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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诗心千古，诗情长存。如今，

这颗诗心穿越上下几千年的历史，
在校园和学生心里落土扎根。侧
耳倾听，在四川省巴蜀小学，诵诗
声不绝于耳。在广东越秀区黄花
小学，开学典礼换成了《中国诗词
大会》现场版，大玩“飞花令”和诗
词文学常识抢答⋯⋯

诗心诗情背后，是中华民族对
美的孜孜以求、上下求索。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全面
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
确提出，“改进美育教学，提高学生
审美和人文素养”。

2016 年，教育部印发《中小学
生艺术素质测评办法》《中小学校
艺术教育工作自评办法》《中小学
校艺术教育发展年度报告办法》，
分别从学生、学校、教育行政部门
三个维度，对学校艺术教育的质量
进行立体评价。目前，已在全国31
个省份确定了 102 个中小学生艺
术素质测评实验区，开展中小学生
艺术素质测评实验工作。

今天，美育的价值不仅逐步得
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认同，而且
越来越受重视。重庆市铜梁区以
农业为主，年人均财政收入仅为
5500 元。这两年，铜梁区委、区政
府在财政紧张的情况下投入 150
万元艺术专项经费，用于改善学校
艺术教育的教学场地、设施设备、
功能室建设。

“体者，载知识之车而寓道德
之舍也。”

2017 年 7 月 5 日，德国柏林奥
林匹亚体育场的看台上，习近平总
书记面带微笑注视着绿茵场上的

中德两国青少年足球选手们。3年
前的 3 月 29 日，也是在这里，习近
平总书记观看了陕西省志丹县少
年足球队同德国沃尔夫斯堡足球
俱乐部少年队的比赛。“我看好你
们，看好你们这一代。”总书记的殷
殷嘱托，让少年们心潮澎湃。

今年，教育部已分三批认定了
2.02 万所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如
今，在中国，20 所中小学中就有一
所是校园足球特色校。这些学校
每周至少有一节足球课，每名学生
都学会了踢足球。一只小小的足
球，撬动了整个中国的学校体育改
革。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人民
健康是基础性指标。

“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
小康。”2016年8月，在全国卫生与
健康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这样强
调。

青少年健康是今天人民健康
的“基数”，是明天人民健康的“基
础”。提升全民健康素质必须从娃
娃抓起，从基础做起，这是一项战
略任务。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就体育工作发表重要讲话，
提出明确要求，深刻阐述了体育强
国建设的战略定位、方针、目标、思
路、举措。

全面育人，体育被习近平总书
记寄予厚望——

“体育强中国强，推动我国体
育事业不断发展是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要分类指导，从娃娃抓起，扎
扎实实提高竞技体育水平，持之以
恒开展群众体育，不断由体育大国
向体育强国迈进”；

⋯⋯
这几年，随着一项项政策的密

集出台，“体育”成了一个社会热
词。

2016 年，国务院办公厅转发
了《关于强化学校体育促进学生身
心健康全面发展的意见》，明确了
学校体育工作的目标、思路和任
务，系统指出了落实学校体育国家
战略的政策要求、制度规范和工作
机制。

中国学校体育从理念到实践
正在悄然发生一场变革，受益的是
亿万孩子和他们的家庭。

标准在变。当前，评价一所学
校是否足够好，校园中的体育场地
乃至场馆一定是诸多硬件标准中
不可或缺的选项。

数据在变。教育部从 1985 年
开始，每 5 年发布一次学生体质调
研数据。2014 年的数据显示，我
国学生体质健康状况在持续 20 多
年下滑的情况下，近年来出现了积
极的变化，大部分指标止跌回升，
个别指标甚至出现了连续上升的
势头。

“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
曾经对无数中国人来说，这是最真
实的生活，也是最本初的教育。“扛
200 斤麦子走 10 里山路不换肩”，
曾经在陕西省延安市梁家河村度
过了 7 年插队生活的习近平总书
记，多次以亲身经历指出劳动实践
是宝贵的人生财富，是成长和进步
的起始，引导青少年“生活靠劳动
创造，人生也靠劳动创造，通过劳
动播种希望、收获果实，也通过劳
动磨炼意志、锻炼自己”。党的十
八届三中全会报告也提出，要“形
成爱学习、爱劳动、爱祖国活动的
有效形式和长效机制”。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习近平
总书记说：“青年要成长为国家栋
梁之材，既要读万卷书，又要行万
里路。高校学生支教、送知识下
乡、志愿行动等活动，都展现了学
生的风貌和服务社会、报效祖国的
情怀。许多学生正是在这样的社
会实践和社会活动中树立了对人
民的感情、对社会的责任、对国家
的忠诚。”

