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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一入校，就成为企业的
准员工；想考学的学生，还可以
通过“职教高考”圆大学梦。这
就是市增彩技工学校吸引众多
学子的魅力所在。

办学近30年来，该校以“人
人有才 人无全才 扬长避短 人
人成才”为办学理念，信守“让学
生成才、让家长放心、让社会满
意”的承诺，努力为学生构建起
就业、升学“立交桥”，让每位学
生的人生都有出彩的机会。

前不久，平顶山市“人人持
证、技能河南”职业教育夏季攻
坚活动启动仪式在市增彩技工
学校举行，该校独树一帜的人
才培养模式引起职教行业的广
泛关注。

招生即招工，入校即入厂，
培养技能型人才

6月23日，走进位于月季山
上的市增彩技工学校，吉利汽车
产业学院的招牌赫然入目。这
是吉利汽车集团在河南校企共
建的唯一一所吉利汽车产业学
院，从整车实训大厅到车辆被

“解剖”成零部件的各种实训室
应有尽有，令人震撼。

该校2018年开始与浙江吉
利汽车集团合作共建汽车产业
学院，开设“吉利汽车精准定向
班”“吉利特战队”，定向培养人
才。据了解，精准定向班就业岗
位具体、明确，现有新能源、钣
金、喷涂、机修精准定向班。特
战队旨在为吉利汽车集团培养

优秀管理型人才。“打造汽车人
才的黄埔军校是我们不懈努力
的方向。”该校校长李会娟说。

该校和企业共同招生招工，
学生入校即入厂。学生毕业时
须参加国家职业技能等级认定，
获得中级汽车维修技能等级证
书，并由吉利公司出具实习合格
报告，才能取得毕业证书。

除汽车专业外，该校还与国
内知名企业共办幼儿教育、计算
机（大数据方向和5G应用技术方
向）、电子商务、美容保健等专业，
所有专业均与企业合作办学，学
生入校可签就业协议，学生毕业
时能凭一技之长立足社会。

军事化管理，亲人般关爱，
让学生成长成才

把迷彩服作为校服，把班级
编成连队，把校园打造成军营，
市增彩技工学校独特的军事化
管理模式，是促进学生良好行为
习惯养成和教育教学质量提升
的有效手段。

该校还借助节日、升旗仪式
等对学生开展感恩教育，让学生
懂得回报父母，奉献社会。“班主
任、实习老师、教官在对学生严
格管理的同时，还给予他们无微
不至的关爱。学生生病时，老师
送医、陪护，就跟亲人一样。”该
校学生科科长庞红专说。

该校的教学模式也很特别，
学生不是在黑板前听讲，而是在实
训设备上练习技能。该校还不惜
重资建设新能源实训室、舞蹈房、

钢琴房、5G网络机房直播间等，让
学生在实践中扎实掌握技能。

对于有意考学的学生，该校
组织优秀教师专门对其进行文化
课辅导，帮助学生通过“职教高
考”实现上大学的梦想。近年来，
该校已有100多名学生考入大
学。今年，又有近50名学生通过
单招考试，即将走进大学深造。

特色教育结硕果。该校先后
荣获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
厅社会力量办学先进单位、河南
省职业技能鉴定工作先进单位、
河南省农村劳动力转移培训阳光
工程品牌学校、平顶山市人社局
技工教育先进单位和职业技能鉴
定先进单位等称号。

（记者 邢晓蕊）

就业有能力 升学有优势 发展有通道

市增彩技工学校让每位学生的人生都有“出彩”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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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人云：读万卷书，行
万里路，我妈妈就是一个喜
欢旅游、行万里路的人。

2019年 1月，妈妈决定
利用年假带我去云南玩。
虽然这是一场说走就走的
旅行，妈妈还是细心地做了
旅游攻略。攻略具体到哪
一天几点乘坐什么交通工
具到哪里，穿什么衣服，品
尝什么特色美食，去哪个景
点游玩，带什么拍照道具，
应有尽有。有了这份攻略，
我们的云南之旅快乐、舒适
且丰富。我乘坐了梦想中
的敞篷跑车环游洱海；登上

玉龙雪山，见到了从未见过
的冰川；在泸沽湖吃了美味
的云南石锅鱼；和摩梭人一
起在篝火晚会上跳舞，这些
新奇又愉快的经历让我记
忆犹新。

我在旅途中看到了不
一样的风景，遇到了许多
人，听到了不同的方言，尝
到了特色美食，开阔了眼
界，增长了阅历。我长大
后，也要像妈妈一样走遍中
国，还要带上全家人去旅
行，感受人生的乐趣，体会
亲人间的温暖。

