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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恩社会 自立自强
第二届“助学政策助我成才”征文活动颁奖

本报西安
4

月
29

日讯（记者 张
晨柯昌万） 第二届“助学政策 助
我成才”征文活动颁奖仪式今天在陕
西师大举行，北京林业大学学生刘春
华等

10

人获得特别奖，北京大学学生

况文婷等
90

人获得优秀奖，中国地质
大学（北京）等

10

所学校和
4

个省级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获得优秀组织奖。

本次活动由中国青年报、中国教
师报主办，财政部教科文司、教育部

新闻办、全国学生资助管理中心为指
导单位。同时，此次活动首次以“感谢
你，给了我腾飞的翅膀”为题，评选出
湖北秭归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陈春
晓等

10

名优秀“助学”教师。

据介绍， 此次活动
2008

年
4

月启
动，截至今年

2

月底，共收到来自全国
350

多所学校近
3

万篇稿件。 与第一届
征文活动相比，参与的学校及单位增
加了

4

倍多，稿件总数增加了
10

倍。

预防猪流感
宣传进校园

荩4

月
29

日， 武警江苏扬州边防
检查站官兵走进扬州市三元桥小学，

向学生宣传预防猪流感的相关知识，

培养学生良好的卫生习惯， 提高防
范流行病侵入校园的警惕性。

费伯俊樊荣摄

【今日关注】

� 高校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特别报道13

本报讯
(

记者 杨云慧
)

不久
前的一天， 云南省大理州剑川县
沙溪镇一块地里， 来了七八个人。

其中一个穿着短袖
T

恤的
50

多岁
男子， 开始用手刨土， 接着又拾
起一个土块搓捏， 然后拍拍手说：

“可以， 可以种洋芋。 种洋芋地要
干， 还要是沙土才行。” 说这话的
是云南农业大学校长朱有勇。 与
他在一起的， 还有学校党委书记
张海翔和几名教授。

这是云南农业大学在学习实
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 紧紧扣住
“农” 字做文章， 派专家教授走到
田间地头， 为农业增收、 农村发
展、 农民致富出谋划策的一个生
动片断。

张海翔深有感触地说， 学习
实践科学发展观， 落脚点在 “发

展” 二字上。 农业大学就是要结合
学校的特色和优势， 帮助州县以科
学的方式实现农业增收、 农村发展、

农民致富。

“农业要增收、 农村要发展、 农
民要致富， 就得将闲置的土地利用
起来 ， 采取科学的间套种植模式 ，

这样 ， 就是把天拉长 ， 把地加宽
了。” 在剑川的田间地头奔波一整天
后， 朱有勇这样告诉记者。

“剑川的地理位置和自然条件，

在云南很具有代表性。 如果新的耕
种方式在这里试验成功， 那么在云
南许多地方推广都可以成功。 这对
解决云南的粮食安全问题意义重
大。” 朱有勇说。

朱有勇不仅是云南农业大学的
校长，还是云南省政府为解决粮食安
全问题实施的“云南省作物多样性优

化种植粮食增产增效示范工程建设”

项目技术负责单位的总负责人。

如何让一亩变三亩呢？ 朱有勇
打了个比方， 他说， 在剑川原来每
年到四五月份才开始种马铃薯， 现
在就可以在二月份开始种， 到四五
月份时套种玉米。 玉米的种植是增
宽行距缩短株距， 这样， 玉米的产
量不会减少。 二月份种下的马铃薯
在低温时储存下不少养分， 开春后
成长很快， 产量反而提高， 七月份
左右就成熟了。 收马铃薯后还能种
上一季蔬菜。 这就是一亩变三亩了，

也就是 “作物多样性优化种植技
术”。

云南省提出 ，

2009

年 ， 全省粮
食播种面积稳定在

6500

万亩， 总产
量达到

1620

万吨， 增产粮食
50

万吨。

要实现这个目标， 就要调整优化农
业产业结构， 加快中低产田地改造，

大幅增加作物高产示范创建实施面
积， 着力促进粮食作物间套种植技
术推广， 进一步加大良种繁育和良
法推广力度等 。 云南农业大学的
“作物多样性优化种植技术”， 成为
云南省解决粮食安全问题、 实现这
一目标的最佳方案。