2016 年 11 月，教育部等 11 个
部门联合出台《关于推进中小学生
研学旅行的意见》，提出全国各中
小学要开展研学旅行。这意味着，
将有 1 亿多的中小学生，今后在火
热的实践路途上磨砺自己。经风
雨、见世面、受磨炼，必将造就一批
批未来国家栋梁。

创新为要，责任为先
“教育决定着人类的今天，也

决定着人类未来。”在《致清华大学
苏世民学者项目启动的贺信》中，
习近平总书记如此写道。

时移世易。但 21 世纪的竞
争，不变的依旧是人才竞争。面向
未来的人才要用责任意识去砥砺
民族复兴的重托，用创新精神去推
动民族奋进的巨轮。

在今天中国上百座城市的街
头，一种耀眼的“小黄车”常常会映
入眼帘，你只需根据车后的编号，
用微信获取密码后就能开锁，骑行
1次1元。

遍布街头的共享单车，解决了
困扰大城市出行的“最后一公里”
难题。共享单车出现以来，不仅改
变了人们的出行习惯，也悄然改变
了自行车制造业的生存状态。

但很多人可能并不知道，“小
黄车”的创始团队正是 2016 年“互
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总决
赛的季军。从小径变成大路，照亮
前路的，是这群 90 后澎湃的创新
意识和创造力。如今，这条路不再
寂寞。一些名校毕业生放着国企、
BAT［百度公司（Baidu）、阿里巴
巴 集 团（Alibaba）、腾 讯 公 司

（Tencent）三大互联网公司首字
母的缩写］不去，从一碗米粉、一个
肉夹馍开始创业⋯⋯

2016 年 12 月 7 日，在全国高
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
书记为 90 后大学生点赞：“每一代
青年都有自己的际遇。现在高校
学生大多是 95 后，再过两年，新世
纪出生的青少年也将走进高校校
园。他们朝气蓬勃、好学上进、
视野宽广、开放自信，是可爱、
可信、可为的一代。对当代高校
学生，党和人民充分信任、寄予
厚望。”

这群“可爱、可信、可为的
一代”，出生在国家经济起飞、社
会重视教育的年代，成长中又赶
上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也是中国
从“追赶”西方到“平视”西方的时
代。他们令人羡慕，又被“寄予厚
望”。更高的素质、更强的自信、更
多元的人生追求，也有更宽广的国
际视野，也应该具有更理性平和、
多元包容的大国心态。

少年强则国强，他们享受着
赞美，也肩负国家民族的重托。
创新精神成了这一代青年人身上
最鲜明的特征。

距离 2020 年建成“创新型国
家”目标，只有最后 3 年。“十三
五”期间，中国经济增长的科技
进步贡献率要从 39%提高到 60%
以上。十八届五中全会把创新提
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坚持创新发
展，必须把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
局的核心位置。”

2015 年被称为中国创客教育
元年。李克强总理在给清华大学
创客的回信中提到：“‘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核心在于激发人
的创造力，尤其是在于激发青年
的创造力。”

如何培养更多的创新者和创
业者，是“双创”教育的核心命
题。2015 年 5 月，国务院办公厅
出台了 《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
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明确
从 2015 年起，将全面深化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瞄准 9 项改革
任务，推出30余条具体举措。

有了改革“路线图”，各地各
高校精准发力，综合施策。据统
计，全国 82%的高校开设了创新
创业教育课程，68%的高校建立
了创新创业场地，613 万人次参
加各类创新创业实践活动。教育
部举办首届中国“互联网+”大学
生创新创业大赛，全国 1800 余所
高校20万名大学生参赛。

创新创业教育的起点和终点
都是育人。如今，只要你稍稍留
心就会发现，小学课本随处可见
教材编写者的精心“留白”，教师
被要求“多激发孩子的想象力、
创造力”⋯⋯以培养创新能力为
核心的人才培养改革，从小学到
中 学 再 到 大 学 ， 每 一 个 环 节 都

“动起来”。
“凿井者，起于三寸之坎，以就

万仞之深。”今天的中国正处于爬
坡过坎、转型发展的关键期。当今
世界风云变幻，冲突和矛盾重重，
人类面临种种挑战，教育要为未来
可持续发展承担责任。立德树人
的伟大教育事业，任重而道远。

