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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3 月，在韩国首尔举
行的亚洲睡眠学会年会上，一
位来自中国的学者当选为学会
主席，并成功争取到下届学会
年 会 （2020 年） 北 京 主 办
权。他就是滨州医学院特殊教
育学院校友、中国睡眠研究会
理事长、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呼
吸睡眠中心主任韩芳教授。

谁都不会想到，33 年前韩
芳还是一位重度小儿麻痹症患
者。他回忆说，自己数次参加
高考均高分超过录取线，却因
身体残疾均被大学拒之门外。
在万念俱灰时，滨州医学院开
创的残疾人高等教育接纳了
他，从此他的人生发生改变。

1985 年，滨州医学院创
办了我国第一个专门招收残疾
青年的大学本科专业，开创了
我国残疾人高等医学教育的先
河。30 多年来，先后有 1200
余名残疾人大学生在这里得到
康复，完成学业，走向社会，
开启了崭新的人生征程。

勇担责任：一所
大学的创新之举

每个人都怀有梦想，梦想
着能够到达希望的彼岸。30

多年前，无数残疾青年为了自
己的大学梦苦苦追寻，但等待
他们的却是无助和苦闷。

很多残疾人考生回忆，当
时他们的高考成绩都超过了本
科录取线，但因为受当时体检
标准的限制，最终还是落榜。
这是残疾青年之殇，也是时代
局限。

然而，这一切因为一所大
学的改革而改变——1985 年，
滨州医学院在教育部、卫生部、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支持
下，勇敢地迈出了第一步——
创办了专门招收残疾学生的临
床医学二系。从此，残疾青年
这个群体的命运就此改变。

历史将永远记住这一天。
1985 年 9 月 12 日，全国首批
残疾人大学生怀着激动的心
情，走进梦寐以求的大学殿
堂。这是滨州医学院历史性的
一天，也是载入中国高等教育
史册的一天，57 名残疾人大
学生终于在此圆了大学梦！

他们来自北京、上海、天
津、河北等 10 余个省份，其中
5 名学生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政治部推荐的在对越自卫反击
战中立功受奖的伤残战士。

开学典礼上，同学们聆听着
时代楷模张海迪的讲话录音，整
个礼堂一片啜泣。现场的媒体记
者流着眼泪，在泪眼蒙眬中记录
下这令人难忘的镜头。

这一创举赢得了国内外的广
泛关注和高度评价，全世界 8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媒体争相报
道，称赞滨州医学院做了“天底
下功德无量的大好事”。

从那时起，全国高考招生录
取标准逐渐修改，残疾人高等教
育政策法规不断出台，招收残疾
人大学生的高校试点逐渐扩大，
从肢体残疾人，到盲人、聋人，
再到多重残疾人。

残疾人高等教育由最初的一
朵“报春花”，发展为万紫千红
的“百花园”。正如滨州医学院
医学二系 1985 级毕业生、山东
省德州市武城县人民医院主任医
师张九海所说，“母校创举一小
步，社会文明一大步”。

重塑人生：一个群
体的再生之地

“滨州医学院成为众多残疾
青年化茧成蝶、涅槃重生的摇
篮。”30 多年来，来自全国的上
千名残疾人大学生在这里康复身

心，成为医疗、科研领域的骨
干。据统计，有350人考取研究
生、70余人受到省级以上奖励。

学校坚持以促进残疾人大学
生康复和发展为核心，形成了具
有滨医特色的“残健融合、教康
结合、学用合一”的残疾人人才
培养模式，被专家称为“滨州医
学院模式”。

从招收残疾人大学生开始，学
校加强了无障碍设施的建设，建设
了残疾人大学生洗衣房、健身房、
可以坐着躺着洗澡的浴室等。

记者在滨州医学院看到，残
疾人大学生的生活空间相对独
立，但上课以及许多课外活动是
与身体健全的学生在一起的。

“这样有利于互相帮助，有利于
今后适应社会。”该校特殊教育
学院院长曹同涛说。

学校成立了残疾人大学生康
复基金，为每名新生制定康复计
划，利用附属医院的力量，为残

疾人大学生做康复手术治疗。大
部分学生在学校 5 年，自己的身
体状况得到改善康复。有的学生
入学时拄着双拐进校，毕业时已
能扔掉拐杖独立行走。

2010 级学生龚涛患有小儿
麻痹症。来学校之前他一直都是
用一种近乎“爬”的方式行走。
入校后，学校帮助龚涛进行了一
系列康复矫治和手术治疗，最
终，他奇迹般地站起来了。回想
起操场和楼梯上一次又一次跌倒
与滚爬的情景时，他感慨万千：

“是母校让我得到新生。”
河北重残学生孙月明，父母

及弟弟妹妹都是残疾人。为了让
孙月明安心学习，学校为她妹妹
安排了餐厅保洁工作，并提供食
宿。为帮助孙月明完成学业，学
校为她制定了专门的培养方案。
孙月明毕业后竞聘到一家国有企
业的管理岗位，从此这个家庭有
了晴空。 （下转第三版）