记者了解到， 云南省今年将在
2000

万亩土地上推广这项技术， 明
年将达到

4000

万亩 ， 后年达到
6000

万亩。 朱有勇说， 推广面积最终
将达到全省

90%

以上的耕种土地。

这样推广的结果， 就能在现有的
耕地面积上， 基本解决云南省每
年粮食不足

25

亿公斤的问题。 推
广这项技术， 云南农业大学向省
政府提出的实施方案中， 每亩仅
需
1

元钱。

在云南省政府实施的这项粮
食安全战略任务中， 云南农大承
担了滇东北和滇西北的昭通、 曲
靖、 丽江、 迪庆和怒江

5

个州市的
农业科技推广工作。 目前， 学校
由百名教授、 博士组成的技术指
导组已分成小组， 奔赴各地指导
工作。

他们将深入开展巡回技术指
导， 与农户建立联系制度， 实行
蹲点服务 。 通过实施 “核心区 、

示范片、 辐射带”， 示范推广优质
高产品种 ， 因地制宜扩大粮粮 、

粮烟、 粮油、 粮菜、 粮蔗、 粮果
等间套种植高产栽培模式。

新疆阿克苏职教扶贫“拔穷根”

2000名贫困孩子免费学技能8946户4万多贫困人口脱贫
本报讯（记者 蒋夫尔） “现

在， 我们家每年的收入达
2.5

万元 ；

过去， 一年只有四五千元。 我们终
于摆脱了贫困， 家里的生活一天天
好起来了 。” 日前 ， 在自家核桃园
里， 新疆阿克苏地区乌什县奥特贝
希乡墩其格村的安尼瓦尔·艾买提对
记者说， 他用从职业学校学到的技
术改良了自己家的核桃树。

从
2005

年开始 ， 在阿克苏地区
乌什县的两个村庄， 贫困户从政府
那里接受的各种帮扶中， 多了一个

新内容， 那就是 “职教扶贫”。 只要
家里有适龄的年轻人， 地区全额资
助其到职业院校读书和接受职业技
能培训， 学习职业技能， 掌握一技
之长。 阿克苏地委书记朱昌杰把这
项工作称为 “拔穷根” 工程。

阿克苏位于天山南麓， 塔里木
盆地北缘， 是新疆著名的农业大区，

素有 “瓜果之乡 ” 的美誉 。 然而 ，

由于历史原因和自然条件的制约 ，

阿克苏地区仍有
2.7

万户贫困户，

13

万贫困人口。 从根本上解决他们的

贫困问题， 一直是阿克苏地委和行
署思考的重大课题。

“扶贫必先扶智 ， 治穷必先治
愚 。 ” 谈到为何要实施 “拔穷根 ”

工程， 朱昌杰说。 阿克苏地区希望
通过 “拔穷根” 工程， 转变扶贫方
式， 提高扶贫成效， 切实提高农民
的综合素质、 职业技能和脱贫致富
的本领 ， 彻底改变他们的贫困状
况。