中国教育的根本任务

（上接第一版）
“兵团人不仅办好自己的教

育，还着力推进兵地教育深入融
合，发挥兵团‘稳定器、大熔炉、示
范区’的作用。”黎兴平说。

第二师铁门关市华山中学是
兵团教育名校，若羌县中学是自治
区当地的薄弱学校。2014 年，华
山中学结对帮扶若羌中学，成立新
疆首个兵地教育融合发展联盟。
在华山中学帮扶下，若羌中学教学
质量大幅提升，流失的学生又回来
了。如今，这种模式成为兵地教育
融合发展的典范，在兵团和地方得
到推广，兵团学校和地方结对帮扶
学校已达 105 所，有力助推了兵地
教育事业共同发展。

2016 年，兵团中小学、幼儿园
就近招收自治区地方学校在校生
7.44万人，比2015年增长19.69%。

开拓进取，“荒地”上起
学校

很多兵团学校地处偏远，办学
条件差。但是，兵团人充分发挥老
一辈屯垦戍边的精神，在有限的条
件下努力办好教育。

2016 年 8 月，因北屯市城市规
划建设，几所学校进行校址置换，
北屯职业技术学校搬到北屯中学
的校址。从郊区搬到了城区，学校
面积虽然扩大了，但没有实训室，
无法满足职业教育的需求。这成
为摆在该校校长王英面前的一道

难题。眼看 9 月就要开学了，怎么
办？

“我们兵团人没有等靠要的思
想，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王
英说，食堂面积大，那就把食堂改
造成汽修实训室。为了把汽车喷
漆设备运进食堂，食堂地面整体向
下挖了一米。室内地下跑道，铲掉
地胶，搬进玉石加工设备和数控机
床，改装成了工艺美术实训室和机
电实训室。没有食堂，就把多余的
教室改造成食堂。整个改造工程
用了一周时间，学校准时开学了。

在条件更艰苦的团场学校，如
何吸引人才、留住年轻骨干教师、
提升教师队伍质量，一直考验着兵
团教育管理者的智慧。

近年来，兵团共招聘特岗教师
8668 名，从 2016 年起组织机关企
事业单位干部赴南疆团场中小学
及双语幼儿园开展支教活动，有效
缓解了团场特别是南疆团场幼儿
园、中小学师资短缺的问题。

为提高教师专业化水平，兵团
组织实施中小学、幼儿园教师“国
培计划”、职业院校教师素质提高
计划和高等学校优秀青年教师培
养计划，每年培训各类教师 1.5 万
余人。

“我们每年都选派百余名教师
到兰州、郑州、南京等地观摩学习，
也邀请名校的专家和骨干教师来
学校指导培训。”第十师北屯市中
学校长王建新说，“我们还充分利

用黑龙江援疆教师带来的课题，提
升教师的教研能力。”

北屯市职业技术学校充分利
用对口援疆资源培养“双师型”教
师。据王英介绍，已有 6 名“双师
型”援疆教师在学校任教，“他们不
仅带来了先进的教学理念，更把好
的教学经验和方法带到了学校。
学校还以‘四地五师’合作为契机，
与克拉玛依职业技术学院签订每
年互派教师协议。这些举措极大
提升了学校的教育教学水平”。

此外，兵团争取中央专项公益
金“励耕计划”和幼儿教师资助项
目，对 230 名家庭经济困难的中小
学教师、中职教师和幼儿教师每人
资助 1 万元，出台措施激励广大教
师扎根团场。

立德树人，培养学生
“兵”的意识

铿锵的步伐、响亮的口号、飘
扬的旗帜⋯⋯这是第十师北屯市
高级中学每天上午的大课间拉练
上发生的场景。从高一新生军训
起，北屯高中的每一名学生每天
都 要 利 用 大 课 间 拉 练 1.5 公 里 。

“我们是兵团的学校，‘兵’的意
识 融 入 到 学 校 的 教 育 教 学 环 节
中，对于培养学生的爱国情怀、
意志力、品质和树立纯正校风都
有积极作用。”北屯高中校长徐金
生说。

兵团 90%以上的中小学都建

立了少年军校，“兵”的意识在兵
团学校德育中非常突出，每年9月
开学初统一组织大中小学生进行
为期 1—2 周的军训，既学习国防
知 识 、 军 事 技 术 、 交 通 法 规 知
识，又增强了组织纪律性、锻炼
了品格、培养了吃苦耐劳精神。
兵团的军垦博物馆、周恩来总理
纪念馆、军垦第一犁、师史、团
史展览室等都是向广大青少年学
生开展德育教育的重要基地。