33年来，图书馆角落的双拐，墨镜后青春的脸庞，都是这所大学最别样的风景——

残疾人高等教育的“滨医模式”
本报记者 张兴华 通讯员 张玉龙 吕海波 王忠彦

“这就是为什么我如此有
底气的原因！一手的王牌，不
管是校内答辩还是公开联合答
辩，王牌对王牌！”近日，武
昌理工学院信息工程学院教师
黄薇所带班级学生顺利通过毕
业论文答辩，她高兴地写下一
篇“日志”记录这一时刻。这
也是她 11 年来写下的第 1006
篇育人日志。

黄薇是该校信息工程学院
软件工程系副教授，今年已是
她任教的第 11 个年头，送走
一届一届的学生，如今已是桃
李满天下，但她教书育人的初
心却始终没有改变——不仅教
学生知识更教他们做人，与学
生相处亦师亦友，被学生亲切
地称为“薇姐”。

“对我来说，‘薇姐’就是

我的人生导师，没有她的鼓励
和支持，可能我与大学就要失
之交臂了 。”该校软件工程
1604 班学生李俊去年由于身
体不适，落下课程，导致成绩
直线下滑，对学习失去了信
心，产生了退学的想法。黄薇
及时了解到这一情况，不断地
鼓励他，并且帮他补齐所落下
课程，让李俊重拾了对未来的
信心，还加入该校信息工程学
院大学生创新实验室，参加各
项比赛。

今年，李俊在黄薇的指导
下获得全国软件和信息技术专
业人才大赛湖北省一等奖以及
中国高校计算机大赛—团体程
序设计天梯赛大奖。对此，黄
薇却说：“其实我只是推了他
一点点，学生的成功就是我最

大的欣慰。”
“‘薇姐’给了我太多的

感动，她向我完美地诠释了教
师二字的意义。”不久前刚刚通
过研究生复试的该校软件工程
1402 班学生吴昊说，参加研究
生复试时，想起获奖证书放在
学校寝室没有带，而室友又去
参加实习，“‘薇姐’听说后，
冒雨连夜开车数十公里给我送来
证书”。最终吴昊不负众望，考
研成功。吴昊说，“薇姐”将
每个学生都当作自己的孩子一
样去关爱，她全心全意为了学
生。

“薇姐，遇到你是我最大的
幸运”，“薇姐总是让我们能一下
子开心起来”⋯⋯黄薇喜欢在
QQ 空间上撰写教学日志，分享
与学生之间的故事和自己的育人

心得。每篇“班班日志”的更
新，能瞬间吸引近千次的浏览，
不少学生在评论区留言有关专业
学习的问题，或者说出自己对人
生的想法，黄薇都会一一回复解
答，“日志”除了记录师生之间
的点滴故事，也成为了师生之间
的交流平台。

记者打开黄薇的 QQ 空间看
到，“班班日志”几乎每周都会
更新几篇，有的洋洋洒洒上千
字，少的也有一百多字，这都是
黄薇一个字一个字用心打出来
的，仔细阅读下去，字里行间情
真意切，有的写到学生上课不好
的表现，也有对学生认真学习的
赞扬，幽默风趣偶尔夹杂着时尚
的网络用语。

“ 黄 老 师 对 待 工 作 十 分 认
真，一心扑在教育上，周末几乎

很少休息，经常加班，就待在学
院软件实验室和学生们一起做实
验，具有高度的责任心。”黄薇
的同事李燕说，“我和黄老师相
处已有十多年了，在这十多年
里，时光匆匆带走了很多东西，
但是永远不变的是她对教学的热
忱，对学生的无私奉献，对工作
的高度责任感。”

十年耕耘，桃李芬芳。谈起
已经毕业的学生时，黄薇的笑容
一直布满脸庞，或许在她的心
里，学生已经成为她生命的一部
分。“每次那些已经毕业的学生
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回来学校实验
室看看，与学弟学妹们分享自己
的工作学习经历，探讨一些技术
问题等。看着他们各自在外努力
奋斗拼搏，我的内心也是非常高
兴的。”

11年 千篇育人日志 满满的爱
本报记者 程墨 通讯员 刘明扬

6 月 19 日，天津职业大学
毕业生 （右） 在进行造型设
计。当日，天津职业大学举行
招聘化妆造型大赛，该校人物
形象设计专业的 70 名应届毕
业生通过化妆造型、美甲、饰
品制作等项目，全方位展示造
型设计学习的综合实力。10
余家行业企业负责人参加评
审，并为企业招聘人才。

刘东岳 摄 （新华社发）

以赛为媒
毕业生找“婆家”

建设学习型社会是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重要内容。学习型城市建设是
加快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和建设全民
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重
要基石。组织开展学习型城市建设
监测工作，探索学习型城市测评工
作机制，是引导和推动学习型城市
建设的重要举措，对于实现到 2020
年基本形成学习型社会的目标具有十
分重要的意义。