2005

年， 阿克苏地区 “职教扶
贫” 工程正式启动， 采取整村推进

的办法， 以村为单位组织村里的年
轻人到职业院校读书， 所需费用由
地区财政承担： 读职业高中的每个
学生

3

年共资助
3300

元， 读职业中专
的每个学生

3

年共资助
12450

元， 读
高职学院的每个学生两年共资助
10700

元。

“职教扶贫” 最先在国家级贫困
县———乌什县奥特贝希乡墩其格村
和库西塔格村实施，

164

户贫困家庭
的孩子获资助读职业学校， 地区财
政共提供

349

万余元。

2006

年， 阿克苏地区组织了
50

名农村女青年， 把她们送到职业高
中免费培训。 掌握了一技之长的她
们， 培训结束后被山东水产养殖厂
全部接收 ， 每个人一个月能挣到
1000

多元工资。

2007

年， 阿克苏地区把职教扶
贫 “拔穷根” 工程推广到全地区

30

个村， 按照每人每年财政补助
4150

元的标准， 组织
120

名贫困学生到阿
克苏职业技术学院进行两年的技能
培训。

阿克苏地区教育局局长孙云成
告诉记者， “职教扶贫” 工程实施

4

年来， 阿克苏地区有近
2000

名贫困
家庭的孩子进入职校和培训机构学
习。 通过 “职教扶贫” 和短期职业
技能培训，

8946

户的
4

万多贫困人口
摆脱了贫困， 拔掉了 “穷根”。

改革专业课程 推动中职发展
本报举办职业教育前沿论坛

本报温州
4

月
29

日讯（记者 钟
伟） 以 “中职专业课程的改革与创
新” 为主题的职业教育前沿论坛，今
天在浙江省温州市举办。论坛由中国
教育报主办，浙江省教育厅职成教教
研室、温州市教育局协办，温州市职
业中等专业学校承办。中国教育报刊
社党委书记、社长史习江，浙江省教
育厅副厅长鲍学军等出席论坛。

论坛上， 华东师范大学职业教
育与成人教育研究所所长石伟平 、

上海市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杨黎
明作了专题报告； 山东省潍坊对外
经济贸易学校、 浙江省温州市职业

中专、 北京市昌平农职校等学校分
别介绍了各自学校进行专业课程改
革的经验。

据了解， 浙江省中职专业课程
改革是浙江省政府大力推进职业教
育发展的重大举措之一。

2007

年，浙
江省中职专业课程改革全面启动，选
择数控技术应用等

4

个与浙江省经济
发展密切相关且能反映地方经济特色
的中职专业作为首批试点专业， 并最
终构建起 “公共课程

+

核心课程
+

教
学项目” 的新型专业课程模式。

纪念五四爱国主义运动九十周年
“青春之歌”晚会唱响爱国主题
本报讯（记者 柴葳）

4

月
28

日
晚，“爱国、进步、科学、民主”的“青春
之歌”响彻中国农业大学体育馆。 由
中国教育电视台联合东方卫视、中国
农业大学共同主办的“青春之歌———

纪念五四爱国主义运动九十周年”主
题晚会，用新的历史时期诞生的青春
事件与青年人物，表达了对“五四”精
神的传承与发扬。 教育部部长周济，

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农业
大学等

10

余所高校领导及部分首都
大学生代表在现场观看了晚会。

晚会在全场合唱 《团结就是力
量》 雄浑的歌声中拉开序幕， 《重
整河山待后生 》 、 《保卫黄河 》 、

《在太行山上》 等一首首耳熟能详的
经典老歌串联起

90

年来的不同时代，

把现场大学生们的思绪带回曾经的
年代， 感受一代代有为青年的意气
风发， 在

20

世纪中国青年运动的波
澜壮阔中体会国富民强的美好。

据悉 ， 整台晚会录制完成后 ，

将于
5

月
3

日晚
9

点在中国教育电视台
第一套节目中播出。

高校要为区域发展作更大贡献
部属高校学习实践活动指导检查组在安徽调研
本报讯（记者 焦新）

4

月
26

日
至

27

日， 教育部党组副书记、 副部
长陈希在安徽省调研。在调研中陈希
强调，高校要继续保持为国家、地方
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的特色，进
一步拓展产学研合作服务的空间，通
过学习实践活动的深入开展，充分调
动全校师生员工的主观能动性，进一
步增强师生员工的进取心、全局观念
和责任意识， 为国家和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作出更大的贡献。

在合肥期间， 陈希参加了服务
外包校企联盟共同协议签约仪式 ，

与北京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等相关高校的负责同志签
约； 出席了服务外包政策研讨会暨
高校毕业生网上招聘周启动仪式 ，

与安徽省、 商务部的领导共同启动
了 “

2009

年全国服务外包企业与高
校毕业生网上招聘周” 网站。 陈希
还先后深入安徽大学、 合肥工业大
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实地调研。

在参观安徽大学新校区后，陈希
充满感慨地说：“大学一定要有气势。

文化气息的营造和原生态环境的保
持都非常重要。 ”他指出，高校一定要
特别强调提升内涵，注重教学质量和
人才培养。 （下转第二版）

436万大学生受惠国家助学贷款
10年累计贷款金额达337.1亿元

本报西安
4

月
29

日讯（记者 张
晨柯昌万） 记者从今天举行的第
二届 “助学政策 助我成才” 征文
活动颁奖大会上获悉， 从

1999

年至
2008

年年底的
10

年间， 全国高校累
计有

436.1

万名大学生通过国家助学

贷款政策圆了自己的大学梦， 累计
贷款金额达

337.1

亿元。

“目前的学生资助政策体系，是
国家对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强度
最大、资助范围最广、财政投入最多
的制度安排，是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得
到实惠最多、人民群众最满意的制度
安排。 ”教育部财务司巡视员、全国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主任崔邦焱对记者