第十四师昆玉市 47 团中学结
合当地老红军多、军旅文化资源
丰富的实际，对学生开展“我是
光荣的沙海新兵”教育，逐步养
成“兵”的内务卫生习惯，把学
生的宿舍打造成少年军校的“兵
营”，养成“兵”的就餐习惯，分
年级进行“兵”的军事训练和列
队表演，开展兵器知识、军旅歌
曲、国防知识等竞赛。

除了培养学生“兵”的意识
教育，兵团也大力开展体育和美
育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措施，全
面提升学校美育和体育教学质量。

第三师图木舒克市 53 团二中
的口琴特色教育成为该校素质教
育的一个突破口。学校口琴教育
坚持面向全体学生，成为学校发
展的特色，获得广泛赞誉。

《草原小姐妹》《走黑马》，这
些民族舞蹈走进了兵团学校的校
园，不少学校美术月月有展览、
足球月月有比赛。

187团中学虽然地处边境，但
却积极进行课程改革，根据学校
实际情况，进行音体美选课走班
制度。学校开设了舞蹈、声乐、
足球、速滑、素描等 10 多个音体
美课程，还成立了交响乐团。“我
们希望孩子们能在音体美课上找
到自己的兴趣，成为一项终身的
乐趣。”校长鲁天波说。

一些缺乏音体美教师和资金
的团场学校，也想方设法开展第
二课堂。42 团中学就把科技创新
作为全面实施素质教育的重要抓
手。该校科技辅导员顾聪说，学
校组建了发明兴趣活动小组，带
领学生积极参加师里、兵团、全
国的科技创新比赛，让学生在大
赛中增长见识、提升能力。

顾聪和学生们的科技发明创
造往往来自于团场生活。“简易剥
壳机”是为了解决棉桃壳难剥的
问题，获得全国科技创新大赛发
明类一等奖，“能防盗的大巴车后
备箱”“防忘插拔钥匙的门锁”获
得兵团科技创新大赛二等奖，“输
液报警挂钩”获得兵团科技创新
大赛一等奖⋯⋯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地处
基层和边境的团场学校，在有限
的条件下充分发挥兵团人艰苦创
业的精神，努力办好让团场职工
满意的教育，着力培养人才，走
出了一条艰苦地区推进教育改革
发展的希望之路。

对 28 岁的慎魁元来说，今年
的教师节有些特殊——在央视播
出的《2017 寻找最美教师》颁奖典
礼上，他荣获“2017 全国十大最美
教师”称号。

“希望今后更多人关注乡镇教
育，让孩子能享受到平等教育。”颁
奖典礼上，慎魁元说出了心愿。

走回大山的守门人
慎魁元 2013 年毕业于内蒙古

师范大学。随后，他报考了家乡江
西省修水县的特岗教师。

十里八乡 20 年来没出过几名
大学生，人人都往山外走，他竟走
回来了。“我出生在大山里，理解农
村孩子求学的渴望。”慎魁元来自
江西修水的大山深处，由于没人愿
意到那儿当老师，他到 8 岁多才读
上书。那时他就想，长大后要到大
山深处最需要老师的地方去。

到修水何市镇湴浆小学报到，
同去的女老师一看山路崎岖，一天
只有两趟班车通往山外，就坐在树
下哭起来了。慎魁元却觉得对比
老家，湴浆小学还不算太偏。学校
仅有3名教师，白天包班，晚上改作
业，忙完往往就到了深夜。“忙的时
候并不觉得辛苦，停下来才发觉累
了，但内心是快乐的，感受到教书
育人的充实。”慎魁元说。

山窝里的小学校，四周少有住
户，住校的慎魁元，周末也很少回
家。学校留守儿童多，周末没人
陪，他买了一辆摩托车，挨个儿对
学生家访。工作不到两年，他把每
个孩子的上学路都走了一遍，摸清
每个孩子的家庭情况。

“非常正直和善良。”朱桂林是
慎魁元的高中老师，她如此评价自
己的学生 。“ 能做一点儿是一点
儿。”慎魁元说，“但求心安。”

五年级的高小俊，在慎魁元两
次家访后学习热情高涨，家住得最
远，每天却最早到校。冬日，天还
没亮，他就翻山越岭来到校门口，
摇两下铁门，要进教室读书。“不能
让渴望上学的孩子等。”从此，慎魁
元每天 5 点多起床开校门。渐渐
地，铁门响起的声音成了他起床的
闹钟，一响就是 4 年。碰上周末回
家，他也要在周日赶回学校，他知
道周一一大早会有人等他开门。

