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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区关爱贫困大学生
日前， 辽宁省锦州市铁新街道六百户社区的工作人员来到辽宁中医药

大学贫困学生吕洋家中走访， 鼓励吕洋克服困难， 弘扬自立自强精神。

谷进摄

人物在线人物在线
杨彬主持：

yb0321170@yahoo.com.cn

日前，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团委、淄博信
息工程学校等单位， 共同为地震灾区学生
安排的新年游园活动， 使孩子们感受到了
家的温暖和亲人的关爱。

梁宝海张团委摄

时评
栏目主持人： 王亮
欢迎荐稿

: wangl@edumail.com.cn

让大学生像种子撒遍农村大地
■

陈强
新近出台的中央一号文件要求，

稳步推进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工作， 实
施“一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此举十分
重要， 非常及时。

当前，应对金融危机，扩大国内需
求，实现经济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农
业都是重中之重， 而解决好“三农”问
题， 关键是要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

近年来，全国不少地方都实施了“一村
一名大学生计划”， 高校毕业生到农村
任职，不但给农村带来了新观念、新气
象，提高了村干部的整体素质，促进了
新农村建设，而且拓宽了高校毕业生就
业和农村基层干部培养这两条渠道，

可谓是多赢之举。

目前我国有几十万个行政村， 如
果每个行政村都有一名大学生担任村
干部， 不但能极大地缓解高校毕业生
就业难问题， 一大批有知识、 有文化
的青年， 还能像种子一样在广阔的大
地上生根开花结果， 成为引领广大农
民脱贫致富的带头人。 笔者认为， 按
照中央要求实施好“一村一名大学生
计划”， 当务之急是要做好四项工作。

一是要加强教育引导， 转变就业
观念。 尽管近年来高校毕业生就业呈
现出日益严峻的形势， 但仍有相当一
部分毕业生存在只愿留城市不愿到农
村的观念。 对此， 全社会特别是高校，

还要继续做好多种形式的宣传、 教育
和引导工作， 通过切实有效的工作，

促使毕业生进一步转变就业观念， 踊
跃投身农村。

二是要开设相关专业课程， 有针
对性地培养。 据笔者调查， 不少大学
生村官到农村后存在生活适应能力差、

农业知识匮乏、 工作无从着手的问题。

因此， 高校应开设相关专业课程， 教
授相关的“三农” 知识， 提前深入到
农村去调查、 实践， 有针对性地培养
一批有志到农村工作的大学生， 为其
将来就业打好基础。 比如， 河南农业
大学于

2008

年开设了人称“村官专业”

的农村发展与管理专业， 生源情况和
教学效果都很好。

三是要解决好编制待遇问题， 提
高生活补贴。 在一些地方， 大学生村
官没有明确的身份和正式的编制， 生
活补贴偏低， 成为其下得去却留不住
的主要原因， 甚至出现村官不驻村的
现象。 因此， 人事、 财政等有关部门
应结合当地实际， 为其解决好编制待
遇等问题， 使其留得住、 干得好。

四是要明确出路， 给予希望。 应
出台并认真落实大学生村官任期期满
后的有关政策，该提拔的提拔，该享受
优惠政策的必须及时兑现。 这样，才能
解除其后顾之忧，使其充满希望地扎根
农村，安心工作，而不是将到农村任职
作为考研或报考公务员的跳板。

