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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晓东伸长了胳膊，尽量让
手靠近炉火。这个六年级学生，
个头刚刚高过灶台。

早晨 5 点 27 分，三桷垭学校
的食堂已经忙碌起来，师傅们麻
利地捏好包子放入笼屉。熊熊的
炉火旁，围着一大圈学生，每人
手上拿着一盏折叠式台灯，反复
烘烤。

“这是太阳能台灯，灯的背
面有一块太阳能板，用火烤烤也
能充电呢！”杨晓东告诉记者，

“昨晚学校停电了，台灯里的电
也用完了，所以我们来这里‘烤
电’，早读的时候用。”

“学生其实挺苦的。”校长杨
永春说，因为学校经常停电，所
以学生大都准备了一盏这样的太
阳能灯，白天晒一晒，晚上就能
照明。

三桷垭学校，全名是三桷垭
乡九年一贯制学校，位于四川省
凉山彝族自治州最边远的木里藏
族自治县。这里全境皆山，3 座
险峰互为犄角，像极了藏家火塘
中的锅庄 （铁三角），学校就位
于稍缓的山坡上，不通公路、不
通网络、用电时断时续，就像一
座与世隔绝的“孤岛”。

尽管条件艰苦，但学校却是
全县的教育“高地”——今年高中
升学率达到了63%，算上“9+3”教
育 计 划 的 学 生 ，升 学 率 达 到
99%。在这里，越来越多的学生
选择走进学校，他们相信，读书是
让自己走出大山最好的路。

艰难的求学生活
早上 7 点，学生们开始在校

园里整队集合。广播里放着鼓点
欢快的进行曲，可不时中断，发
出牛“哞”一般的嘶鸣。学生们
一片哄笑。

“这是因为电压不稳！”杨永
春说。

三桷垭位于雅砻江锦屏电站
蓄水区，由于没有并入国家电
网，用电靠当地一个小水电站。

“夏天雨水多，一塌方就倒电杆，
冬天溪水结冰，就发不了电，学校
很多时候都处在无电状态。”

杨永春的办公室，被两个齐
腰高的纸箱子占了很大一部分。
他打开了一个箱子，十几台录音

机塞得满满当当。“这都是给学生
听英语用的，因为经常停电，‘闪’
坏了。”

又一个箱子被打开，是一箱
硒鼓。“也是报废了的。”杨永春
说，现在，学生的学杂费、书本费
都不用缴，可是购买练习试卷的
几十元，还是让不少“在土里刨
食”的乡亲们为难。

“所以有电的时候，学校老师
就用仅有的一台打印机，日夜不
停地给学生印练习题。现在全校
有700多名学生，消耗比较大。”

照明问题还能靠师生自己克
服，可是最近，三桷垭夜间的温度
已经低到零度以下，杨永春心又

“紧”了起来。
“2013年锦屏电站蓄水后，地

震了几次，好多房子都‘炸口’了，
我们给县里打了报告，搭了活动
板房。”杨永春说，现在学校所有
男生都住在板房里，还有很大一
部分学生在板房里上课。

“我最大愿望是，将来电网稳
定后，能给每个教室和寝室都装
一台空调。”杨永春说，现在他们
的唯一办法就是，让学生白天多
穿点，晚上盖厚点。

“信息孤岛”的困扰
从杨永春口中，记者听到了

更让人惊讶的数据：学校47名教
师，平均年龄 27 岁，90 后占了
一半以上。

年轻人追求新潮和时髦，可
在三桷垭，这群年轻的教师平时
要接打电话、登录 QQ、刷微信，都
必须花40分钟跑到一个被他们称
作“露天网吧”的山包上，微弱的
信号让他们兴奋不已。

今年 28 岁的教师卢继龙，已
经担任了学校的工会主席。“刚来
那段时间，很不适应。一到晚上，
到处黑黢黢的。”一有空闲，卢继
龙总会约上一群青年教师，打着
电筒上“露天网吧”，“一来跟家里
报平安，二来跟女友联络感情。”

