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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春节前后的 100 多天，是
李保国生命最后的时光，也是他最
忙碌的日子。

其中有 60 多天，他驱车穿梭
于学校和太行山之间，给学生授
课，给果农辅导，为企业解惑⋯⋯

还有无数咨询的电话、短信、
微信⋯⋯

“我最见不得老百姓受穷！”
“我只图太行山的老百姓能早一点
过上好日子！”

几句朴实无华的话语，说出他
一生无怨无悔的追求！

不为外物所扰、不为名利所
累，因为心中这份大爱，李保国专
心致志于山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
康，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5月30日，中共中央组织部决
定，追授李保国同志“全国优秀共
产党员”称号。

“我是来干事的，不是
来享福的”

河北省邢台县前南峪村。半
个世纪前，这里曾是中国人民抗日
军政大学所在地。我党一大批高
级将领曾在这里接受洗礼。上世
纪 80 年代，这里荒山依旧，灾害频
繁，贫穷挥之不去。

如今的前南峪已发生沧桑巨
变：板栗、核桃、油桃、树莓等 50 多
个树种汇聚成蔚为大观的森林景
象，林木覆盖率达到 90.7％，成为
公认的“太行明珠”“太行山最绿的
地方”，村民年人均收入已经突破
3万元。

“这都是李教授 30 多年的心
血啊！”

谈起李保国，村党委农业支部
书记王小堂感慨万千：“一位大学
教授，来到我们这个小山村，住在

这里，和村民一起干活儿，带领我
们治山，教我们种果树，帮我们致
富，几十年如一日，从来没提出过
特殊要求。这样的教授太少了！”

村里的老人们回忆，李保国经
常身穿一件灰色的大衣给群众讲
课，衣服上补丁摞补丁。家人和朋
友看着过意不去，想给他换件新
的。

李保国却说，西装革履的样
子，怎么和农民坐在一个板凳上？
我是大学教授，更是一名共产党
员。别人能吃得了的苦，咱怎么吃
不了？只要百姓富，吃再多的苦都
值！

1999 年，河北绿岭果业有限
公司事业初创，条件艰苦。李保国
的临时宿舍是荒岗上的 5 间窝棚
式小房，冬不遮寒，夏难挡暑，冷起
来室内温度可达零下十多摄氏度，
热起来时又能蹿到零上四十摄氏
度。

“我是来干事的，不是来享福
的！住在城里耽误时间，还不能掌
握第一手资料，我就住在这。”几年
下来，李保国始终与大家同吃同
住。

寒冬腊月，天寒地冻。为了让
所有学生都能够学到冬季修剪技
术，50 多岁的李保国爬到树上为
学生授课，一遍一遍不厌其烦。在
李保国的感召下，一批又一批学
生、教师走出课堂，投身科技扶贫
工作主战场。

“做有意义的事情，是人生一
大享受！”李保国经常与妻子“谈人
生”。

李保国先后患上重度糖尿病、
冠心病。但这并未干扰他深入山
区的行程。

李保国深知疾病的危险，但他

更怕自己的时间不够，所以他才更
加拼命，直到油尽灯枯。

“我是来帮农民脱贫致
富的，不是来追名逐利的”

有人对李保国说，一个大学教
授的价值和“名气”是靠论文堆积
起来的。你这样整天往山里跑，耽
误多少事？以后怎么和别的教授
坐在一起？

但李保国不这样想。“我是来
帮农民脱贫致富的，不是来追名逐
利的！我只图太行山的老百姓能
早一点过上好日子！”

为了引领太行山百姓脱贫致
富，李保国全身心投入山区开发治
理和经济林栽培技术研究，先后完
成山区开发研究成果 28 项。他在
太行山区推广林业技术 36 项，示
范推广总面积达到了 1080 万亩，
累计应用面积 1826 万亩，累计增
加农业产值 35 亿元，纯增收 28.5
亿元，建立了太行山板栗集约栽
培、优质无公害苹果栽培、绿色核
桃栽培等技术体系，培育出多个全
国知名品牌。