【每日传真】

拼一股狠劲打个翻身仗
———湖南洪江下大力气推动教育发展纪实

■

本报记者 李伦娥
洪江， 原名黔阳， 是湖南湘西一个

40

多万人口的县级市。

在湖南， 洪江教育曾经辉煌 ， 也曾
经陷入困境。

“吃得苦， 霸得蛮， 耐得烦 ”， 发扬
这种著名的湖湘文化精神， 不到

10

年， 洪
江教育又谱新篇。

从某种意义上说，洪江教育的发展传
承，是无数洪江教育人拼搏精神的真实写
照。

从“潇湘七雄”跌入谷底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 ， 原名黔阳县的

洪江市 ， 是湖南农村教育的一面旗帜 ，

享有 “潇湘七雄 ”、 “湖南十强 ” 的美
誉，

1996

年即实现 “两基”， 县一中还是
全省第一批 “省重点”。

90

年代中后期， 洪江教育开始陷入困
境：

1996

年的特大洪灾中， 县城及多个乡
镇进水， 全县所有企业全部瘫痪， 个体
工商户

2/3

迁走，教育也损失惨重。为实现
“两基”目标，中小学纷纷采取借、贷、垫等
举措筹集资金进行灾后重建，自此背上沉
重的债务。此后不久的

1998

年，原黔阳县和
洪江市合并，成立新洪江市，市治设古镇

黔城。随着市治新建和整体搬迁，原本就
十分薄弱的洪江经济承受着巨大压力，政
府财政空前紧张，从

1999

年到
2003

年，政府
财政拖欠教师工资达

3000

多万元 ， 其中
1999

年上半年
6

个月， 全市
4000

多名教师，

没发一分钱工资！

2001

年
3

月， 因违规接收一所学校的
几十名复读生， 该市一中被摘去 “省重
点” 的牌子。 全市教育人心情十分沉痛，

基础教育面临巨大的压力！

这样的底子， 这样的基础 ， 洪江教
育怎么办？

2001

年
12

月， 新任洪江市教育局局长
的易声庚，面对的就是这样一个令人欲哭
无泪的现状。 “上访告状的成线线。 ”易声
庚回忆说，上任第七天，教育基建队的

20

多名工人就手捧锅碗，堵着他的办公室门
要饭吃；这边人还没走，大批的退休教师
又堵着门问他要工资。 “扑火局长，天天扑
火”，人们这样形容那时的他。

把失去的“牌子”再夺回来
怎么办？ “首先 ， 要从转变观念着

手。” 易声庚说。 自
2002

年开始， 该市在
全体教师中大力开展 “教师走下神龛 、

全心服务学生” 的思想大讨论活动， 大
力推行办学体制改革、 新课程改革、 人

事制度改革和招生体制改革， 并且旗帜鲜明
地倡导教育局就是 “服务” 局。

与此同时， 市委、 市政府高度重视教育
发展。 拖欠教师工资， 其实也是无奈之举，

当时全市公职人员工资都没发。

2003

年， 市
财政状况稍一好转， 首先就保证了教师工资
的足额发放，

2005

年年底， 所有陈欠一次性
全部结清！ 有的教师抱着上万元的现钞， 眼
泪都流出来了。

工资问题解决后， 易声庚和教育局一班
人坐下来， 认真分析形势后得出结论： 眼下
当务之急是一中重新挂牌、 新县城建中小学
各一所。

首先是对一中进行大整顿。 “为什么会
摘牌？ 摘牌之后怎么办？” 市委书记刘克立
先后两次将常委会搬到学校现场召开， 在进
行教育思想大讨论、 严格规范办学行为的同
时， 增加投入对学校硬件进行改造， 先后筹
集
2000

多万元， 建起了科教楼、 图书馆、 学
生公寓等， “两三年的时间， 新建了

11000

平方米。” 校长蒋益楠兴奋地说。

硬件改变， 只要有票子， 好说； 难的是
软件， 是教育教学质量的提高。 因为经济大
幅下滑教师工资无法兑现， 那几年， 全市流
失了

80

多名骨干教师， 基本上都是一中的。

所以申请重新挂牌， 有一个重要的指标怎么
也达不到： 优质课的比率， 按要求是

30%

，

而自检的时候， 连
15%

都不到。 那几年， 教
育局几乎要搬到一中办公了 。

2005

年
8

月 ，

教育局副局长邓承兴领着从局里和其他学校
抽调的

30

多人一头扎进了学校， 一呆就是一
个多月。“白天听学校老师们的课， 晚上听特
级教师们的课，看碟，查找差距，分析原因，老
师一个一个过关。”邓承兴介绍说。就这样，最
后省里专家们来验收时， 优课率高达

