988年从华中农业大学毕业分配到咸宁职业技
术学院工作以来，曾青兰32年如一日，始终站在教学第一
线，承担繁重的教学任务，并坚持“产教融合，教书育人”，
2018年获黄炎培职业教育奖杰出教师奖。

“在日常的教学工作中，我们会采用信息化教学模
式，多媒体与传统授课相结合，通过在线课程等方式，翻
转课堂，提高学生的学习兴趣。”曾青兰说，通过开发与企
业岗位对接的项目和任务，以学生为主体，让学生边学边
做，在实践中掌握知识和技能。

过硬的专业基础知识和实践经验也是当好老师的关
键，因此曾青兰常年坚持钻研业务，主持和参与包括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在内的省级及以上教科研课题30余
项，项目成果获2018年获第八届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
果奖政府奖三等奖。在SCI学术期刊和中文核心期刊等
学术期刊上发表第一作者论文30余篇，获国家专利5项。

曾青兰还以学生就业为导向，创新了“工学结合，订
单培养”人才培养新模式和“项目导向、任务驱动、教学做
一体化”教学模式。

通过这种模式培养的学生，创新意识、创新思维和创
新能力均得到大幅度提升。2017年至2019年，曾青兰作
为赛项负责人兼指导老师指导学生参加全国职业院校技
能大赛（高职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赛项和湖北省职
业院校技能大赛（高职组）“茶叶中重金属含量检测”赛项
比赛，获得团体一等奖4项，个人一等奖5项，跻身全国高
职院校先进行列，曾青兰也荣获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优秀指导教师奖”和湖北省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优秀指

导教师奖”。

让教材尽善尽美

作为专业带头人和全国食品药品行指委药品生产类
专指委委员委员，曾青兰主编和主审包括“十二五”职业
教育国家级规划教材《生物制药工艺》等各类规划教材10
余部，创新和完善了专业教材体系，为高职教育教学改革
提供了坚实的基础，为企业员工培训和技术创新提供了
重要支撑。

2020年，曾青兰接到了编写高职高专规划教材《生物
分离与纯化技术》、《生物化学与技术》的任务。

“国规的教材并不是那么容易编写，我深感自己肩上
担子的很重。”曾青兰说。

为此，她呕心沥血，倾注了大量的时间与精力。白天
担负了繁重教学任务，经常是4节课连上，还要处理专业
建设和课程建设、教科研工作以及工作室建设、社会服务
等事务，编写教材只能靠挤时间。

“实验课需要连续，不能分开上，一堂实验课经常是早
上八点开始，11点49才能结束。”曾青兰解释说。在教学
忙碌的时候，她一天上12节课，一天下来，嗓子全哑了。

曾青兰每天像一个不停旋转的陀螺，忙个不停。她
常常是每天早上6点半钟起床，上课、做实验、搞科研，经

常回到家里已是12点钟。“加班加点是常事，经常不分白
天黑夜。”

凭着一种精神和毅力，曾青兰克服了种种困难，圆满
完成教材的编写任务。

让改革愈创愈新

“一枝独放不是春，百花齐放春满园。”曾青兰深知团
队协作、薪火传承的重要性，她非常注重专业团队建设，并
致力打造一支“强教学、强科研、强服务”的创新团队。

2016年1月，曾青兰创新工作室正式创建，现有专业
技术人员11人，主要从事生物制药技术类专业人才培养
与创新工作，生物和农业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的研发
与创新工作。

在新技术、新产品、新装备的研发与创新上，曾青兰
及多位教师被聘为企业顾问和咸宁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
咨询顾问，为行业、企业的长远发展规划、产品研发和生
产提供技术指导，2017-2019年两年中，申请专利10余
项。曾青兰作为咸宁市食用菌协会会长和理事长，充分
发挥了政府和企业之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

在曾青兰的带领下，该工作室成员多次参加市阳光
工程农民技术培训、咸宁市新型职业农民培训、精准扶贫
技术培训等，培训人数累计达5000余人次，助推农民创
业就业和地方经济发展。作为专家，她参加“职业院校教
师素质提高计划”等国培项目的培训工作，为推动高职教
育的发展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在教育教学改革和创新上，曾青兰创新工作室先后
承担了50余项含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项目在内的省
级及以上教科研课题的研究和应用，课题成果2018年荣
获“第八届湖北省高等学校教学成果奖政府奖三等奖”；
发表论文80余篇，多篇论文获省级及以上各种奖项。

