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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声”村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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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月 4 日， 宣城市泾县榔桥镇浙溪村村医汤根发和郑玲玲
顶着烈日上门为村民检查身体。 汤根发今年 72 岁，因喉癌失声
30多年，却从未放弃为乡民看病。 同是村医的郑玲玲当起了他
行医路上的“翻译”和搭档，他们上午在卫生室接诊，下午肩挎
药箱出诊，25 年如一日。

1974 年，勤奋好学的汤根发被保送到泾县五七大学卫生班
学习、培训，毕业后成为乡村医生。 1989 年，汤根发突感咽喉不
适，声音嘶哑，医院检查确诊为喉癌。 手术后，他的颈部留下一
个小洞，从此不能说话。他用一块纱布遮住伤口，又回到工作岗
位。 但是作为医生要问诊，不能说话怎么办？ 一筹莫展之时，来
自合作医疗室的妇产科医生郑玲玲伸出援助之手， 就这样，看
病出诊、预防保健、签约服务、登记总结，两人分工合作，已达 25
年，得到了村民的点赞。

2019 年，汤根发又被查出胃癌晚期并做了切除手术。 手术
一周后， 他就出院回到工作岗位。 “这里的村民和病人信任我
们，需要我们，再苦再累都值得。 ”面对身边人的不理解，郑玲玲
朴实的一句话，道出了两位乡村医生的心声。

无言有大爱，两位平凡的老村医，退而不休 ，凭着良好的
医德和专业的技术，扎根基层一线。 今年 5 月，汤根发和郑玲
玲被评为“安徽好人”。

本报记者 程兆 摄影报道

荩 汤根发为村民检查身体时，郑玲玲当助手和“翻译”。

▲ 一身白大褂，穿行阡陌间，汤根发和郑玲玲在出诊途中。

▲ 出诊时，郑玲玲向村民讲解新冠疫苗接种知识，动员大家积极接种。

▲ 擅长妇产科和儿科的郑玲玲， 总会格外关心村里妇女和儿童的健
康，经常入户开展科普宣传。

位于大别山区的霍山职业学校，是
霍山县唯一一所公办职业学校。这里山
清水秀，地理环境优越，学习氛围浓郁，
师资力量雄厚。目前，校园占地 220 亩，
建筑面积 6.6 万多平方米，在校生 3000
人左右，教师 195 人。 学校已开设有农
林牧渔、加工制造等十一个门类十八个
专业，其中，国家级和省级示范专业各
3 个。 学校建有各专业所需的实验实习
实训室（车间、中心）58 个，仪器设备近
3000 万元 ，工位 1587 个 ，基本满足了
学生的实习实训需求。

五十多年弦歌不辍， 学校发展一
路芳华。 从 1969 年建校以来 ，历经更
名 、改制 ，现已先后挂牌成立 “霍山县
青年就业创业基地”“霍山县公共职业
训练基地”“六安市高技能人才培训基
地”“安徽省首批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
范基地 ”等 ，一步一个台阶 ，逐年收获
进步。

改制后的霍山职业学校，不断做大
做强职业教育 ，1995 年被确定为省级
重点职业学校 ，2004 年被认定为国家
级重点中等职业学校 ，2018 年被认定
为 “国家级改革发展示范学校”，2020
年被认定为“省级示范特色学校”，同年
被推荐为六安市唯一一所乡村振兴人
才培养优质校。

多年来，学校注重党建工作，坚持
立德树人，丰富校园文化，陶冶学生情
操，全面提高学生素质；强化校企合作，

动态调整专业设置， 加强专业建设，制
订多种培养模式，努力培养企业所需要
的专业人才， 为县域经济发展提供服
务； 不断创新社会培训的方式方法，帮
助企业培训新员工、 培训技能人才、提
升技术水平，深入田间地头，送教下乡，
把技术送到千家万户，助力乡村振兴。

党建引领 丰富文化育人

近年来，学校认真落实“三会一课”
制度，开展丰富多彩的活动，培养模范
先锋意识。 组织党员同志重温入党词、
重走中原突围路、组织“职校在我心中”

演讲比赛、组织“党章党规”知识竞赛；
举办“传承红色基因，弘扬优良家风”报
告会；参观廉政教育基地、西镇暴动遗
址和红二十八军遗址； 建设 “红色书
屋”，开展党员读书活动，开展“相聚党
旗下，支部展风采”进企业送服务主题
党日活动，开展大家访和捐资助学爱心
公益活动。

自开展党史学习教育以来，学校制
定党史学习教育方案， 召开动员会、研
讨会，开展一系列“我为群众办实事”主
题实践活动。认真贯彻落实县委及教育
系统开展 “创特色 、争先进 ”活动的要
求，以党建为引领，将党建与其它工作
深度融合，提升党建工作水平，促进学
校可持续发展。

