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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首届“职业教育活动周”

3年前，大学生许涛为父亲治病筹款，当大家都已忘记此事时，他却兑现承诺如约还款———

被遗忘的承诺者
■本报记者 赵秀红

5月9日， 某企业部门总经
理曾鹏宇接到了一个陌生电话，
对方问： “您还记得我吗？” 他
的第一反应是诈骗， 可对方说是
来还钱的。 曾鹏宇很纳闷， 还
钱？ 还什么钱？ 这个年轻的声音
说： “几年前我曾经在微博上求
助， 因为我爸爸得了白血病， 那
时我还在读大学。 您为我捐过一
笔钱， 我现在想和您确认下账
号， 把钱还给您。”

这个年轻人很平静地告诉曾
鹏宇， 当时很多人帮助了他， 父
亲也因此渡过了难关， 又撑了两
年， 但是因为病情太重， 最终还
是在去年去世了。 而他自己也已
大学毕业， “现在情况好些了，
所以我想把当初借的钱， 都还给
大家”。

曾鹏宇听了很感动， 说不用
还了。 但是年轻人很坚持： “如
果没有大家的帮助， 我父亲不
可能多活两年。 您一定要收下，
您可以用它再去帮助其他需要

的人。”
之后， 曾鹏宇的银行卡里收

到了当时捐助的钱， 还多出来
10%。 汇款留言写着： “两年每
年5%的利息， 谢谢您。”

忙完工作， 曾鹏宇翻看之前
的微博， 查找到2012年的那个
求助帖， 才想起这个年轻人。 许
涛， 当年还是北京化工大学高分
子材料与工程专业2009级大四
学生， 他47岁的父亲许立田被
确诊为骨髓系M1型白血病。

收到钱的当晚， 曾鹏宇把许
涛的故事写成题为 《被遗忘的承
诺者》 的文章。 5月12日晚， 文
章在新浪微博一经发布， 得到各
界关注， 无数人想起“得黄金百
斤， 不如得季布一诺” 的古训。
截至记者发稿时， 文章被转载
14万余次， 阅读量700多万人
次。

回溯到3年前。 父亲被确诊
为白血病后， 许涛通过微博、 淘
宝小店等各种渠道， 向素不相识
的陌生人筹集“救命钱”。 “他，
外地打工15年， 从没为自己买

过零食， 每年回家3次， 却从不忘
带‘娃哈哈’ 给我； 归家养鸡10
年， 5点半起床， 凌晨才休息， 却
从没一声累、 一声怨； 舍不得买保
险， 只为省钱供儿子上学、 改善伙
食； 身患血癌， 宁愿不医治也要让
我继续学业； 面对死神， 脸上却无
任何一丝愁容。 叫我如何回报您，
我的父亲？” 在求助微博中， 许涛
这样形容自己病危的父亲。

在2012年9月18日的长微博
中， 许涛这样向捐助者们承诺：
“虽乳臭未干， 但我以人格作保向
您筹借善款。 因为哪怕仅仅是一块
钱、 一毛钱， 对我来说都非常重
要， 也是极大的帮助。 我希望您给
我一个详细的账号， 我会在3—5
年内把钱打给您。 因为是借， 我承
诺每年支付5%的利息给您。 无论
我以后从事什么样的工作， 或是工
作的变动、 升迁， 我都会及时将联
系方式和所有情况公开， 不会让您
找不到我。”

曾鹏宇说： “这是我当时看到
就忽略、 现在却最让我动容的一段
话， 原来这孩子当初就是说的是

借！ 原来这个年轻人只是在完成他
当初的承诺！”

那时候， 许涛整理出来20个
爱心名单， 这个名单甚至不漏过款
项为1元的捐助者， 每个名单几百
人， 20个名单就有几千人， 这些
人都为他患白血病的父亲捐过款。
母亲特意叮嘱过他“把每个帮咱们
家忙的人都记下来”。

时过境迁， 名单上的人几乎都
忘记了这件事。

但许涛没有忘。 557331.22元，
这是许涛需要偿还的数字 ， 在
2013年2月27日的个人博客里， 许
涛最后一次公布的捐款总额就是这
个数字。

许涛现在在北京工作， 平日很
忙碌。 许涛母亲邓海霞在接受采访
时说， 许涛月薪并不高， 租住条件
也比较差。 之前虽未听儿子提起过
要开始偿还善款的事情， “但能感
觉到这件事给儿子带来了很大压
力， 之前有人给他介绍对象， 他都
不答应”。