“到学校 4 年，她跟我分了 3
次手。”卢继龙说。

信息不畅不仅影响了教师的
生活，也影响着学校教学。

记者采访时，全校教师都在
讲一个看似是“段子”的故事：

今年上学期，二年级语文期

末考试有一道“看图写作”题，全
年级学生基本都是零分。为什
么？图片的主题是在公交车上给
老人让座，但没有学生知道公交
车是个啥东西。

“只要通了网络，给学生看个
图片、放个视频，也不至于这个样
子。”杨永春长长地叹了一口气。

不仅网络不通，公路也不通。
杨永春回忆，2007 年，为了迎接

“两基”国检，三桷垭学校修了一栋
三层的钢混结构教学楼，可直到
2012年才竣工，整整修了5年。“为
什么？建材全靠人背马驮。”

曾经感动中国的“马班邮路”
就要从三桷垭经过。“王顺友以前就
给学校送信和邮件，但比如9月1日
的报纸，要10月1日才拿得到。”杨
永春说，信息的滞后，让教师们难以
跟上时代的节奏。他曾带着学校教
师到成都参加教研活动，“什么微
课、慕课，听得一头雾水”。

读书才是最好脱贫路
木里县是凉山州唯一的藏族

自治县，而在三桷垭，民族成分更
为复杂，藏、彝、汉、蒙古、布依、苗
等多个民族杂居。由于语言不

通、风俗各异，这里的老百姓长期
处在自给自足的生活状态。

杨永春说，2011年，三桷垭学
校办起了学生食堂，在免费集中
供餐的同时，也开始了大宗农产
品采购，三桷垭乡才出现了历史
上第一个农贸市场。过去，农民
种的粮食蔬菜，根本没有拿出来
卖的，日子自然过得清苦。

“尽管这里条件苦，但娃娃们
的学习热情高得很！”杨永春跟记
者算了一笔账：如今，木里县的学
生不仅不用缴学费、杂费、书本
费，每天还有 4 元的生活补贴，每
月170元的住校生补贴。

“因为三桷垭学校是全员住
校，所以把营养餐补贴和住校生
补贴‘打了个整合’，给学生提
供一天三顿免费餐，学校的伙食
比很多学生家里都好。”在杨永
春看来，政策的利好是造成当地
老百姓教育观念转变的主要原
因。1993 年他刚来学校的时候，
学生只有70多人，现在已经达到
709人。

过去当地流行早婚，所以婚
嫁是学生辍学的一大原因。学校
教导主任吴永春告诉记者，如今，

教师们去家访，有的老百姓还和
他们打趣：“你们学校办得好哦！
好得让我们媳妇都讨不到了。”

为什么“讨不到媳妇”？据学
校粗略统计，今年中考，三桷垭学
校的高中升学率达到了 63%，其
余学生基本通过“9+3”职教计划
学习职业技能。

“如今，从三桷垭走出去的学
生，有的成了技术工人，有的当
上了县委书记，有的成了知名企
业家。”杨永春说，“闭塞而贫困
的生活和身边越来越多改变命运
的案例，让老百姓横下一条心：
送孩子读书才是走出大山、脱贫
致富最好的路。”

“不过，听说按照规划，我
们 乡 明 年 就 要 摘 贫 困 的 ‘ 帽
子 ’， 路 也 要 修 ， 电 肯 定 也 要
通。学校还要修一栋教师周转
房，已经进入招标阶段了。”杨
永春热情邀请记者明年再来看
看，眼里充满希望。

读书，是走出大山最好的路
——探访教育脱贫攻坚中的三桷垭

本报记者 杨钢 鲁磊

本报讯 （记者 徐光明 通讯员 李彩艳 吴婕）“这则
故事是为自己而写，大学 4 年，无论经历了什么，或者获得
了什么，始终坚信自己的选择为自己带来了成长⋯⋯”近
日，华东交通大学团委的公众微信号，图文并茂地挖掘了两
名优秀学生党员的成长经历，被该校学生广泛转发。