每天，慎魁元都要站在教学楼
前，看学生一个一个走进学校向他
挥手，那是他最有成就感的时刻。
孩子们笑着说他像个诗人，随时准
备“赋诗一首”，他只觉得自己在看
护着一个家。

见证成长的大哥哥
“我教的学生都跟我亲，把我

当大哥哥。”慎魁元总想为孩子们
做些事情，每天送孩子回家，陪孩
子打乒乓球，每次出差都自掏腰包
给孩子们买小礼物。这次到北京
领奖，他带了几个孩子同行，并带
他们去了天安门。

有一年，他发现有个小姑娘总
在校门口玩泥巴，一了解才知道，
小女孩曾经在学校读书，因患有艾
滋病，其他学生家长极力反对，怕
传染给自己的孩子。迫于压力，学
校没再收她。

于是，每天下午放学后，慎魁
元就单独给这个女孩上两节课。
其间，有家长让他不要再教，说会
被传染。慎魁元总是会停下来和
他们讲授有关艾滋病的知识，努力
解开山民的心结。后来，女孩被送
到广州一所特殊教育学校，慎魁元
的心还是没放下。“这孩子今年 12
岁了，一直靠叔叔伯伯也不是办
法。”慎魁元和同事商量，是否给孩
子买一台电脑，让她学做淘宝客服
之类的活儿。

“见证孩子成长是件幸福的事
儿。”慎魁元有过留守儿童的经历，

“和爷爷独守大山，生病在床上躺
了半年，爸妈回来才见好。”这让他
更明白“陪伴”的重要。

2014 年，慎魁元调到知青希
望小学当校长。“湴浆小学的孩子

们总是给我发短信、打电话，问我
什么时候去看他们。”慎魁元说，被
人牵挂很幸福。

来到共有 7 名教师、承担整个
村子教学任务的知青希望小学，慎
魁元既当校长又当班主任，还给毕
业班上课，第一个月瘦了十几斤。

抓教育教学，抓师生安全。
每天放学，他都领着教师把学生
护送到家。学校喇叭坏了、下水
道堵了、水井脏了，都是他动手
修理——“当家人”想把教育经
费用到实处。

往山顶爬的点灯人
2015 年获评全国优秀特岗教

师，作为优秀乡村教师代表受到李
克强总理亲切会见；2017 年获江
西省第四届中小学师德标兵、全国
十大最美教师⋯⋯一系列荣誉加
在这个 28 岁的大男孩身上，慎魁
元却很淡然：“只是做了别人不愿
做的事。”

近年来，农村学校的硬件在逐
渐改善，他迫切希望自己和教师们
能尽快成长，给孩子们带来更好的
教育。

学校都是特岗教师，自己教龄
最长，“老师病了依旧在办公室一
边打吊瓶，一边改作业。都是 90
后，不少还是城里考来的。”慎魁元

一度觉得自己太苛求了，为给大家
充电，他带头开讲座，并让年轻教
师选择主题开讲，他帮忙做电子
白板，答疑解惑。半年后，教师们
渐渐地成长起来。“我们都是山脚
下的点灯人，只有努力成长，往山
顶上爬，才能照亮更多人。”他总和
教师们这样说。

去年春节开学时，他作了一
个更加大胆的决定，让每名教师
当半个月的代理校长，学习学校
管理，培养教学管理思维。他希
望教师们都能当校长，为改变乡
村教育注入新的力量。值得欣喜
的是，今年9月，真有两名教师被
提拔为校长。

他和教师们达成共识，努力
让山里孩子和城里孩子一样，感
受素质教育的阳光。于是，孩子
们有了第一次趣味运动会、地震
逃生演习、入学照；学校有了图
书阅览室、班级图书角及属于学
校师生的微电影；第一次全体师
生给孩子生日祝福点赞；第一次
学 校 有 了 共 同 的 口 号 ： 珍 惜 时
间，点亮梦想⋯⋯看到孩子们脸
上的笑容，慎魁元觉得自己还在
成长，还应该给孩子们提供更多。

新学期伊始，慎魁元被调到
何市镇中心小学任副校长，依旧
扎根乡村。

“见证孩子成长是件幸福的事儿”
——记28岁特岗教师、江西修水何市镇中心小学副校长慎魁元

本报记者 甘甜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近日，上海市教委发布 《预防
中 小 学 生 网 络 欺 凌 指 南 30
条》，发放至全市中小学，指导
未成年人预防和处置网络不良
行为，做健康文明的“网一
代”。