36%

！

“最后听到专家组 ‘建议予以通过’

6

个字时，

我的眼泪一下子就流出来了。”易声庚说。

一中的牌子夺回来了， 另外一个难题又
迫在眉睫： 县城从安江搬到黔城， 黔城人口
陡增， 急需建一所中学和一所小学。 易声庚
和他的同事们有苦难言： 搬到新县城后， 教
育局几十号人还不知到哪儿上班呢。

但是，建不了也得建。虽说早在
2001

年
11

月一所名为芙蓉中学的新校就开始筹备，但
直到

2003

年才开始动工。“五个山头啊， 费了
好大的劲才搞平整。” 回忆起建校

6

年多的艰
辛， 校长张树林忍不住眼圈都红了：“全校老
师大会，才说一句话，我的眼泪就哗哗直流。”

“偏心”换来的新面貌
整整

7

年后的
2008

年年末， 在冷风嗖嗖
的冬日里， 记者行走在洪江硖洲、 安江、 龙
田、 土溪、 双溪、 黔城的

12

所学校里， 看到
的是一幅令人为之一振的农村教育新面貌。

尽管也有较旧的校舍， 尽管有的学校宿舍还
是木板搭的床， 但每到一所学校， 无不干净
整洁， 秩序井然， 甚至每一间学生宿舍， 都
是被子成角、 毛巾成线、 鞋子成行； 而塘湾
中心学校的 “竹诗墙”， 安江二完小的 “三
字经”， 硖洲中心学校的 “诗式廊”， 龙田中
学的 “发明苑 ”， 龙田小学的 “起步廊 ”、

“科普园”， 双溪中学的 “状元亭”、 “英才
廊”， 双溪小学的 “经典故事墙”， 太平中心
学校的 “文昌阁”、 “竞芳亭” 等校园文化
建设， 更是让记者恍如穿行在文化长廊之
中。 “校园文化建设形成了独特的洪江教育
特色。” 有人这样评价。 据悉， 这些校园文
化建设项目， 都是市里结合学校布局调整、

危房改造和寄宿制学校建设等， 在满足教学
基本需求之后 ， 本着对学生 “潜移默化 ”

“环境育人” 的目的而建设的， 极受师生和
家长的欢迎。

确实 ， 短短几年 ， 洪江教育是彻底的
“旧貌换新颜”： 提前

5

年实现了怀化市 “普
及中小学计算机教育教学” 的目标， 连续

5

年省、 市 “普九” 年检合格， 连续
6

年荣获
怀化市高中教育教学突出贡献奖。 自

2003

年
到
2007

年， 投入资金
2

个多亿， 改扩建校舍
28

万平方米， 消除全部
D

级危房
2

万多平方
米。 教师们的工资不仅再没出现过拖欠现
象，而且教师的医保、教师津补贴全部列入财
政预算。为调动教师们的积极性，市委、市政
府在每年评选

30

名优秀教师、 每人奖励
1000

元的基础上， 开始设 “骨干教师特殊津贴”，

2008

年首批评选
20

人，每人每月由财政发“特
殊津贴”

400

元，“别的部门都羡慕得不行，都
说市委和市政府对教育偏心。” 易声庚高兴
地说。 “偏心” 当然有效果， 从去年开始，

市里的骨干教师就一个都没走， “不信在洪
江就干不出名堂。” 有老师这样说。

自强大学生千里返乡替父还债
■

本报记者 张兴华通讯员 张成良
1

月
21

日， 刚刚获悉得到
2008

年度 “中
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称号的鲁东大学学生李
静来不及庆祝， 就风尘仆仆地赶回家乡山西
晋中