说。 在高校国家奖助学金方面，

2008

年， 中央和地方财政共计投入
104.66

亿元， 其中中央财政投入
66.13

亿元；

在国家助学贷款方面，

2008

年， 全国
高校新增贷款人数

67.4

万人， 新增贷
款金额

65.9

亿元。 此外，

2008

年，

40.84

万名新生通过“绿色通道”顺利走进
大学校园，占报到新生总数的

7.9%

。

崔邦焱表示， 国家将进一步加

大力度， 大力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
贷款。

2008

年， 全国
20

个已启动生
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工作的省份， 共
计审批贷款学生

23.9

万人， 审批贷款
合同金额

12.6

亿元。 连同
2007

年办理
的贷款， 累计已审批

35.2

万人， 审批
合同金额

26

亿元。

崔邦焱强调， 在当前金融危机
的影响下， 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资
助任务更加繁重， 工作难度进一步
加大。 但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 国
家促进教育公平的决心不会改变 ，

扶助经济困难学生的政策措施不会
改变， 保障每一个孩子不因家庭经
济困难而失学的承诺不会改变。

本报讯（记者 李伦娥） 在
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中， 中
南大学发挥人才和科技优势， 应
对国际金融危机冲击， 着力做好
国家重大科技专项、 推进产学研
合作 、 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 、

高素质人才培养等重点工作。

据 该 校 校 长 黄 伯 云 介 绍 ，

2000

年以来， 学校共获得国家科
技三大奖

38

项， 居全国高校第二
位， 其中一等奖

3

项， 居全国高校
第一位。 学校建起了

70

多家学科
性公司， 创制高新技术产品

300

多
种， 年总产值超过

100

亿元， 为湖
南提供新的就业岗位

1

万多个， 累
计纳税近

20

亿元。 为了更好地服

务地方经济， 目前， 学校领导班子
11

名成员全部分头下到湖南
14

个地
市， 送技术、 送专家上门。

中南大学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
重点综合性大学， 拥有国家重点学
科

17

个， 国家级人才培养基地和教
学基地

5

个。 在落实科学发展观活动
中， 学校从国计民生的大局和经济
社会发展的全局出发， 形成科技创
新的特色和优势。

我国是铝资源短缺、 资源品位
很低的国家， 但铝在国民经济和人
民日常生活中占有不容忽视的地位。

中南大学通过实施重大技术创新 ，

找到利用本国资源、 采用节能的方
式生产氧化铝和纯铝的新方法， 为

利用占我国铝土矿资源
80%

的低品位
矿开辟了有效途径， 可使我国铝土
矿资源储量的保证年限从

10

年左右
提高到

50

年以上。 全国铝行业还可
年节约用电

134

亿千瓦时。

中南大学学科门类齐全， 涵盖
工学、 理学、医学等十大门类。 学校
充分发挥学科优势，建立起以“学”为
基础、“研”为中介、“产”为目标的自
主创新体系，实现了大学发展与经济
社会发展的良性互动。

记者了解到， 中南大学依托学
校机电工程学院创建的公司制创新
组织———山河智能机械股份有限公
司， 开发出

100

多项自主研发的新技
术， 连续

6

年来产值翻番， 发展成为

我国工程机械行业的
100

强企业。 公
司每年为

60

余名博士后、 博士和硕
士研究生提供实战创新平台， 为

200

多名本科生提供创业实践基地。 目
前， 公司创新业务已拓展到高端制
造领域。

作为国家办在湖南的一所重点
大学， 中南大学始终坚持以湖南需
求为导向， 着力构建长效合作与服
务机制。 在促进湖南传统优势产业
提质升级方面， 学校围绕湘江、 环
洞庭湖污染治理和清水塘循环经济
关键技术进行攻关。 牵头承担国家
中长期规划

