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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今天你们村的葡萄
园应该不会发生霜冻……”凌
晨3点，万籁俱寂，西北农林科
技大学合阳葡萄试验示范站，
张宗勤打着手电，一边查看温
度、园区土壤，一边接听着陕西
省合阳县果农们的咨询电话、
回复他们的微信。

前两天，一场突如其来的
倒春寒让陕西果农的心揪了起
来：眼下正是葡萄萌芽期，万一
发生霜冻怎么办？2018年4月
初，陕西发生50年一遇的霜冻，
给各类果蔬作物生产带来严重
影响。张宗勤提出的“一等、二
保、三舍、四管”冻害处理措施
发挥了很大作用。在这节骨眼
儿上，大家只有听到张宗勤的
话心里才踏实。

张宗勤是西北农林科技大

学派来合阳县扶贫的“专家教
授助力团”成员。仅2019年，他
就在合阳县举办技术讲座与培
训70多场次，利用微信公众号
及微信、QQ等推送技术信息
200余条，通过广播、视频等平
台开展技术讲座直播受众逾5
万人，培训果农数十万人次，示
范葡萄园3000余亩，带动影响
葡萄种植技术提升超30万亩，
被果农们称为“贴心人”。

两年来，像张宗勤这样活
跃在合阳县扶贫一线的西农专
家教授有100多位。作为合阳
县精准脱贫定点帮扶单位，西
农针对扶贫中存在的力量分
散、校地协同不足、缺乏长效机
制等问题，于2018年起创新性
实施“三团一队”扶贫模式，整
合学校和地方资源，组建“书记

帮镇助力团”“专家教授助力
团”“研究生助力团”和“优秀人
才先锋服务队”，发挥学校优
势，密切校地合作，开创了整县
域推进定点扶贫工作新局面，
实现了由“点上做亮”到“面上
做好”的重大转变，合阳县贫困
发生率由2017年的13.2%降至
2018年的1.41%，2019年 5月
顺利脱贫摘帽。“三团一队”扶
贫模式被国务院扶贫办认定为

“好经验好典型”，被教育部推
选为“直属高校精准扶贫精准
脱贫十大典型项目”。

在这场脱贫攻坚战中，西
农19个学院党委和机关党委书
记组成“书记帮镇助力团”，每
个学院组建一支专家团队，对
接一个乡镇、支撑一个示范基
地、帮扶一个产业、带动一批贫

困户，为整县脱贫提供了组织
保障。

依 托 “ 书 记 帮 镇 助 力
团”，西农先后选派168名多学
科专家组成“专家教授助力
团”，按照“1+14+14+N”工
作模式，即建1个产业扶贫示
范基地、组建14支科技帮扶团
队、实施14项现代农业园区提
升工程、出台N项具体帮扶措
施，开辟了“政府+大学+产业
园(合作社)+贫困户”产业扶贫
新路径。

4批次59名在校优秀博硕
士研究生组建“研究生助力

团”，每半年轮换一批，在合阳
县12个镇（街）和涉农部门顶岗
副职领导，从事社会实践锻炼，
协助制定镇（街）特色产业发展
规划，落实“专家教授助力团”
的技术路线，开展科技培训和
科学普及活动，发挥“三团一
队”的中枢和纽带作用。2019年
还建立了“研究生助力团工作
站”，聘请各镇（街）和相关单位
17名业务骨干担任校外实践指
导教师，搭建校地联络桥梁纽
带，打通了高校科技扶贫的快
速通道。

（下转第五版）

西北农林科大建“三团一队”模式，定点帮扶助贫困县“摘帽”——

校地合作富了富了合阳农户
本报记者 冯丽

本报讯（记者 李澈）当前
全国本土疫情传播已基本阻断，但
境外疫情呈加速扩散蔓延态势，我
国疫情输入压力持续加大。大型
体育活动和聚集性活动人员集散
量大、流动量大，疫情传播风险
较大。日前，教育部应对新冠肺
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印发
《关于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暂停恢复
大型体育活动和聚集性活动的通
知》，切实保障广大师生生命安全
和身体健康。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
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坚决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的重要
指示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
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

“两个维护”，坚持实施“外防输
入、内防反弹”的防控策略，针
对当前境外输入型病例与风险增
加的严峻形势，继续保持高度警
惕，坚决防止麻痹侥幸心理，压
实防控责任，落实防控措施。

《通知》强调，为减少人员
聚集和流动给疫情防控带来的风
险，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暂停恢复
学校体育单项赛事、综合性运动
会等大型体育活动和聚集性活
动。各地各校要坚持审慎原则，
完善有关组织和工作机制，提前
谋划相关活动预案，做好活动赛
期等调整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各校要
针对疫情防控要求，统筹调整年
度体育教育教学、运动训练与学
生锻炼活动计划，合理制定教学
组织实施方案。要充分利用网络
平台，深入推进学校体育教学改
革，聚焦“教会、勤练、常赛”
目标，注重“教健康知识、传运
动技能、练身体素质、育品德意
志”，不断丰富学校体育教学、
训练、竞赛等组织形式，减少人
员聚集，帮助学生通过体育锻炼