为了让学生享受最适合的教育 ，
更好地把学生组织起来 ，学校以 “深
化改革 ，全面开放 ，多元发展 ，争取一
流 ”为发展目标 ，以 “立足地方 ，强化
特色 ，对接企业 ，服务经济 ”为发展理
念 ，以 “面向蓝领 ，求真自强 ，德行兼
备 ”的培养目标 ，充分发挥学校为县
域经济建设服务的功能 ，培养各类专
业复合型人才。

学校以社团组织为依托，以“文化
科技节”“体育艺术节”“读书感恩节”、十
二月二十日（迁入新校区纪念日）的“技
能竞赛节”构建校园文化四节。 多年来，
学校师生多次参加县内外大型文艺活
动，如霍山黄茶节开幕式文艺演出、霍山
县庆祝改革开放 40 周年文艺汇演等。

校企合作 服务县域经济

地方经济发展，离不开各类技术人
才。 多年来，学校为霍山县输送了一批
批技能型人才，他们有的已成为企业领
导或技术骨干，有的已自主创业并取得
巨大成就，学校的发展为地方企业的发
展、县域经济的崛起作出了巨大贡献。

学校制定《中长期发展规划》，面向
区域经济结构调整、产业转型、技术进
步，积极开展专业优化、调整专业设置。
近年来， 学校先后新增旅游服务和管
理、食品生物工艺、电子商务、茶叶生产
与加工、中药材种植等专业，满足区域
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目前， 学校与 30 多家企业建立了
稳定的校企合作关系，合作形式不断创
新，工学结合、产教融合不断深入。如学
校与安徽迎驾集团共同建立迎驾营销
班；与五洲新春集团共建五洲新春数控
班等。 校企双方共同选定学生人选，企
业领导和技术骨干经常进校进班，为学
生开展专题讲座或进行技术培训；设立
企业奖学金，奖励学习成绩优秀、专业
技术突出、品学进步突出的学生；学校
也经常组织学生进企业进车间，实地感
受企业文化，见识前沿技术革新，为培
养企业实用的技术人才，校企双方想方
设法为学生提供各种服务，力所能及做
好一切事情。

不仅如此，学校还与福友汽车服务
有限公司、六安鑫祥金属制品有限公司
等企业共建了校内实训中心以及生产
性实训基地。企业把一些在师傅指导下
能让学生生产的任务，放到了这些基地
来由学生生产。这既是现代学徒制的试
点场所， 也是生产性实训的真正基地，
既为学生提供生产性实训的机会，可在
企业师傅的指导下，学到企业的前沿技
术，也为企业生产减轻负担，学校的大
量闲置设备也得到利用。

目前，学校正在与安徽应流集团签
约，通过共同招生为“应流航源”培养人
才。所招学生在职校读两年半完成职校
学习后，转入应流职工大学学习，由西
北工业大学组织毕业考核，合格后发放
大学本科学历证书。 同时，不断开创与
其它公司之间的深度合作，为县域企业
的发展，提供人才储备和技术服务。

社会培训 助力乡村振兴

学校在顺利完成新校区二期工程
后， 于 2020 年正式将霍山县技能培训
中心迁入新校区。 条件的改善，为社会
培训工作提供了更多的便利。

目前，学校积极与县人社局、应急
管理局、县农委、县扶贫移民开发服务中
心等单位合作，时刻关注县内企业，帮助
对新员工进行岗前培训及技能鉴定，对
在岗职工进行提升培训及技术革新。 近
三年来，学校已为应流集团、世林集团、
金越轴承（五洲新春）、霍山矿产等三十
多家企业进行员工培训，年均达 3000 多
人次，职业技能鉴定达 1500 人左右。

人才兴，乡村兴。 学校注重对农村
和农民的培训， 全面开展新型员工培
训、就业技能培训、技能脱贫培训、新型
职业农民培训、雨露计划培训、育婴员
保育员培训、特种作业培训、农村建筑
工匠培训等培训项目。面对新冠肺炎疫
情， 培训形式从线下开展到了线上；面
对农村农忙现象，培训从集中走向了分
散。形式的创新，范围的扩大，培训难度
增大，培训质量却不断提高。

近年来， 培训班教师不畏严寒、不
惧酷暑，走乡村串农户，把培训班办到
了老百姓的家门口，把技术指导送入到
田间地头。面对农村和农民的培训年均
在 2000 多人次。 为农村劳动力转移、农
业技术推广、现代农业培育，实现农村
脱贫攻坚以及乡村振兴起到了积极的
助推作用。

（萧保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