以校院两级学团组织的微信公众号、微博等媒体为主
平台，开展微评论、微党课、微生活、微心声、微故事的
学生党建特色“五微”活动，是华东交通大学从今年5月
开始的尝试。通过创新学习教育形式，把“处方权”交给
基层党支部和广大党员，让更多的基层组织和党员，做好

“小郎中”，开好党员工作的“小处方”，在全校范围推进
“两学一做”。

各院系党委副书记、学生党支部书记、学工办主任、
团委书记录制 5—8 分钟微党课，师生党员结合自身实际
每周撰写微评论，“五微”的实行和推广受到该校师生热
捧。“说说你的微生活”更成了校园里的热点话题：通过
开展手绘7项组织生活制度及支部落实情况，优秀的作品
在新媒体平台上得到了展示。

组织学生党员代表、学工干部代表及国防生前往红都
瑞金开展社会实践，寻根铸魂。社会实践归来，该校还以

“我的微心声”为主题话成就。通过随笔、诗歌、散文等
题材多样的形式，让学生抒发内心真实感悟，在自媒体发
布。这样既展现个性又有真情实感的“两学一做”心得体
会，得到了广大学生党员的认可。

“以前认为‘两学一做’就是枯燥地学党规、背党章，现
在我们却期待每天的‘五微’新动态，以微见大，以心见真，
在潜移默化中帮助我成长为一名合格党员。”华东交通大学
电气学院学生党员孙占成说。

华东交通大学：

特色“五微”打造
五彩“两学一做”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0 日电
（记者 徐博） 人力资源和社会
保障部20日发布消息称，11月21
日至 12 月 4 日，人社部将举办
2016年全国人力资源市场高校毕
业生就业服务周活动。据初步统
计，各地拟举办现场招聘会 177
场，预计参会用人单位2.2万家，拟
招聘人数50余万人。

据介绍，该活动是人社部在
全国范围内统一部署、统一组织
开展的，面向高校毕业生的专项
就业服务活动。自2003年起，已
举办十三届，今年是第十四届。

据初步统计，目前参加本届
服务周活动的各类人力资源服务
机构有 160 个。有 135 家网站举
办网络招聘会，预计提供55万条
岗位信息。其中需求量最多的前
十个职位类别是：销售类、行政/
后勤类、计算机/网络/技术类、财
务/审计/统计类、市场/公关/媒
介类、教育/培训类、酒店/餐饮/
旅游/服务类、技工类、建筑/房地
产/装饰装修/物业管理类、美
术/设计/创意类。

高校毕业生就业
服务周启动
拟招聘50余万人

11月16日晚，三桷垭学校停电了，学生们在太阳能小台灯下认真学习。 杨永春 摄

记 者 在 现 场

基层

““两学一做两学一做””

行动行动看看

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

本报讯（记者 冯丽）“关键
是要干！干！干！”在日前举办的
陕西省高校校级领导干部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研讨
班上，省委副书记毛万春向全省
高校发出动员令，“要认真学习贯
彻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加
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导，推进
高等教育内涵发展，以建设高教
强省助力我省实现‘追赶超越’。”

一提起陕西，人们都会说是
科教大省，更是高教大省，陕西
也常常因此自豪。但是近年来，
陕西高等教育却面临十分严峻的

“前甩后追”局面。“与陕西产业
转型升级、创新发展、绿色发展
需求能够对接的高效团队和技术
领军人才太少，一些学科和研究
方向偏离发展需要，先进制造
业、现代服务业、战略性新兴产
业和大量新业态所需技术人才严
重缺失，与陕西‘追赶超越’的
形势要求不相适应，与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时代需求不相协
调。”毛万春说。

习近平总书记去年视察陕西
时，给陕西提出“追赶超越”定
位和“五个扎实”要求，特别强
调陕西作为高教大省，要充分发
挥资源优势，推动科技和经济紧
密结合、创新成果和产业发展紧
密对接，在创新驱动发展方面走
在前列。