“享受乐趣、增强体质、健全人
格、锤炼意志”。

教育部印发通知：

暂停恢复大型体育活动
和聚集性活动

本报讯（记者 甘甜）在第
5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来临之
际，江西教育系统结合新冠肺炎
疫情防控形势任务，突出公共卫
生安全、生物安全等宣传教育内
容，组织全省1085万名学生同
上国家安全教育课。

为了上好这节国家安全教育
课，江西组织录制了2020年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小学阶段、初
中阶段、高中阶段公开课。全省
中小学生中依托“赣教云”线上
教学平台，开展“同上一堂国家
安全教育课”活动。全省高校师
生，在中国大学生在线、易班、
国家开放大学网站等在线教育平

台观看学习2020年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日高校公开课。

与此同时，江西教育电视台
连续展播国家安全公益宣传片，
线上宣传公共卫生、生物安全等
知识。江西各地各校还组织师生
开展国家安全知识在线问答、线
上讨论、主题“云”班会、在线
党团等活动进行交流学习。同
时，江西全省教育系统还通过校
园网、“两微一端”等新媒体平
台积极转发主流媒体相关宣传内
容，组织创作以国家安全教育为
主题的微视频、音频、图解、微
动漫等新媒体产品，全方位对学
生进行教育。

江西学生同上国家安全教育课

本报讯（记者 魏海政）山
东高中（含中职）学校毕业年级将
于4月15日正式开学。近日，山东
省教育厅决定，各级各类学校（含
幼儿园）师生员工统一使用“教育
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平台”报
送信息，确保开学工作安全有序，
全面掌握师生员工疫情防控信
息，科学调度学校错峰错时返校。

山东要求所有师生使用健康
通行码。目前，山东健康通行码
数据已经同步到山东省教育厅防
控平台，每天同步一次。全省各
级各类学校师生员工及学生家长

均需注册使用健康通行码。学校
管理人员和班主任每天登录防控
平台，查看本校或本班学生的健
康通行码，对显示“黄码”“红
码”人员禁止入校，按照当地疫
情防控有关政策加强管控，对未
申请人员及时提醒申请。教育行
政部门和学校充分有效利用健康
通行码和防控平台，及时掌握师
生员工健康状况，认真落实“健
康绿码+测温”制度，做好学生
晨午检、因病缺课跟踪等工作，
确保广大师生员工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

山东师生统一使用疫情防控平台

4月13日，包括南京医科
大学、中国药科大学、南京信
息工程大学在内的江苏3所高
校学生返校。此前，青海、新
疆、山西等地高校已陆续开
学。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全
国已有近70所高校开学。

高校大学生跨地区流动给
疫情防控带来巨大挑战。特殊
时期的大学开学及校园生活将
如何安排？

“点对点”接送返校，
严格检测、核验、消毒

4月 10日 9时许，从山西
汾阳老家赶回太原的山西大学

物理电子工程学院大四学生张
永鹏，一出高铁站便看到学校接
站人员。测量体温、核验身份、查
看健康码、物品消毒……经过一
系列流程后，张永鹏和其他同
学一起乘坐大巴车，回到久违
的校园。

“学校3月底就打电话询问
返校意愿。确定开学时间后，
又沟通返校方式和列车时间，
很细致。”张永鹏说，早在半个
月前，他就已在学校开发的疫
情防控APP上每日填报个人健
康数据。

在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
办的新闻发布会上，教育部应
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小组
办公室主任王登峰表示，高校
复课，第一要错层次，优先安
排毕业年级及有科研任务的研
究生；第二要错区域，本地生
源学生先复课，其次是外地

的、低风险地区学生，高风险
地区的学生暂不复课；第三是
错时复课，每一所高校基本安
排在两周时间内完成不同年
级、不同地域的学生返校。

根据“三错”原则，青
海、新疆、山西、江苏等地高
校陆续开学复课。高校开学和
中小学开学最大的不同，是生
源的跨地域流动。王登峰表
示，高校开学要提供全方位防
护，从学生走出家门、搭乘交
通工具，一直到进入校园，要
进行全程监控。

记者了解到，多地开通复
学专列、专用大巴，以“点对
点”的接送方式确保学生安全
顺利返校。

江苏无锡、启东等地推出
“点对点”客运服务，开通省内
高校直通车专线。江苏连云港
将从4月17日起正式恢复大学

城的高校直通车，陪同返校的
家长可享受免费回程。

中国铁路乌鲁木齐局集团
有限公司开行复学专列。在运
行途中，乘务员每2小时监测
学生体温，并对列车消毒、通
风、保洁。4 月 9 日 18 时 49
分，南疆1324名大学生乘坐和
田开往奎屯的K6728/6725次专
列抵达奎屯站。