（指导老师：申文娟）

爱旅游的妈妈
新华区实验小学三（5）班 张梓骞

我有一个胖胖的爸爸，
他有大大的眼睛，浓浓的眉
毛，笑起来很好看，但是他
平时很严肃。

我有一个勤劳的爸爸，
每天我还没起床，他就已经
去上班了，我放学回家，他
还没回来。

我有一个爱睡懒觉的
爸爸，每到周末，他就睡到
日上三竿，太阳都晒屁股
了，他还没起床。

我有一个会在我睡着

以后偷偷亲我的爸爸，有几
次我刚睡着，就感觉到脸上
扎扎的，哦！那是爸爸的胡
子。

爸爸的手很粗糙，我知
道，那是他长年累月辛勤劳
作的结果。我的爸爸会在
我淘气的时候瞪大眼睛，偶
尔还会揍我一顿，也会偷偷
给我准备惊喜，还会在我取
得一些成绩的时候给我买
玩具，带我吃好吃的。

我爱我的爸爸！

我的爸爸 雷锋小学三（1）班 姚玙璠

一个夏天的清晨，正值早
高峰，街上的人群和车辆川流
不息。父亲像往常一样骑着电
动车送我去上学，他的背影没
有那么高，那么壮，但让我很有
安全感。

当我们走到建设路与长
青路交叉口时，一位老奶奶进
入了我的视线。她右手拄着
拐杖，左手拎着个袋子，站在

斑马线中间东张西望，身子还
有些哆嗦。我想，大概是因为
老奶奶腿脚不好，一个信号灯
的时间她只走过一半路。这
时，父亲把电动车靠边停了下
来。“爸爸，你要干吗？”我问
道。“老奶奶要过马路！你稍等
我一下……”父亲一边回答，一
边向老奶奶快步走去。我望着
父亲的背影，突然觉得那么高

大。他与老奶奶简单交流后，
站到老奶奶的右侧，搀扶着她，
同时，抬高右手示意车辆减
速停车。两人很快走到马路对
面，整个过程，没有一名司机按
响喇叭。

父亲的背影，饱含着生活
的温暖，我从他的背影里，读懂
了榜样的力量。

（指导老师：周慧）

父亲的背影
新华区实验小学四（4）班 管飞淇

天晴的时候，
我们该到草原去走走，
晨露浸过的草地，
一定清凉又温柔。
刚刚睡醒的昆虫，

在花朵间自在遨游。
天晴的时候，
我们该到草原去走走，
光着脚，空着手，
踏着绿毯，欣赏花朵。

天晴的时候 新华区实验小学四（2）班 张佳毅

我拥有很多乐园，比如
学校里的读书角、体育村里
的篮球场，还有我喜爱的游
泳馆等，但我最喜欢的乐园
还是彩虹桥旁的河堤。

穿过彩虹桥，走上河
堤，旁边有很多健身器材供
大家锻炼。河堤上面是绿
绿的草坡，下面就是美丽的
湛河。路两旁绿树成荫，鸟
语花香，特别是春天的时
候，各种花姹紫嫣红，美丽
极了。

到了周末，我会和小伙

伴一起来这里玩。我们在
健身器材上做骑车运动，做
仰卧起坐。我们还喜欢爬
草坡，慢慢爬上去，再快速
冲下来，玩累的时候，我们
就沿着河堤散步聊天，可开
心了！

最令我难忘的还是去
年雪后的湛河，白茫茫一
片，像盖上了厚厚的棉被。
我和小伙伴们滑雪、打雪
仗，快乐的笑声传出好远，
我们还在河堤旁发现了好
多形态各异的小雪人呢！

我的乐园 雷锋小学四（1）班 刘张辰源

今年，我参加了小记者合唱
活动，这是我第一次参加合唱。

那是一个周六，我们三十多
名小记者学唱北京冬奥会的歌曲
《雪花》。老师把我们分成小猫队
和老猫队，小猫队的成员唱高音，
老猫队的成员唱低音。老师对我
们说：“大合唱体现的是集体精
神，大家齐心协力才能把歌唱
好。”听了老师的话，我们共同努
力，唱得越来越好，得到了老师的
认可与表扬。

通过这次合唱活动，我真正
懂得了：团结就是力量，只有团队
的每一位成员努力协作，才能取
得成功。（指导老师：蒋星星）

第一次参加合唱
新华区实验小学二（2）班 李若琪

我的胆子很小，一个人在
家的时候，我的心儿怦怦跳。

那天，外婆生病了，爸
爸妈妈把我自己留在家
里。“砰”的一声，门关上了，
我赶紧抓起身边的毛绒宠
物塞进怀里，浑身上下直打
哆嗦。我吓得左看看，右看
看，生怕一个没留意就会像
柯南第9集里演的那样，神
不知鬼不觉地冒出来一个
人，带走我。

我突然想到听音乐可
以减轻害怕，便向音箱那儿
走去，我踮起脚尖向前走，
走一步，回一下头，生怕有
人在背后偷偷跟着我。我
吓得汗毛根根竖起，心儿怦
怦跳。

在音乐的催眠下，我慢
慢进入了梦乡。

这是我第一次单独在
家，我的心儿怦怦跳。

（指导老师：刘意）

我的心儿怦怦跳 卫东区雷锋小学四（2）班 李玥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