,

将两年多来积攒的
4000

元钱交给父亲
偿还债务。

1

月
19

日， 由共青团中央、 全国学联主
办的

2008

年度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 评选
工作落下帷幕， 李静经过校级、 省级和全国
级评选， 获得

2008

年度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
星” 称号， 也成为山东烟威地区高校中唯一
获此殊荣的大学生。

按照原来的打算李静并不想回家
,

她想
利用假期到电视台去实习一段时间， 还打算
到北京联系一下实习单位， 为下学期实习做
准备。 然而一个意外的电话打乱了李静平静
的假期生活： 远在山西家乡的父亲给她打来
电话，春节临近，一位老乡上门要

6000

元债，

家里拿不出钱来，李静的父亲急得够呛。

第二天一早， 李静给父亲打电话， 告诉
父亲不要着急， 她可以带回家

4000

元钱， 再
到晋中中学同学那里筹借一下， 应该能凑够
这
6000

元钱。

在大学念书哪能攒下这么多钱呢？ 在父
亲的追问下， 李静一五一十地说出两年多来
她身兼数职、 自谋学费的经历。

2006

年李静进入鲁东大学， 为了减轻家
庭负担， 大学期间李静完全依靠自己解决学
习和生活方面的支出， 她申请了

4

年的国家
助学贷款解决

4

年的学费， 课余时间她在校
报编辑部打电子稿、 校稿、 做助理编辑， 在
鲁东大学大学生生活中心 《生活通讯》 采写
稿件以及在院教务办公室等处勤工助学。

李静手里有一本记录勤工助学收入的笔
记本，记者翻看了一下，其中

2008

年
12

月的收
入情况是这样的： 校报稿件处理及助理编辑
工资为

100

元；在《生活通讯》月工资约为
260

元；校报学期稿费
603

元；外宣稿费
240

元。这
几项收入加在一起有

1200

元。李静告诉记者，

入学
3

年来她一共赚到将近
10000

元， 除了自
己日常生活必需的花销外， 她悄悄地把这些
钱攒起来，准备将来找工作时使用。

听说债主上门， 李静决定把所有积蓄都
拿出来， 替父还债。 她还连夜和中学同学联
系， 另外借了

2000

元钱。 因为银行转账比较
麻烦， 年近六十的父亲还要央人到几十里外
的镇上银行去提取， 同时也为了省下银行或
邮局的手续费， 李静作出了一个大胆决定，

怀揣
4000

元现金回家， “虽然带着几千元现
钞觉得有些紧张， 但一想到家里急用也就踏
实多了。”

跟同龄大学生相比， 李静经历的磨难显
然更多。

2001

年冬天， 李静的母亲患肾癌永
远离开了她， 那一年， 她只有

15

岁。 经受了
身心巨大打击的她没有放弃，

5

年后她拿到
了鲁东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由于李静的母亲
在生病期间早已花光了家里的积蓄， 而且还
欠下了两万元的外债， 就在不久前， 哥哥也
失去了工作， 赋闲在家， 全家三口人全部收

入只有父亲每月千元左右的工资。

尽管刚一入学就背负着和别人不同的生
活压力， 但李静并没有放弃学习和锻炼自己
的机会， 经过不懈努力， 她迅速成长为采写
能力突出的校报首席记者。 她也在一年时间
里在 《中国教育报》、 《齐鲁晚报》、 《烟台
日报》 和 《烟台晚报》 等媒体上发表了新闻
作品

160

余篇， 共
14

万多字， 并撰写了
6

篇关
于新闻研究的论文。 尽管勤工助学花去了她
一些时间， 但她的学习从来没有落下， 不仅
顺利地通过了四级考试， 还因为成绩优秀获
得了国家励志奖学金

5000

元。

正因为身处困境还自强不息， 并取得了
一系列的耀眼成绩， 李静最终被共青团中
央、 全国学联评为

2008

年度 “中国大学生自
强之星”。

1

月
23

日， 记者电话联系到李静的父亲
李建林。 他告诉记者： “债主要求

1

月
22

日
前还清债务， 幸好李静拿回了钱， 要不还不
知道这年怎么过呢？” 说起女儿来， 李建林
难掩喜悦： “她很自立， 不但自己挣够了生
活费， 还回来帮助我还债， 真是难得啊！”