该指南分为学生篇、家长
篇、学校篇和社会篇。“学生
篇”指导中小学生如何规范上
网行为，不主动实施并理性应
对网络不良行为；“家长篇”指
导家长如何准确判断孩子是否
遭受网络欺凌，在孩子遭受网
络欺凌后如何合理处置，预防
自己的孩子欺凌别人；“学校

篇”要求中小学校成立校园欺
凌预防和处置工作小组，加强
学校法治教育、安全教育和心
理健康教育，有效化解学生矛
盾；“社会篇”要求网络信息服
务提供者、相关政府部门各司
其职，为中小学生健康使用网
络提供良好的条件。

据介绍，新出台的 《预防
中小学生网络欺凌指南 30 条》
旨在指导全市中小学校加强学
生日常管理，关注学生成长过
程中不易察觉的隐性问题，结
合中小学德育、法治教育、心
理健康教育等，探索网络时代
中小学生教育管理模式。

发布预防学生网络欺凌指南

上海

福建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农
大的黄书记帮我家拾棉花了，农
大的黄书记来我家做客了⋯⋯”
今年国庆节，在新疆阿瓦提县拜
什艾日克镇新疆农业大学驻村
点，村民们迎来了他们的“亲
戚”——新疆农业大学300多名
干部和教师。

与往年国庆长假不同，今
年，新疆农业大学党委书记黄建
昆带领干部教师走进村民家中，
深入田间地头，慰问困难群众，
过了一个“别样”长假，切实让老
百姓体会到党和政府的温暖。

黄建昆带领 6 名党委班子
成员和 300 多名干部教师赴学
校驻阿瓦提县拜什艾日克镇“访
惠聚”工作点，开展“入农户，干
农活，住农家”活动，让干部和教
师始终把“三农”放在心上。

一走进村民库宛汗·塔瓦
尔家，她的儿媳妇就拉着黄建
昆去参观她家的羊圈。这个羊
圈是去年新疆农大驻村工作队

帮她家盖的，今年工作队又帮
她家建起了蔬菜大棚，还送给
她家4只母羊。

阿依古丽·卡斯木前些日
子不小心摔伤了右腿，无法行
动 ， 家 里 的 4 亩 棉 花 无 人 采
摘。黄建昆当即组织驻村工作
队队员和下基层的干部教师成
立小分队，帮助她拾棉花。

今年国庆节，新疆农大走
访入户1036户，收集群众困难
诉 求 317 条 ， 帮 扶 困 难 家 庭
140 户，投入帮扶钱物折合人
民币4.3万元。

黄建昆告诉记者：“进村入
户聚人心，结对认亲暖人心，帮
扶解困宽人心，我们把‘民族团
结一家亲’活动搬到田间地头，
干部和教师在‘亲戚’家同吃、同
住、同劳动，真正把工作做到实
处。作为农业大学，我们始终要
把‘农’字放心头，不仅培养农业
人才，还要心系‘三农’，服务
好‘三农’。”

进村入户聚人心 结对认亲暖人心 帮扶解困宽人心

新疆农大三百教师过“别样”长假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福建省高等学校招生委员会近
日下发通知，从2018年起，该
省高考 （含高等职业教育入学
考试） 取消“全国和省部级劳
动模范、先进工作者”“设区市
及以上见义勇为先进分子或其
子女”等加分项目。

福建规定，2018 年应届高
中毕业考生，自 2015 年 1 月 1
日起获得的以下荣誉和奖项者
高考文化统考成绩不再加分：在
高中阶段获得参加重大国际体
育比赛集体或个人项目前 6 名，
全国性体育比赛个人项目前 6
名者；在高中阶段获得省级优秀

学生称号者；在高中阶段获得全
国中学生奥林匹克竞赛全国决
赛一、二、三等奖者等。而此前，
这些考生享有在文化统考成绩
总分上加5分的政策。

福建规定，2018 年应届高
中毕业考生，2015 年 1 月 1 日
前，高中阶段在福建省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数学、计算机科
学、物理学等13个学科创新成
果竞赛上获一等奖者，报考在
闽高校时享有在文化统考成绩
总 分 上 加 3 分 的 政 策 。 但 在
2015 年 1 月 1 日后获得上述项
目有关奖项者，不再具备高考
加分资格。

明年高考加分项目大幅减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