为进一步加强学习型城市建设，
做好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项目，日
前，教育部职成司主办了第二期“学
习型城市建设高级研讨班”。研讨班
紧紧围绕学习型城市建设的重大理论
与实践问题展开，进一步凝聚了理念
共识，统一了工作思路，深化了理论
思考，交流了实践经验，为推进学习
型城市建设工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北
京、上海、太原、杭州、宁波、武
汉、长沙、成都等 8 个城市作为全国
首批学习型城市建设监测城市，在会
上交流了学习型城市建设和监测的经
验做法。

探索经验，形成有地方
特色的创建模式

在城镇化、全球化、信息化加快
发展背景下，建设学习型城市既是提
升市民生活品质的重要途径，也是实
现城市可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

十几年来，杭州一直举全市之
力，努力把杭州建设成为一个“学习
意识深入人心、学习行动到处可见”
的城市。围绕学习型城市建设，杭州
市相继出台涉及学习型城市总体设
计、城市发展面貌、教育改革、文化
繁荣、公共服务在内的近200余项政策，形成了系统的学习型城市建
设政策体系。杭州坚持探索与总结相结合、创建与交流相促进，对学
习型城市建设行动框架体系进行理性思考与战略架构，努力打造“文
化名城，学养天堂”的品牌。

从 2010 年开始，太原市启动学习型组织评估监测工作。全市以
标准化创建为准绳，以规范化评估监测为手段，经历了创建和评估监
测两大阶段，持续推进学习型组织建设工作，进一步筑牢学习型城市
建设的根基。同时建立和完善了对优秀学习者奖励的制度，坚持每年
举办学习活动周、开办太原市民大讲堂和社区市民天天课堂。

长沙市在自评的基础上，填报相关监测数据，在规定的时间内，
将相关监测数据及资料上报教育部职成司。根据监测结果和专家意
见，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凝聚各方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巩固
已有成果，弥补各项不足，探索长效工作机制。

宁波市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把创新发展理念作为指导思想，将
创新驱动作为终身教育和学习型城市建设的发展战略。《宁波市终身
教育“十三五”发展规划》 提出，“以创新为驱动力实现终身教育的
可持续发展”，并具体提出“扶持 100 个左右民间‘学习+创新’共
同体，以此为试点，探索具有宁波特色的学习共同体发展模式”。近
两年来，16600 余家单位、100 多万名职工参与职工技术创新活动，
产生创新成果2.7万项，产生经济效益几十亿元。

创建学习型城市是一个需要统筹与协调社会与政府各类资源的复
杂过程，在这个过程中，8个监测城市均表现出强劲的动能。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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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强

本报讯 （记者 龙超凡） 近
日，记者从福建省教育厅获悉，
从今年秋季学期开始，“福建助
学”APP 正式启用，该软件可
以完成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指
标体系的在线测评，将实现家庭
经济困难学生精准认定与资助。

福建省教育厅有关负责人介
绍，“福建助学”APP 应用对象是
该省高校本专科及研究生在校学
生。拟申请国家奖助学金、校内
外勤工助学岗位的学生，拟申请
或已获得国家助学贷款的学生，
资助政策宣传大使、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志愿者和“三行”活动学

生宣传员等，原则上都应该全部
通过APP系统完成线上测评。

今年秋季新学期开始，福建
各高校将在新生绿色通道、资助
信息公告栏等位置张贴“福建助
学”APP 使用说明和下载链接
二维码，并特别引导家庭经济困
难学生下载该手机应用程序，在
线进行指标测评。

此外，福建要求系统各级管
理人员要对学生个人信息及测评
结论严格保密，如发现存在违规
公示、公布、泄露或售卖学生个
人敏感信息等问题，将严肃追究
相关人员责任并予以通报。

福建今秋启用“助学APP”
在线精准认定家庭经济困难学生

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学习贯彻十九大精神
写好教育奋进之写好教育奋进之笔笔

据新华社深圳 6 月 19 日电
（记者 白瑜 毛思倩） 记者从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获
悉，该局近日推出“留学人员引
进掌上办事”平台，留学人员可
通过手机办理申报业务。

近年来，深圳市引进留学人
员的数量一直保持增长，2015
年至 2017 年连续 3 年增幅超过
40%，目前累计引进留学人员约
11 万人。截至 5 月 31 日，2018
年引进留学人员已超万人，预计
全年将突破2万人。

2017 年 1 月起，深圳全面
推行留学人员引进“放管服”改
革，其中留学人员资格审定和留
学人员引进推行全流程网上申
报。近日，深圳市人社局再次优
化升级服务，推出“留学人员引进
掌上办事”平台，将服务从窗口延
伸到网上、掌上，留学回国人员可
以随时随地通过手机在微信公众
号上办理业务，在家或者在单位
就可以完成申报流程。同时，在
支付宝的“城市服务”中也可通过
输入申报流水号查询业务状态。

深圳推留学人员“掌上平台”
通过手机在微信公众号办理业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