16

个科技重大专项， 水
体污染控制与治理中的 “湘江水环
境重金属污染整治关键技术研究与

综合示范”， 为湖南 “十一五” 重
金属镉、 砷减排和湘江水质的改
善提供了可行技术支撑。

“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
紧缺人才是高校义不容辞的责
任 。” 中南大学党委书记高文兵
说， “学校着力培养既满足眼前
承接产业转移、 引进先进技术需
要， 又能消化吸收先进技术、 进
行自主创新、 适应工业化和信息
化融合的高级工程技术人才， 为
我国新型工业化进程提供强大的
人力支撑和智力保证。”

中南大学坚持主动服务行业，

强调学用一致， 不断为国家经济
社会输送高水平的创新人才。 仅
以服务湖南、 担当湖南经济社会
发展的 “人才库” 为例，

2006

年
以来， 中南大学在湖南招收全日
制本科生

6500

人 ， 为湖南输送
9500

多名本科生和研究生， 并为
湖南企业培养创新型人才， 先后
为中联重科、 三一重工等企业培
养
26

名企业博士后。

用身边的榜样鼓舞青年学子
“2008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颁奖

本报北京
4

月
29

日讯（记者 杨
晨光） “

2008

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评选活动颁奖典礼今天举行， 教育
部副部长李卫红出席典礼并讲话。

获得 “年度人物” 荣誉称号的
大学生有 （按姓氏笔画）： 帮扶受艾
滋病影响儿童的复旦大学学生邓贝
西， 勇攀科研高峰的北京大学学生
王启宁， 热心社会公益的天津大学
学生王荃， 捐肾救人的新疆大学学
生王燕娜， 志愿服务的北京师范大
学学生李菊， 冰窟救人的哈尔滨工
业大学学生何晓波、 刘峰， 驰骋奥
运赛场、 为国赢得荣誉的清华大学

学生胡凯， 登顶珠峰、 点燃圣火的
中国地质大学 （武汉） 学生袁复栋，

抗震救灾、践行使命的成都信息工程
学院学生蒙祖海，自立自强的湖北职
业技术学院学生谭之平。 勇斗歹徒、

壮烈牺牲的云南农业大学学生杨继
斌获 “

2008

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特
别奖。

“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 评选活
动由教育部思想政治工作司、 共青
团中央学校部、 人民日报教科文部
共同指导， 人民网和大学生杂志社
联合主办。 自

2005

年开始每年举行
一届。

科学间套种植让一亩变三亩
新技术助农业增产农村发展农民致富

中南
大学 发挥学科优势力促产业升级
技术创新可使铝土矿储量保证年限提高4倍 水污染整治技术改善湘江水质

教育部卫生部发出通知向各地各校提出明确要求

切实做好人感染猪流感防控工作
本报北京

4

月
29

日讯（记者 焦新）

针对当前在墨西哥、 美国等国发生的人
感染猪流感疫情， 教育部、 卫生部今天
发出通知， 要求各地各校切实做好人感
染猪流感防控工作。

通知指出， 当前在墨西哥 、 美国等
国发生的人感染猪流感疫情， 已成为全
球高度关注的公共卫生事件。 目前， 我
国尚未发现人感染猪流感病例， 也未在
猪群内检测到类似病毒。 但由于一些国

家的疫情尚在发展中， 病例逐渐增多， 疫情
已经出现跨国传播， 目前不能排除疫情传入
我国的可能。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人感染
猪流感疫情的发展情况和我国的防范工作。

4

月
28

日，国务院召开会议紧急研究，对防控工
作迅速作出部署， 要求各有关部门必须保持
高度警惕，强化工作机制，采取有力措施，严
密监控防范，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健康和生命
安全，保障社会生产生活正常进行。

通知要求， 各地教育、 卫生行政部门和

各级各类学校要按照党中央、 国务院的部署
和要求， 高度重视人感染猪流感防控工作。

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要加强与当地卫生部门
的联系与沟通， 及时了解疫情发展情况及防
控要求， 并在卫生部门指导下， 认真落实有
关防控措施。

通知要求，各级各类学校要尽快开展一次
人感染猪流感基本常识和预防知识的宣传活
动， 既要避免师生产生不必要的恐慌情绪，又
要普及科学防范知识。 （下转第二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