果农富了，果农笑了，李保国
内心得到莫大满足。尽管这些成
果在学术界似乎并不那么被看好，
可在太行山老百姓心中却是大名
鼎鼎。

2001 年盛夏的一天，内丘县
摩天岭村附近交通堵塞。计划回
保定开会的李保国心急如焚。下
车询问情况时，村民认出了他，便
喊了起来：“李教授的事大，快把我
家的墙推倒，让他的车开过去！”

此情此景，十几年来常让李保
国内心热流涌动。为了农民兄弟
的真情，他唯恐少做一件事，辜负
一群人。

几十年来，李保国从未拿农民
和企业任何报酬，更不考虑占股份
的“美事”。

一次，李保国和妻子郭素萍乘
坐火车到江苏徐州帮助一位核桃
种植户解决了技术难题，要连夜返
回河北。

那位种植户看着李保国夫妻
匆匆而来却空空而去，心里不忍，
想请李保国吃顿大餐，李保国婉言
谢绝。最终，夫妻俩以两碗方便面
果腹了事。

2003 年，河北富岗食品责任
有限公司念李保国“居功甚伟”，想
送他点股份，被李保国当面回绝。

“一个心眼为百姓，不为名来，
农民才信你，不为利去，农民才听
你。只要干事，终究会有人认可。”
李保国的这几句平实的话语，让认
识他的村干部和企业家感慨万千。

“我不是不爱我的亲人，
我还有太多的大事要做”

“保国平日顾不上我们，他心
里只装着他的大事，装着他山区的
兄弟朋友。我两次做手术，他都没
在身边，连手术签字都是同事代签
的。”提起李保国，妻子郭素萍有委
屈也有疼惜。她说保国有“3 个
家”，保定市河北农业大学的家基
本不回，山里的家常来常往，还有
一个流动的家，就是那辆越野车。
他上车当司机，下车当农民，一年
要跑4万多公里。

今年3月7日，在河北省妇联举
办的一个活动中，一向专注事业“不
近人情”的李保国，终显侠骨柔情。

主持人要求李保国对家人说
句真心话，他道出了心底的无限愧
疚：“老婆、儿子，我不是不爱我的
亲人，但是我顾不上管你们，我还

有太多的大事要做。对不起！”
他抱起小孙子，泣不成声。见

此，在场的人无不动容。
无情未必真豪杰，舍了小家顾

大家。李保国的心力大多倾注在
太行山百姓身上了。

梁山林曾是河北内丘县岗底
村有名的懒汉，37 岁时还打着“光
棍”。

李保国找到梁山林家，近乎央
求：“我教你，种好苹果，盖房、娶媳
妇没问题。”

梁山林信他。每天起早贪黑，
泡在 4 亩果园里。第二年，提亲的
人就上了门，冬天成了亲。后来，
他增包果园，年收入15万元。

李保国的“大事”数不清。在
一一攻克了板栗、薄皮核桃、富岗
苹果等种植、管理难题后，李保国
又向研发难度系数较高的红树莓
进军。2013 年，李保国把研究方
向确定为红树莓的产业化。在他
的指导下，河北至高点农业科技有
限公司建起国内一流的树莓组培
室，年育苗量可达到 1500 万株。
李保国计划 5 年内在河北推广 10
万亩红树莓，让更多的农民受益。

李保国说，看着果农渴望的眼
神，我要做的事情太多，10 个李保
国也忙不过来。一日做不成都寝
食难安。

报效国家、服务大众，已成为
李保国人生的最大价值和享受。

心存百姓的人，百姓心中就永
存着他。

在太行山老百姓心中，李保国
并没有死，他会永远行走在为太行
百姓服务的山路上。他倾洒在太
行山上的大爱将令太行碧绿、百姓
梦圆！

新华社石家庄5月31日电

大爱，倾洒在太行山上
——追记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北农业大学教授李保国

新华社记者 王洪峰 王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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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北京 5 月 31 日讯 （记者 董鲁皖龙） 今天，教育
部 、 国 家 语 委 在 京 发 布 《中 国 语 言 生 活 状 况 报 告