55万元的还款额度， 对许涛、
对这个尚在负债的家庭来说， 很不

轻松。 但是许涛说， 能还一些是一
些， 唯一让他有些遗憾的是， 很多
人当初捐款时没留联系方式， 已经
联系不上了， “我还在想办法找他
们”。

许涛在接受采访时表示， 不愿
意自己的事情被太多关注， 理由是
“子贡救人” 的故事， “子贡赎回
鲁国同胞， 国君要奖励他， 他却拒
绝了， 孔子批评他做错了， 没有经
济能力的人还愿不愿意赎人？ 鲁国
将不再有人愿意做这种替人赎身的
好事了”。 许涛担心自己的故事被
传播后， 那些需要帮助但以后没有
能力偿还的人得不到大家的捐款。

5月13日， 许涛的手机一直关
机。 记者打通了许涛当时的辅导员
江泽鹏的电话， 他只用“良心” 二
字评价了自己的学生。

“中国古代有一种人， 叫作
‘士’。 士， 事亲则孝， 事君则忠，
交友则信， 居乡则悌。 穷不失义，
达不离道。 无恒产而有恒心。 不论
处怎样境地， 有风骨、 有信义、 有
气节、 有始终。 精神贵族， 是为
士。” 曾鹏宇这样评论许涛的行为。

“我替侄女做主了，就上职校”
■本报记者 刘玉

5月13日发自沈阳

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四平街
社区居民贾洪芹， 早几天就听说
可以去沈阳市外事服务学校进行
“职业体验”。 5月13日下午2点
30，辽宁省首届“职业教育活动
周”开幕，贾洪芹和众多周边社区
居民第一次走进了这所学校。

从大门到教学楼， 贾洪芹一
直在赞叹： 原来职业学校条件也
这么好啊！ 塑胶操场红绿相间，
教学楼窗明几净， 各种实训室让
人目不暇接。 沈阳市外事服务学
校为活动周安排了摄影、 美甲、

美容、 化妆造型、 餐巾折花、
西点裱花等12个体验项目 ，
这让贾洪芹十分兴奋。

面对如此之多的体验项
目， 贾洪芹决定先去二楼213
教室体验“时尚生活编发”，
一个小女生用灵巧的双手， 一
会儿工夫就把她的披肩卷发做
成了时尚的盘发。 “嗯， 夏天
马上到了， 盘发用得上了。”
贾洪芹说。

做完盘发， 贾洪芹又被
211教室“分子美食” 吸引住
了。明明看着是鱼子酱，触到舌
尖却像鱼卵， 咬破薄膜却是芒
果的味道； 看着是一个剥好的

核桃， 吃到嘴里却化成汁液……
烹饪专业教师孙利民介绍说，
“分子美食” 是用科学的思维方
式理解食材分子的物理或化学变
化， 然后运用科学原理做出的令
人惊奇的食物。学校去年引进“分
子美食”教学，在沈阳市的职业学
校中是第一家， 预计掌握这项技
能的毕业生就业前景看好。

经历了一次让人意想不到的
美食体验， 贾洪芹又来到203教
室体验“中华茶艺”。 一袭白衣，
镶着大红色纽襻， 坐在茶台后面
的二年级学生刘彤彤正在展示中
华茶文化。 为什么铁观音用紫砂
壶泡， 什么是“公道杯”， 还有

高高矮矮的杯子以及茶夹、 茶针、
茶漏、 茶匙等具体是干什么用的，
贾洪芹总算弄了个明白。 特别让
她惊奇的是， 才上二年级的刘彤
彤没毕业就已经被钓鱼台国宾馆
录用了。

“我替侄女做主了， 就上职
校。” 原来， 贾洪芹今天是带着任
务来的。 她的侄女今年参加中考，
究竟报考普通院校还是职业学校
目前还下不了决心。 今天的体验
让贾洪芹印象极其深刻， 她说，
上职业学校能学到一技之长， 到
社会立马可以学以致用， 将来要
想继续深造， 通过专升本等渠道
照样能读大学。

“大姐姐好厉害，数钱数得真快”
■本报记者 周仕敏 宋潇潇

“这个油茶真好喝！” “心
脏紧急救助要这样做呀！” “刷
牙要刷到这里才干净吗？” 5月
11日， 以“支撑中国制造 成
就出彩人生” 为主题的广西首届
职业教育活动周在广西金融职业
技术学院启动。 启动仪式结束
后， 南宁市清川小学师生和周边
社区居民观摩了职业院校的现场
展示项目。

广西中医药大学护理学院
的展示点吸引了不少小学生，
他们在现场教师的指导下， 尝
试了牙齿清洁护理、 心肺复苏
等护理、 急救技能。 在不远处，

一辆仓库铲车在仅有几平方
米的梅花桩阵里来回高速穿
梭， 反复转弯、 掉头， 却从
不碰撞到桩杆， 引来围观者
阵阵喝彩。

清川小学三年级学生杨韩
耘是第一次体验职业教育活
动， 他和同学围在广西银行学
校模拟银行展台处， 被职校二
年级学生李锐勤飞快的点钞技
能惊呆了。 “大姐姐好厉害，
数钱数得真快。” 杨韩耘接着
去南宁市第一职业技术学校展
台前观看了制作面包的过程，
参观一圈饿了， 还去品尝了广
西金融职业技术学院学生们现
场制作的广西传统小吃打油

