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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教育扶贫移民工程促均衡
10所思源学校今秋投入使用

本报讯（记者 刘见） 海南白沙黎
族自治县从

2005

年开始尝试将边远贫困地
区的学生整体迁入县城读书， 学生由最
初的

800

多人增至
2400

多人。 由香港言爱
基金与海南省政府共同投资

2.1

亿元， 开
展教育扶贫移民工程， 在陵水黎族自治
县等全省

10

个贫困市县兴建的
10

所思源学
校今秋将投入使用， 海南将有近两万名
边远贫困地区学生整体迁入， 与城镇学
生同享优质教育资源。

据白沙黎族自治县教育局局长符国
建介绍， 该县现仍为国贫县。 由原白沙
二小改建的白沙思源实验学校， 总投入
2700

多万元， 拥有全县一流的教学设备和
师资队伍。 在该校就读的边远贫困乡镇
的黎族学生高达

95%

以上。 符国建说， 教
育扶贫移民工程不仅让该校 “起死回
生”， 而且越办越有生气， 教育质量逐年
攀升。 今秋， 该县最穷的乡镇南开和细

水两所中学的
700

多名学生也将整体迁入
该校就读。

早在
2006

年， 昌江黎族自治县委、 县
政府为了帮助少数民族边远贫困山区百
姓从根本上脱贫， 将该县最偏远落后的
王下乡王下中学初中部

２７１

名学生整体
“移民” 到县城民族中学就读， 以民族寄
宿班的形式， 政府买单， 对这些学生包
吃、 包住。

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要求各市县要
因地制宜， 积极探索适合自己特点的扶
贫方式， 有条件的市县可以参照昌江的
做法。

2007

年
11

月，海南省财政厅、省教育厅
联合成立了由省财政厅长及省教育厅长
任组长的教育移民扶贫情况调研工作组，

对
11

个贫困市县进行了专题调研和讨论。

海南省政府将 “教育移民 ”纳入 《海南省
2008

至
2012

年重点民生项目发展规划》。

2008

年
7

月
15

日， 乐东思源实验学校奠
基仪式举行， 标志着海南在

2008

年至
2010

年
3

年内总投入
3.7

亿元、 新增优质学位
2.7

万个
的教育扶贫移民工程全面启动。 海南在

5

个
国家级和

5

个省级贫困市县投入
2.1

亿元， 其
中包括香港言爱基金捐助的

1.06

亿元， 兴建
10

所思源实验学校， 新增优质学位
1.8

万个，

总建筑面积近
14

万平方米， 今年秋季将全部
投入使用。 为了让更多贫困地区的孩子享受
优质教育， 今年， 海南又投入

6700

多万元，

启动了澄迈县等
5

个市县的教育扶贫移民学
校建设， 新建、 改扩建

9

所乡镇中心学校校
舍

5.24

万平方米 ， 接收教育扶贫移民学生
5500

人。

为了让来自边远贫困地区的孩子安心读
书， 海南省出台相关政策， 所有在思源学校
就读的学生， 除享受义务教育阶段免费教育
外， 还由海南省、 市两级财政按

7∶3

的比例
共同负担他们上学期间的生活补助： 小学每

人每学年
600

元， 初中生
750

元； 另外， 每人
还有

160

元交通补助。 初中生毕业后， 还可
以继续接受免费中等职业教育， 掌握一技之
长， 通过就业和创业方式， 带领贫困地区的
家庭走上富裕之路。 此外， 为了保证这些来
自贫困地区的孩子充分享受优质教育资源，

省教育厅统一组织， 面向全国公开招聘
10

名
思源学校校长和

80

名学科带头人。

海南省教育厅厅长胡光辉说： “我们把
九年一贯制教育扶贫移民学校的建设与农村
初中、 县级中学的改扩建结合起来， 从硬件
和软件上缩小了城乡、 区域之间的差距。 同
时， 想办法提高了农村孩子的综合素质， 有
利于从根本上实现贫困地区的脱贫。”胡光辉
认为，海南的经验，一是把“教育移民”与当地
优质教育资源结合起来；二是将“教育移民”

和扶贫开发结合起来； 三是把 “教育移民”

与生态保护结合起来； 四是把 “教育移民”

与发展职教、 促进就业结合起来。

本报北京
7

月
17

日讯（记者 焦新） 为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
七大和中央

8

号文件、 中央
16

号文件以及中央文明委 《关于深入
开展志愿服务活动的意见》 精神， 把志愿精神作为进一步加强和
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和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充分发挥志愿服务活动的育人作用， 教育部日前印发意见， 要求
切实加强对学生志愿服务活动的领导， 建立健全学生志愿服务活
动长效机制， 深入推进学生志愿服务活动。