（2016）》。报告显示，“廉”“互联网+”“恐”“反恐”成为
2015年度国内、国际新热词。

报告显示，2015 年，热词热语势头不减，一大批反映
社会百态的词语活跃在社会语言生活中。在新词语方面，

“互联网＋”“众创空间”“获得感”“非首都功能”“网约
车”“红通”“小短假”“阅兵蓝”“人民币入篮”“一照一
码”10 大新词真实记录了 2015 年出现的新事物、新概念、
新状况。在流行语方面，“抗战胜利 70 周年”“互联网＋”

“难民”“亚投行”“习马会”“巴黎恐怖袭击事件”“屠呦
呦”“四个全面”“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互联互通 共享
共治”，这10个流行语涵盖国际时政、国内时政、经济和科
技等众多领域。此外，“为国护盘”“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
看”“主要看气质”等网络年度流行语集中反映了一年来网
民对社会生活的关注与感悟。

报告同时指出，2015 年 8 月国务院教育督导办公室印
发了 《语言文字工作督导评估暂行办法》 及评估指标体系，
为我国语言文字事业的科学发展提供了体制机制保障。
2015 年，国家语委通过召开全国语言文字督察工作会，在
部分省份开展试点评估工作，推动地方各级语委完成了对
21个二类城市、131个三类城市的评估，二、三类城市评估
通过率分别达87.7%和46.8%。

“服务国家发展需求，科学规划‘十三五’事业发展是
2015年国家语言文字工作的重点。”教育部语言文字信息管
理司司长田立新介绍说，通过大力推广和规范使用国家通用
语言文字、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积极推进语言文字规
范化信息化建设、全面提升国家语言能力。我国语言生活丰
富多彩，生机勃勃，语言文化交流迈上了新台阶。

《中国语言生活状况报告（2016）》发布

“互联网＋”成国内年度新热词

本报北京 5 月 31 日讯 （记者 翟帆 李丹） 联想职业
教育集团今天正式成立。该集团由国际500强企业联想集团
牵头，联合110所职业院校、多家行业学会和科学院所以及
30 多家相关行业知名企业共同设立。集团将围绕 IT 产业人
才培养需求，打造资源共享、课程融通、优势互补、良性互
动的产学研共同体。教育部副部长朱之文、联想集团董事长
兼CEO杨元庆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朱之文说，加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仅需要教育界的
不懈努力，也需要产业界的关心和大力支持。联想职业教育
集团的成立，迈出了联想集团参与职业教育的关键一步，标
志着联想集团与职业院校的合作进入了一个新的更具深度的
阶段。对于进一步整合学校与企业的优势资源，联合实施职
业院校教育教学改革，提升我国信息技术的培养水平和信息
产业的发展水平，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于企业，特别是
行业龙头企业，深入参与举办职业教育也将发挥引领和带动
作用。

朱之文指出，我国在职业教育集团化办学方面积累了不
少经验，但同时也存在集团比较松散、各方职责不够明晰、
相关配套政策不够完善等问题，没有将各方面的办学资源真
正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转化为行业企业的竞争优势。职业
教育集团化办学迫切需要在促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方面发
挥更大的作用。他希望联想职业教育集团能聚焦重点进行探
索，做好人才需求分析，定期发布人才需求报告；探索现代
学徒制等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把企业优质资源应用于教
学实践；充分利用职业院校和科研院所的资源，研究解决行
业企业发展中的技术难题；完善治理体系和运行机制，形成
共赢多赢的格局。

据了解，目前我国共建成职业教育集团 1200 多个，覆
盖了全国60%以上的职业院校，合计3万余家企业参与。

“融智慧 创未来”

联想职业教育集团成立

本报北京 5 月 31 日讯 （记
者 余闯） 今天，2016 年全国
优秀少儿报刊推荐新闻发布会在
国家图书馆举行。国家新闻出版
广电总局公布了 《中国少年报》

《儿童文学》《盲童文学》 等 61
种优秀少儿报刊名单，为全国少
年儿童送上了一份节日礼物。国
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副局长吴尚
之、中宣部出版局局长郭义强出
席会议。