茶。
“本船正在南宁港4点钟方

向行驶， 右前方发现有人落水，
停船， 请马上进行施救！” 5月
12日， 在广西交通运输学校航
海教育实训基地船舶操纵模拟仪
器实训室， 身穿海军服的2012
级船舶驾驶专业学生李昌真， 在
控制船只行驶的速度和方向。 他
是本次航行的“船长”， 和“舵
工” 庞贵华、 “驾驶员” 李伟松
正在模拟驾驶船舶趁着夜色向南
宁港进发， 驾驶舱中的7块液晶
屏幕不间断显示着航向、 航道、
气象等实时信息。

在职教活动宣传周， 广西教
育厅围绕“开放校园、 开放企

业、 为民服务” 主题积极行动，
组织开展了丰富多彩的体验和为
民服务活动。 活动周期间， 区内
多所职业院校将开展一系列活动，
重要的一项是面向中小学生、 家
长和社区居民开展职业体验活动。
凌云县中专学校排练了精彩的职
教宣传综艺晚会， 到县域所辖乡
镇巡演； 来宾市教育局在河西社
区广场举行启动仪式及职教广场
活动； 广西机电工业学校在广园
社区茅桥市场开展为民服务活动；
玉林市市直中职学校开展为民服
务一条街活动； 南宁市一职开展
职业教育国际合作交流活动； 广
西交通运输学校开展校企合作洽
谈会等。

“要让更多人见识
职校生的本事”
■本报记者 郝文婷

“这些孩子不简单！ 15年没
用的剃须刀居然修好了！” 看着
重新转动起来的剃须刀， 内蒙古
呼和浩特市居民陈先生不住地称
赞，“修理铺都说没配件， 原来他
们都没找到‘病根儿’，这些孩子
了不得！ ”近日，在内蒙古首届职
业教育活动周现场， 职业院校学
生拿起工具， 为周边居民提供家
电、 汽车维修等便民服务。

从5月11日开始， 内蒙古职
业教育活动周在全区各地全面展
开， 各地组织开展校园开放日活
动， 面向中小学生、 家长和社区
居民开展职业体验活动。 同时，
各职业院校利用专业优势， 联合
相关企业开展为民服务活动， 让
更多人感受职业院校和学生的风
采。

“你看看人家这娃娃巧不巧，
技术多好！” 75岁的李奶奶看着
自己本准备丢弃的热水壶重新亮
起了灯， 高兴地边说边要拿走。

“奶奶， 等一下。” 呼和浩特
市商贸旅游职业学校电子与信息
技术专业二年级学生李文辉重新
接过李奶奶的热水壶， 添了些
水 ， 插上电源 ， 仔细观察着，
“开关的弹片是修好了， 我得再
检查下加热管有没有问题”。

“看这娃娃多细心， 越看越
喜人。 谢谢你啊， 孩子。” 李奶
奶一遍又一遍地道谢。

“这些孩子才是大家学习的
榜样。”逐一参观了各专业技能展
示的一位学生家长如是说，“这样
的活动应该多搞， 要让更多人见
识下职业学校学生的本事。”

教育部与微软公司开启
新一期“长城计划”合作

本报讯 （记者 万玉凤） 教育部近日与微软公司共同开
启新一期长达3年的“长城计划” 合作， 双方将重点从高等
教育人才培养和科研合作两个方向， 围绕培养学生的创新能
力及跨学科、 跨地域的教学和科研合作展开。

双方合作将针对教学资源、 学生培养及教师培训等， 多
维度地加强高等教育人才培养。 同时， 继续依托联合实验室
和主题研究支持计划， 促进与中国高校的研究交流， 提升中
国高校研究水平， 助力中国高校信息学科的发展。

2002年6月， 教育部与微软公司签署 《教育部与微软公
司合作备忘录》， 共同启动旨在帮助提升中国高校计算机基
础研究水平和人才培养质量的“长城计划”。 作为“长城计
划” 的具体实施单位， 微软亚洲研究院与国内多所高校开展
了系统的、 有针对性的合作项目。

北科大招办主任做客微言教育

学校转专业政策非常宽松
本报北京5月13日讯 （记者 赵秀红） 北京科技大学招

办主任尹兆华今天做客“微言教育”， 接受广大网友的提问。
她热情地向学子们发出邀请： 北科大转专业政策非常宽松。
如果你也想成为一颗珍珠， 欢迎你到“贝壳” （北科） 来。