春节期间， 江苏省赣榆县新华书店组织了一批少年儿童喜爱的读物， 并为留守儿童
开设了读书场地， 使孩子们在“书吧” 中度过一个丰富多彩的节日。 司伟摄

新疆杜绝义务教育新债务
去年下拨11.7亿元偿还“普九”债务 今年将全部化解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 记者日前从新
疆维吾尔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 自治区力争
在今年全部化解农村义务教育 “普九 ” 债
务。 据悉，

2008

年， 自治区已安排下达
11.7

亿元资金用于偿还 “普九” 债务。

据了解， 自治区对各地 “普九” 债务进
行了核实， 最终锁定全疆 “普九” 债务

15.5

亿元。

自治区财政厅有关负责人表示， 在化解
农村义务教育 “普九” 债务的同时， 加强对
各地债务化解的跟踪问效工作， 严肃纪律，

坚决杜绝新债务产生。

据了解，

2002

年 “两基” 攻坚以来， 该
区用于 “两基” 攻坚的建设项目资金达到

24.6

亿元。 主要实施了 “国家贫困地区义务
教育工程”、 “农村中小学危房改造工程”、

“农村寄宿制学校建设工程”、 “农村中小学
现代远程教育工程”、 “农村初中校舍改造
工程” 等项目。

去年， 在财力困难的情况下， 自治区本
级财政又积极调整支出结构， 筹措安排资金
1

亿元， 专项对全疆
12

个地州
26

个县进行农
村中小学校舍危房改造； 安排

8000

万元用于
对困难县市学校教学仪器设备、 图书购置补
助； 安排

6700

万元用于未 “普九” 的塔什库
尔干塔吉克自治县建设校舍。

据悉， 为支持教育发展， 近几年自治区
财政积极调整支出结构， 建立教育稳定投入

机制， 逐年加大了对教育的投入力度， 努力
实现教育经费 “三个增长”。

2005

年以来的
3

年 ， 自治区预算内教育拨款分别增长了
18.98%

、

22.17%

、

27.33%

， 除
2007

年之外 ，

其他两年均做到了预算内教育拨款增长高于
同期财政经常性收入增长， 为自治区 “两
基” 巩固提高工作奠定了财力基础。

据了解，

2004

年新疆实施国家西部地区
“两基” 攻坚项目工程， 全区

28

个县被列为
项目县，

27

个已经顺利完成攻坚任务。 截至
2007

年全区
93

个县市区中有
92

个实现了 “两
基” 目标， 地方人口覆盖率达到

99.8％

。 基
本完成了自治区党委、 政府提出的 “两基”

规划目标任务。

中外三高校共建清洁能源研究链
本报讯（记者 张宝敏通讯员 孟

兆熙） 记者从近日在天津举行的清洁能源
与环境控制研讨会上获悉， 天津大学、 香
港大学、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

3

所名
校， 将发挥在汽车动力、 生物质能源、 建
筑节能技术及电力技术领域优势学科方面
的优势， 打造清洁能源研究合作链， 共同
为天津滨海新区的清洁能源和环境建设献
计献策。

三校商定，将以在滨海新区建立国际绿
色能源研究中心、 开展国际能源合作计划、

举办新能源与可再生能源国际论坛等形式
为平台，开展能源领域核心技术源头创新研
究与技术集成示范及重大理论方法研究。

郑州多项措施助大学生就业
本报讯（记者 郭炳德） 记者近日

从河南省郑州市人事局召开的高校毕业
生就业工作座谈会上得知， 为帮助大学
生就业， 该市出台了多项优惠政策。

据郑州市人事局有关负责人介绍 ，

郑州市的机关、 事业单位招录、 招聘人
员， 将重点面向郑州生源毕业生和已经
在郑州市办理报到手续的本科以上外地
毕业生。 另外， 郑州市要求， 对招录到
县 （市）、 区级以上党政机关事业单位、