据 介 绍 ， 自 2008 年 以 来 ，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开展了 7 届向
全国少年儿童推荐优秀少儿报

刊活动，推出了一批内容健康
向 上 、 出 版 品 质 精 良 的 报 刊 。
2016 年优秀少儿报刊推荐活动
相比以往报送数量更大、覆盖面
更广，评审工作更加严谨。评出
的 61 种报刊中，包括报纸、综
合类期刊 22 种，低幼、科普类
期刊 19 种，动漫、文学类期刊
18 种，少数民族报纸 1 种，盲文
期刊 1 种。其中，首次申报的盲
文期刊 《盲童文学》，作为全国
仅 有 的 为 盲 童 服 务 的 课 外 读
物，得到了全体评审专家的特
别推荐。

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

发布优秀少儿报刊推荐名单

本报北京 5 月 31 日讯 （记者 董鲁皖龙） 记者今天从
教育部获悉，2016 年中央财政将支持高等医学院校为中西
部乡镇卫生院订单式培养免费五年制本科医学生 5450 人，
专业为临床医学、中医学、蒙医学、藏医学、维医学和哈医
学。

据了解，免费本科医学生订单定向招生计划在有关学校
的本科层次招生来源中单列编制，只面向农村生源，计划性
质为“免费医学定向”。报考免费医学定向招生计划的考生
均须参加当年全国统一高考，实行单列志愿、单设批次、单
独划线，在本科提前批次录取。

免费定向本科医学生在录取后、获得入学通知书之前，
须与培养高校和定向就业所在地的县级卫生计生、人力资源
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签署定向培养和就业协议。在校期间户籍
仍保留在原籍，毕业后按有关规定迁入定向就业所在地。鼓
励有条件的省份结合本地区实际情况，探索按照考生户籍以
县为单位的定向招生办法。

今年中央财政支持为中西部
免费培养5000余名医学生

（上接第一版）
调查显示，大学生普遍关注

国内外政治经济热点问题，高度
评价党和国家在应对国际事务及
处理国内复杂问题中的表现。高
校学生对调查所列的 12 个时事热
点问题均表示高度关注，九成以
上的学生对“习近平总书记赴
美、英等多国进行国事访问，开
启中国大外交时代”“抗日战争胜
利 70 周年”“北京成功申获 2022
年 冬 奥 会 举 办 权 ”“ 屠 呦 呦 获
2015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表示关注。访谈中，大学生普遍
表示，以习近平为总书记的党中
央全方位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
交，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倡导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极大地增强
了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调查表明，大学生积极培育和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立志成
长成才、提升道德素养、投身社会
实践的意识进一步增强。91.2%
的学生赞同“核心价值观是一个民
族赖以维系的精神纽带，是一个国
家共同的思想道德基础”。92.8%

的学生赞同“大学生应成为社会主
义核心价值观的积极传播者和践
行者”，98%的学生赞同“诚信是做
人之本”，与去年相比分别增加了
1.4 和 1.1 个百分点。广大学生对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知晓率、认
同度不断提升，培育和践行核心价
值观的积极性明显提升。

调查显示，大学生充分肯定高
等教育事业改革与发展成绩，对学
校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各项
工作高度认可。80.1%的学生对

“国务院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总体方案》，
要求加快建成一批世界一流大学
和一流学科，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综
合实力和国际竞争力”表示满意。
超过八成学生对学校师德师风建
设、辅导员工作、校园安全稳定工
作、思想政治理论课等表示满意。

针对调查反映出来的大学生
思想政治状况中值得关注的问题
和当前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面临
的新形势、新任务，教育部提出，要
深入推进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
讲话学习教育，用习近平总书记重

要讲话精神武装头脑；深入推进社
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增强学生
的价值认同和精神共鸣；进一步提
升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质量，
切实培养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创新
精神和实践能力；实施好大学生就
业创业促进计划，推动建设大学生
创新创业服务平台，加强高校实践
育人创新创业基地建设，把创新创
业教育融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各环
节；探索建立优秀网络文化成果
评价认证机制，充分发挥网络文
化的育人功能。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31 日电
民政部 31 日发布“流浪孩子回校
园”专项行动成果。3 年来，由 10
部门联合开展的专项行动共帮助
64483 名流浪未成年人返校复
学。其中，接受义务教育的流浪
未成年人38833人，占60.2％。