有网友问及今年北科大招生有什么新的特点时， 尹兆华
介绍说， 2015年将更关注考生的专业选择机会， 增设工科
实验班， 含原有“卓越工程师培养计划”的材料科学与工程、
冶金等6个专业，入校一年后学生可根据兴趣选择其中一个专
业。 学校大类招生的专业还有经济贸易类、工商管理类等。 另
外，其他普通专业入校以后， 转专业的空间也是很大的。

尹兆华介绍了学校今年农村学生单独招生的优惠政策。
她说，学校农村专项自主招生计划正在初审。在学校测试中综
合成绩特别优秀者，高考实际考分达到本科一批控制线即可。
其他入选者高考实际考分需达到学校在当地模拟投档线下
40分（江苏省20分）以内，且不低于本科一批控制分数线。

尹兆华还回答了网友有关北科大优势学科、 对贫困生的
资助办法、 国际班、 就业率等问题。

青海西宁建16个教研联盟
助力缩小区域校际差距

本报讯 （记者 王英桂） 近日， 青海省西宁市成立16个
教研联盟， 助力缩小区域及校际差距， 促进教师专业发展，
提升教育教学质量。

教研联盟是以不同学校类型、 不同学段为基础， 以名校
引领、 相对就近、 优势互补为原则， 按照一校带多校管理模
式组建。 联盟由组内优质校校长担任组长， 从学校管理、 队
伍建设、 教研教改等方面实现优质教育资源的创新开发和共
享， 构建横向交流合作、 纵向学习沟通的立体教研体系。

16个教研联盟覆盖学前教育、 义务教育、 普通高中教育
及中等职业教育、 特殊教育等不同学段。 教研联盟将转变以
往的联片教研仅有部分学段、 学科和区域学校参与的现状，
逐步为实现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高中教育特色发展、 各类教
育优质发展创设更好的提升空间， 形成校际合作、 区域联
动、 优势互补、 师生共赢的教研新常态。

海南省政府与中国海洋大学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本报讯 （记者 刘见） 海南省政府与中国海洋大学日前
签署战略合作框架协议， 双方将在教育、 科技、 生态环保等
领域展开合作。 中国海洋大学将发挥人才和技术教育资源优
势， 为海南省推进海洋强省建设提供强有力的人才支撑。

中国海洋大学将派出高水平教师团队， 全面帮助海南省
筹建海洋类大学， 建设相关学科和专业； 扶持海南省相关高
校应用型本科涉海类学科建设工作， 共建新兴、 特色学科专
业。 海南省将积极支持中国海洋大学以特色优势学科为基
础， 在海南建设海洋研究院， 今年设立研究生分院并按计划
招生。 此外， 中国海洋大学将海南作为青年人才实践锻炼基
地， 并在国家政策允许范围内， 根据海南海洋类人才需要，
适时调整在琼招生专业， 适当增加招生计划等。

逃生技巧
你懂多少？

近日， 江苏省东海县平明镇中
心幼儿园教师在教孩子学习地震逃
生技巧。 5月12日是全国“防灾减
灾日”， 东海县中小学和幼儿园通
过举行应急疏散演练、 地震应急避
险知识课程、 应急救护演练等活
动， 向学生普及防灾减灾知识和自
救互救基本技能， 进一步增强学生
的防灾减灾意识。

张开虎 陈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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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创新中心成立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近日， 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协同
创新中心在复旦大学成立。 中心将瞄准“国家急需、 世界一
流” 目标， 构建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理论框架， 丰富中美新型
大国关系建设战略布局和实施路径， 助力中美利益共同体建
设和中美良性互动格局的形成。

宁夏举行职业院校技能大赛

本报讯 （记者 陈晓东） 2015年宁夏职业院校技能大
赛日前在银川举行， 41所中、 高职院校的2100多名选手参
加82个赛项比赛， 包括国赛选拔项目64项、 区域特色项目
18项， 充分展示宁夏职业院校办学成果， 激发学生学技能练
本领的热情， 锻炼动手操作的能力。

人教社出版“会通汉语”系列教材

本报讯 （实习生 张恬恬） “会通汉语” 系列教材新书
分享会近日在南开大学举行， 十多所高校的对外汉语教师共
同研讨“功能·情景·任务”三位一体的汉语教学模式。 该系列
教材由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和人民教育出版社历时3年
倾力打造， 适用于本科、 研究生等人群进行汉语学习。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技能大赛落幕

本报讯 （记者 曹曦） 日前， 第六届全国中、 高等院校
学生“斯维尔杯” 建筑信息模型应用技能大赛总决赛在哈尔
滨工业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两个赛区联网同步举办， 来自清
华大学、 天津大学等317所学校320支参赛团队的2000多名
学生现场竞技角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