2017年至2019年，该工作室从咸宁市九宫山顶一株
药用植物天南星根际通过分离鉴定，发现一新细菌，并获
得国际命名，研究结果已于2019年5月发表于微生物系
统分类的国际权威期刊《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Sys-
tematic and Evolutionary Microb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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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去年“月考”的低位徘徊，嘉鱼始终坚持治理理念不放松，不断分析总结，勇于正
视问题和不足，积极动员全城力量，奋起直追。今年以来逆转落后局面，最终在3月脱颖
而出，迎来了首个第一。

自我市启动城市管理“月考”工作以来，嘉鱼县坚持贯彻落实市委提出的“为人民、为发
展，高站位、高标准，全覆盖、全时段，严考核、严奖惩”城市管理工作总要求，牢固树立“全生
命周期管理”理念，对照群众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以“绣花”的功夫持续抓细城市综合管理工
作，提高城市治理能力，打造气质更好、活力更足、特色更优的高颜值的“小精灵”县城。

“联动+主动”,层层推进城考工作

按照“领导带头、全员上阵、全民动员、责
任到人”要求，嘉鱼县紧扣全市“六大”活动，深
度“走遍嘉鱼”，切实加强对城市管理工作的组
织领导。嘉鱼县委县政府把加强城市管理执
法工作纳入总体战略布局中，自城市管理综合
评价以来，每月召开一次大规模全县城市管理
工作推进会，研究和推动城市管理工作。

自我市启动“月考”工作以来，嘉鱼县“四
大家”领导全部参与到城市管理工作中来，按
照联点社区和包保小区的安排，主动领任务、
认清单、抓落实。市政协副主席、县委书记胡
春雷亲自调研城市管理工作10余次；县委副
书记、县长王永每周定期带领相关职能单位调
研城市管理工作1次；县第十八届人大常委会
第二十八次会议专题询问文明城市创建工作1
次；政协嘉鱼县第十届委员会第五次会议就加
强城市建设管理提出建议1次；分管县委常委
和副县长坐镇城市管理综合评价指挥部指挥
督导；抽调县直各单位48名专职人员和20名
志愿者组建督查专班，将城区9个社区划分到
5个督查组，加大城市管理巡查力度。

借鉴创卫的成功经验，发挥社区红袖章以
及青年志愿者、义工等社会团体的作用，充实
巡查力量；每周五县直各单位干部职工们常态
化开展万人洁城创建突击月、城市管理突击月
活动，落实“门前四包”责任制，努力形成全民
参与、人人尽力的浓厚氛围，达到以干促评。

除此之外，嘉鱼县还全面总结分析每月
《咸宁市城市管理工作月度综合评价报告》，对
照扣分清单，举一反三，全面排查存在的薄弱
地方，以霹雳精神迅速整改。并邀请市城考专

家点对点实地实战指教2次；以“带着疑惑求
学的态度”全县组织关于城市考察学习3次，
达到以学促评。“月考”工作开展以来，累计下
发整改督查通报148期，整改问题近3000余
处。依托数字城管指挥中心平台，立案数
13744件，处置数12690件，处置率92.33%。

“实干＋苦干”,步步落实城考任务

针对城区基础设施建设早、统筹建设投入
不足、城市管理工作精细不够，重建设轻管理
的实际，按照公园城市建设内涵，紧紧围绕

“洁、净、亮、美、畅”工作目标，采取“整体谋划、
系统重塑、整体提升”的原则，开展“五大行
动”，全力推进城市管理工作战区化管理，奋起
直追，迎头赶上。

针对群众反映的“停车难”“出行难”“老旧
小区脏乱差”等问题，县委县政府投入大量人
财物，先后推进“生命安全防护工程”，投资
2060多万元完成城区新一小等6个停车场
1073个大小车位建设，逐步推进城区内涝整
治、城市道路翻修、背街小巷治理等。

同时，政府投入资金328万元，中节能嘉
鱼公司投资320余万元，采购环卫设备，开展
全城“大冲洗”，根据新城区道路宽敞实际，以
机械化清扫为主，采取先冲后洗原则。结合老
城区采取“人工为主、机械为辅”的工作模式。
针对烟墩路、鱼岳路、湖滨路、东岳路等餐馆门
面较多泔水污染的路段，用火碱进行清洗。