据介绍，根据未成年人个体
特点，救助保护机构对其进行个
人需求和家庭监护情况评估，提
出相应复学帮扶建议，帮助就近
入学。针对不同年龄段、不同类
型的流浪未成年人开展精准帮
扶，落实关爱帮扶、返校复学责
任人。据统计，专项行动期间，
全国共有 10567 名流浪未成年人

接受专门教育。
同时，各地民政部门积极指

导救助保护机构在做好流浪未成
年人生活照料服务的同时，帮助
其明道理、知是非、纠偏差、学
知识，树立积极向上、健康快乐
的人生态度。各地救助保护机构
不断探索引入社会工作理念和方
法，对流浪未成年人开展有针对
性的专业教育矫治，提供心理咨
询、帮教辅导、法律援助等方面
的救助服务。专项行动期间，全
国救助保护机构共为 27415 名流
浪未成年人开展替代教育、为
32992 名流浪未成年人实施教育
矫治。

民政部:

3年6万余流浪孩子返校复学

据新华社北京 5 月 31 日电
（记者 王茜 罗沙） 最高人民
法院今天公布 12 起关于侵害未
成年人权益被撤销监护人资格典
型案例，以案说法。

福建省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
村民林某某 （女） 多次使用菜刀
割伤 9 岁儿子小龙的后背、双
臂，用火钳鞭打小龙的双腿，并
经常让小龙挨饿。法院认为，其
行为已经严重损害小龙的身心健
康，不宜再担任小龙的监护人。
依照规定，撤销被申请人林某某

对小龙的监护人资格；指定申请
人仙游县榜头镇梧店村民委员会
担任小龙的监护人。

父亲邵某某长期殴打、虐待
女儿邵某，致其头部、脸部、四
肢等多处严重创伤。2013 年又
因 强 奸 、 猥 亵 女 儿 邵 某 ， 于
2014 年 10 月 10 日被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11 年，剥夺政治权利
一年。母亲王某某自 2006 年后
从未看望过邵某，亦未支付抚养
费用，致其流离失所、生活无
着。邵某因饥饿离家，被人收

留。江苏省徐州市铜山区人民法
院判决：撤销被申请人邵某某对
邵某的监护权。撤销被申请人王
某某对邵某的监护权。指定徐州
市铜山区民政局作为邵某的监护
人。

这仅仅是此次公布 12 起案
例中的 2 例。最高法希望通过
这 12 起案例的发布，让家庭、
学校和社会切实履行保护未成
年人的法律责任和社会责任，
为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营造良
好环境。

最高人民法院：

公布12起侵害未成年人权益典型案例

六一前夕，黑龙江省肇州县肇州镇新民小学的留守儿童和一直陪伴他们的社工在一起欢度儿童节。
新华社记者 王凯 摄

本报北京 5 月 31 日讯 （记者 王珺） 今年的六一儿童
节是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建院 60 周年的日子。今天，文化部
部长雒树刚、中国儿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部分学校师生
代表齐聚中国儿童剧场，为这个“孩子们的剧院”庆生。

据中国儿童艺术剧院院长尹晓东介绍，自 1956 年建院
起，“一切为了孩子，让全中国的孩子都能看上儿童剧”
就成为中国儿艺几代人的共同追求。一代代艺术家始终牢
记儿童艺术工作者的责任和使命，通过寓教于乐的艺术作
品，传递健康向上、反映中华传统美德和社会主义核心价
值观的内容，自觉肩负起塑造少年儿童美好心灵和高尚品
德的社会责任，始终把创作更多少年儿童喜闻乐见的精品
力作作为首要任务。他表示，中国儿艺人有一个梦想，就
是把剧院建设成为儿童戏剧界“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
剧院。

中国儿童艺术剧院庆祝建院60周年大学生思想主流积极健康向上向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