没有基层工作经历的高校毕业生， 要有
计划地安排到基层工作

１

到
２

年。 同时， 郑
州市将为毕业生延长报到时间， 如果毕
业生在两年之后换工作或者要到别的省
市去工作， 在毕业

３

年内可以重新改派。

仙游山区小学教师每年获补贴
本报讯（林庆廉 记者 龙超凡）

记者日前获悉， 从
2008

年秋季学期起， 仙
游县政府开始对山区小学教师实行工作
补贴， 每人每月补贴

100

元， 每年按
10

个
月发放。 根据补贴办法， 凡在岗在编满
一年以上的山区小学教师均可领取每年
1000

元的山区补贴， 全年补贴款分
6

月 、

12

月两次发放。 目前， 该县西苑、 书峰、

社硎等
8

个乡镇的
500

多名山区小学教师已
全部领到了本年度补贴。

仙游县教育局局长郑宁凡表示，该举
措对调动山区教师的工作积极性，促进城
乡教育均衡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仙游县
还将把在山区任教的初高中教师纳入补
贴范围， 并将根据财政情况调整补贴金
额，以吸引更多的优秀教师到山区任教。

首届惠普杯发现之旅冬令营开营
本报北京

2

月
3

日讯（记者 储召生）

由北京师范大学数学科学学院、 惠普公
司等组织实施的首届全国

HP

杯发现之旅
冬令营今天在北师大开营。 北师大教授
曹一鸣说， 此项活动意在推动手持技术
在中学数学教育中的传播和普及， 发挥
图形计算器和数据流技术在培养学生创
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方面的积极作用。

据了解，

2007

年
10

月教育部基础教育课
程中心与美国惠普公司达成开展“手持技术
与中学数学课程整合” 研究课题合作意向，

由教育部数学与复杂系统重点实验室组织
实施。目前，该课题已在北京、天津等地

12

个
实验区的

48

所学校开展实验研究。

（上接第一版）

落户政策不会造成中
小城市人才流失

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在对
北京地区用人单位的调查中发现， 用
人单位在招聘大学生过程中， 并不是
非常重视户口的作用， 在对专业知识、

敬业精神等
15

项因素的排位中， 户口
只排在第

10

位， 仅仅高于承受压力和
克服挫折能力、 性别、 弹性应变能力、

社团或课外活动经验等因素。 但对应
届毕业大学生个人的问卷调查则表明，

户口仍然是影响大学生就业的重要因
素，

52%

的人认为， 户口仍是大学生就
业的障碍。

自
2003

年以来 ， 不少专家呼吁 ，

实施大学生全国范围内的自由就业政
策， 保障他们在全国范围内的 “公民

与市民待遇”， 从根本上改善我国大学生
就业的政策环境。 在全国范围内取消对
大学毕业生的一切户口指标限制和人事
指标限制， 促进大学毕业生无障碍就业
和自由流动。 针对国务院这项规定中的
“直辖市除外”，杨伟国认为，这一考量的
根源，与北京、上海等地与其他地区间的
地域差距， 以及人口、 环境等承载着巨
大的压力有关 。 但从长远来看 ， 北京 、

上海等作为高端产业集中的经济核心区，

其发展更需要向高端人才敞开胸怀。

有人担忧， 毕业生的落户政策开禁
必然造成中小城市和落后地区的人才流
失， 而发达地区城市的隐性失业人口继
续扩大。 杨伟国指出， 应加强体现国家
战略意图的就业导向激励措施。 在就业
激励方面， 很多国家都有一些政策旨在
更多地创造就业需求， 激励大学生到艰
苦地区和艰苦行业从事艰苦的职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