克服城管执法人员人少事多的实际，始终
保持高压态势，重拳整治户外经营、占道经营、
流动摊点、超门面经营等870余次，清理人行
道水泥斜坡120余处，拆除一店多招280余
个，取缔地摊市场50余户，清理牛皮癣820余
处，拆除46处违建建筑1万多平方米。

按照公园城市建设的理念，提高城市园林
绿化品质，累计铺种草坪5万余平方米，栽种
树木约2000棵，补种苗木6.5万余株，进一步
巩固国家园林县城金字招牌，城区绿地率达
到 41.6%，人均公园面积达到 11.57 平方米，
让市民享受更多的绿化成果。

立足“党建引领基层治理，为民服务解难
题”，嘉鱼县通过清理公共用房、县直单位统

筹、群众支持等方式，成立132个小区党支部，
选派96名小区“第一书记”，实现了城区小区
党组织全覆盖。全县4920名机关企事业单位
党员，充分发挥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均自觉
到小区报到，开展积存垃圾清除、牛皮癣清理
等爱国卫生运动、文明城市创建等志愿服务活
动。全县90家单位每周五主动深入联系社区
及包保路段开展突击清运工作60余次，清运
垃圾220余车，累计清理存量垃圾1960吨。

以百姓出行舒心为初心，积极开展无缝
隙、无盲点、无死角的市政设施维护和修补破
损路面工作，特别针对学校、医院、广场、集贸
市场、车站进行加班加点巡查和维护，部署32
支队伍，对全县42条城区主次干道实行包保，
对人行道、站石、树围、井盖、路面破损等进行
全面修补，共更换维修井圈、井盖、雨水筛
2134套，维修、调正树围217套，维修、更换、调
正路沿石1128米，维修、提升检查主井、边井
575座；修补砼路面20338平方米，人行道砖
7039平方米，保障群众出行安全畅通。

“奖惩+创新”,大力保障城考进位

城市管理工作起于高位推进，重在精细化
管理，贵在建立长效管理机制。

一是奖罚制度化。强化舆论氛围，先后下
发“红黑榜”40余期，涉及单位80余家。加大宣
传频次，省级媒体17篇，市级媒体87篇，县级媒
体54篇；市级电视媒体报道10余期，电视报道
110余期。加大奖优罚劣力度，对照每月考核
结果，累计处罚单位21家，罚款21万元；对市政
公司和中节能嘉鱼公司整改不力的单位发放流
动黄旗。加大追责问责力度，先后约谈鱼岳镇、
中石化、中节能、三大电信运营商、路灯公司等
10家单位负责人，下一步还将根据考评情况适
时发放“不文明单位”牌匾，加大追责力度。

二是管理网格化。以咸宁市城市管理工作
综合评价为契机，中心城区28.5km2实行“1张
蓝图管到底”模式。将9个社区、3个城中村划
分为106个网格，采取“‘五员’报告，网格和数
管中心吹哨，指挥部统筹，各部门报到，联动督
查”的办法，形成“五员管理模式+三级巡查机
制”的网格管理，建立标准明确、责任细化、奖罚

分明的网格目标管理体系，深度推进城市管理
工作网格化，确保网格到人、责任到人。依托

“智慧城管”平台，常态化实行“三级巡查—整改
—销号”机制，提高执法效能，加强城市管理，突
击城市管理“死角”，确保城市管理工作一事一
督办、一事一落实，做到事事有人抓、件件有着
落、项项见成效，由点到面，持续提升城市品质。

三是城市智能化。以数字化城管建设为
契机，嘉鱼县数字城管二期建设，实现县城建
成区28.5平方公里数据采集，视频监控的智能
分析自动识别自动生成，加快融入全县“雪亮
工程”系统，充分运用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
人工智能等前沿技术，把城市里分散的、各自
为政的孤岛式信息系统融合起来，建立统一的
城市大数据运营平台，提高城市管理问题自动
识别能力，让城市管理“健康状态”一目了然，
让城市更为聪明、更为智慧。

加强城市管理，提升城市形象，既是经济
社会发展的迫切需要，也是广大群众的强烈期
盼，更是嘉鱼县各级党政组织义不容辞的责
任。嘉鱼将持续以一流的工作作风迎接测评，
以一流的工作成果夺取高分，确保城市管理综
合评价工作提档竞位，为创建全国文明城市，
建设“湖北经济强县、滨江公园城市”奠定坚实
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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