如何成为助力“追赶超越”
的“生力军”，落实“五个扎实”
的“先行者”？陕西省强调，全省
各高校要围绕助力追赶超越，审
视自身在全球、全国中的位次和
对全省的贡献，搞清楚“我是谁”

“我在哪”，搞清楚“追赶谁”“超越谁”。要围绕服务“五个扎
实”，推进精神立校、特色办校、人才兴校、改革活校、依法治
校，实现以质量提升为核心的内涵式发展。

党的领导是高校发展的强大动力和保障。针对当前全
省高校党建不同程度存在的弱化、淡化、虚化、边缘化的

“四化”问题，陕西省要求，要加强和改进党对高校的领
导，要保方向，牢牢把握领导权、主导权、主动权，确保
广大师生与党同心同德。要强班子，坚持政治坚定、团结
协作、治校有方、清正廉洁、群众满意标准，建设坚强有
力领导班子。要优服务，高教主管部门要寓管理于服务，
当好高校发展的参谋部、指挥部、保障部。

“我们要对照省委、省政府的工作要求，把六中全会精
神和高校综合改革、人才培养结合起来，不断提升办学质
量、人才质量和学校的美誉度，提振追赶超越精气神，加
快推进教育强省建设，为陕西省推进‘追赶超越’提供人
才支持和智力支撑。”陕西省委高教工委书记董小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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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倍放大镜紧贴眼前，用镊
子轻轻夹起钻石，屏息观察，然
后奋笔疾书。这个周末，来自全
国 31 所高校和职业院校的“鉴宝
高手”齐聚天津商业大学，参加

“2016 全国高校‘广艺杯’钻石
分级竞赛”。

据主办方中国珠宝玉石首饰
行业协会介绍，今年是该项赛事首
次在全国范围举行，各校参赛意愿
很高。然而，记者注意到，参赛队

的教师并未因为学生首次同台竞
技而在场外紧张督战，而是在另外
一个会议室火热讨论起来。

“现在，企业里都是用仪器检
测，肉眼识别其实用得很少。”一
位来自南方高校、有着企业从业
经历的教师说。而此次钻石分级
竞赛的要求则是，用肉眼辨识钻
石样品的颜色、精度、切工。

“的确是这样，不仅仅是钻石
分级，现在不管鉴定还是加工，
企业里面的机械化、自动化程度
都越来越高。”深圳技师学院珠宝
首饰系教师廖任庆附和。

北京广艺鸿文首饰器材工贸
有限公司总经理周振华，指着身
后的一个音箱大小的黑盒子说：

“这是首饰加工厂刚找我们定制的
3D 打印机，它的精度、速度和成
型率远远超过手工。”

“可以说，信息化、自动化，
是所有传统手工艺面临的新情
况，对职业院校的人才培养提出
了新的要求。比如，珠宝首饰设
计、加工，过去有艺术设计的基
础和手工实操的训练就可以了，
现在则要增加对电脑软件、3D 打
印设备等新技术的熟练掌握，很
多学校已经开设了相关课程。”中
国珠宝玉石首饰行业协会学术教
育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北京经
济管理职业学院教授张晓晖说。

但是，张晓晖也认为：“传统
手工艺是基础，不能丢。就拿钻

石分级来说，在钻石首饰一线营
销岗位和珠宝首饰典当行，只需
使用 10 倍放大镜直接进行钻石品
级分级。”

“这么看，比赛要不要增加一
些仪器检测项目？”“能不能让企业
参与出题、同台竞技？”“可不可以
让企业来当评委，让获奖学生获得
就业机会？”讨论仍在继续。看得
出，让一线教师挂心的不是拿个奖
回去脸上有光，而是通过竞赛了解
行业企业需求，培养出符合实际需
要的人才。记者也了解到，这场竞
赛引出的“吐槽”座谈会竟是主办
方有意为之，目的就是更好地搭建
校企行三方合作的平台。

本报天津11月20日电

自动化程度越来越高，还需要手工艺吗
—— 一场钻石分级赛引发的职教人才培养思考

本报首席记者 高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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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世界怎么变，教育就做这一件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