山西各高校也与铁路部门
对接，让学生通过专用列车车
厢、专用大巴返校，并在火车站、
机场、汽车站等设立了接站点。

校园如何落实疫情防
控措施

高校里学生以及教学、管
理人员数量大，集体生活多且
作息时间不统一，校园疫情防
控需要更加细致到位。

（下转第三版）

多地高校陆续开学，大学生跨地区流动给疫情防控带来巨大挑战——

特殊时期如何做好大学各项工作
“新华视点”记者 王菲菲 阿依努尔 陈席元

今今日日 焦焦聚聚

脱贫攻坚脱贫攻坚 教育力量教育力量
高校行动高校行动

云南省红河州元阳县新街
镇阿者科村村民高烟苗现在已
经不用背井离乡外出打工了。
他和妻子都成了村集体旅游公
司工作人员，在家门口就能就
业，夫妻俩每月有3500元的工
资，二人还办起了“红稻农家”
餐馆，生意好时每月能有3000
元纯收入，日子越过越甜蜜。

得益于中山大学主导实施
的“阿者科计划”，当地村民日子
越过越红火。近年来，中山大学
将旅游休闲管理等一流学科优
势，转换成脱贫攻坚“点金手”，
推进乡村振兴、传统村落保护、
文旅融合发展、农耕技艺传承，
把阿者科村的青山绿水变成村
民脱贫奔小康的金山银山。

助推绿水青山变身
金山银山

阿者科村地处云南红河哈
尼梯田世界文化遗产核心区，
是典型的哈尼族传统村落，曾
以蘑菇房建筑、哈尼族传统文
化等独特景观，入选第三批国
家级传统村落。

但过去，阿者科村却出现
“守着金饭碗要饭吃”的窘
况。村内基础设施欠缺，不通
公路，环境脏乱差。由于不懂
科学开发利用旅游资源，村里
每年虽涌入近两万名游客，村
民收益却不大。

原来，很多村民靠种田、打
工谋生。但辛苦耕种一年，一亩
土地只能收入2000多元。全村
一半青壮年劳动力外出打工，村
里日渐空心化。中山大学摸底时
发现，全村有64户470余人，人
均年收入仅为 3000 元。截至
2018年，村里有建档立卡贫困
户23户120人，脱贫任务艰巨。

“玲珑美观的蘑菇房，多姿
多彩的梯田，葱茏秀美的山峰
等元素，共同构成了哈尼美景。
这是历史的馈赠，我们高校要
勇担使命，让一流学科助推绿
水青山变身金山银山。”在中山
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看来，保
留好阿者科村古朴形态事关脱
贫攻坚，更与留住乡愁、保护历
史文化遗产紧密相关。

为 帮 阿 者 科 村 “ 铲 穷

根”，为后人留住美丽乡愁，
“阿者科计划”应运而生。
2018年6月，中山大学教授保
继刚带领团队进驻阿者科村，
开展为期 3 年的公益援助项
目。驻村团队与当地驻村干部
紧密合作，因地制宜，将旅游
发展作为突破口，攻关脱贫攻
坚、遗产保护、乡村振兴等难

题，努力让阿者科村从贫困小
山村变成“网红古村”。

现代化管理让村民
同心共赢

过去，阿者科村村民搞旅
游经营时各干各的，多以农闲
时散户经营为主。

“‘单打独斗’的经营模式，

既不利于保护传统民居等文化
遗产，也不利于村民抱团发展，
打造文旅品牌。我们要引入现
代化管理，让村民同心共赢。”
中山大学校长罗俊介绍，2018
年，驻村团队按“科学规划、适
度开放、永续利用”的发展理
念，指导村民成立了阿者科旅
游公司。 （下转第五版）

中山大学创旅游扶贫，让小山村实现村庄美、产业强、乡亲富——

一流学科带火带火阿者科村
本报记者 刘盾 通讯员 漆小萍 黎鉴远

近日，西南大
学教授谢洁 （左
一）和同事来到重
庆市级贫困村——
永川区松溉镇打鱼
河 村 300 亩 果 桑
园，进行果桑种植
指导，对病变果桑
的果实、枝叶等进
行采样，并针对后
续的防护管理提出
了改进意见。

陈仕川 摄

4月14日是青海省玉树藏族自治州地震10周年。10年前的今天，玉树在7.1级强烈地震中遭受重创，
当地不少校舍遭到损毁。震后10年的今天，玉树教育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初升高升学率从32%提高到
98%，幼儿园入园率从3.5%提高到68%。图为玉树市第三完全小学二年级一班学生在上课。3月9日起，青
海中小学已陆续开始复课。 新华社记者 张宏祥 摄

震后十年 玉树新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