意见指出， 深入推进学生志愿服务活动， 要以邓小平理论和
“三个代表” 重要思想为指导， 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 紧紧
抓住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这个根本， 贴近实际、 贴近生
活、 贴近学生， 广泛普及志愿理念， 大力弘扬志愿精神， 着力培
养志愿服务意识， 着力壮大志愿者队伍， 着力完善志愿服务体
系， 着力建立志愿服务社会化运行模式， 推动志愿服务有一个新
的更大发展， 使更多的学生成为志愿者， 使更多的学生志愿者成
为良好社会风尚的倡导者， 成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传播者、 实
践者， 充分发挥志愿服务的育人功能。 要认真总结近年来学生参
与志愿服务活动的做法和经验， 在已有工作基础上， 努力促进学
生志愿服务活动的长效化、 规范化、 常态化。 要坚持支持鼓励、

自愿无偿、 适宜适量的原则。

意见要求， 各地各校要加强教育引导， 强化学生志愿服务意
识。 高校要把志愿精神作为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
育的重要内容， 纳入到思想政治理论课教育教学， 在 “思想道德
修养与法律基础” 课中安排适当课时讲授相关内容。 要编写激励
学生发扬志愿精神的辅导读物， 在教学讨论和评价中增加宣传志
愿精神的内容。 要在学生社会实践活动中加大志愿服务的力度，

积极引导学生利用社会实践的机会开展志愿服务活动。 要加强社
会工作专业的学科建设， 为学生志愿服务提供学科依托和理论支
持。 要通过举办讲座、 报告会等形式， 积极传播志愿服务理念，

激发学生参加志愿服务活动的热情。 中小学要把志愿精神作为进
一步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 有机融入到
“品德与生活” 等课程的教育教学中。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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暑期来到， 越来越多的大
学生深入田间地头， 与农民一
起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了解
“三农”、 服务“三农”。

7

月
16

日， 西南农业大学、

西华师范大学
21

名农学专业学
生来到四川华蓥山区， 帮助果
农采摘水果。

邱海鹰摄

不得不租房安家 不得不就近走教

住房缺乏制约农村教师发展
每间面积约

28

平方米的
45

间砖瓦
平房， 是贵州省黔西南布依族苗族自
治州兴仁县巴铃镇卡子学校的教师住
房， 但这些仍不能满足全校

65

名教师
的需要， 没有房子的

20

名教师只能租
附近的民房。 在山高人稀、 交通不便
的黔西南山区， 卡子学校的住房条件
已经算不错的了。 在相当多的农村地
区， 不少中小学根本就没有教师住房。

近日， 记者对贵州省部分农村中
小学进行了采访 ， 据基层教师反映 ，

在农村地区， 特别是山高路远的贫困
山区， 农村中小学教师住房条件艰苦，

需要采取措施逐步加以解决。

农村教师住房很困难
冯建宏老师的老家在离卡子学校

20

多公里的回龙镇 ， 路远还不好走 。

2002

年调到这里工作时，冯建宏不得不
加入申请学校住房教师的行列。 但学校
的房子不够，冯建宏只能租附近农民的

房子居住，一年租金
600

元。 这一晃就是
6

年，

到了
2008

年
8

月， 一名教师调走腾出一间房，

教龄
9

年的冯建宏终于搬进了校内。

应记者要求 ， 冯建宏带记者去了他的
家： 这间兼具卧室、 厨房、 书房等功能的房
间里， 满满当当的到处是东西， 四周绑上竹
竿， 用塑料薄膜和布围起来的一张床占了房
间的大部分， 空间的逼仄让人很难判断房子
有多少平方米。

这间房子后面， 地基下沉了约
30

厘米，

搭建了一间近
10

平方米的简易房子， 放满了
土豆、 大米等生活用品和杂物， 房后有片不
大的空地。 住在这些房子里的教师都自己搭
建了这样一间房屋。

老家在
20

多公里外的民建乡的刘应秀老
师、 在卡子学校工作了

19

年的
42

岁的冯再学
老师， 家里都是三口人， 住在旁边一栋房子
里。 不同的是， 他们的房子后面间隔

3

米远，

是另外一栋一模一样的砖瓦房， 不可能自行
搭建， 所以空间比冯建宏紧张多了。

随着学校布局调整和新的教学楼兴建，

一些腾出来的教室被改建成住房， 这解决了
部分教师的问题。 也有个别教师在学校附近

的集镇上自行买地建房， 离县城近的则在县
城购买商品房。

但上述办法并未缓解农村教师住房紧张
的问题。 租民房成为农村教师解决住房问题
最简单的办法。 毕节地区赫章县

2006

年以来
引进了

1000

多名特岗教师， 教育局局长张磊
介绍说， 由于缺住房， 这些教师主要住在学
校租用的其他单位的旧房、 经过维修的旧校
舍中。 兴仁县教育局局长李坤告诉记者， 现
在出去打工的人比较多， 农村有很多空房
子， 教师比较容易租到学校周围的房子。 但
长期租房子住， 让教师很难安心。

记者在贵州省一些县市了解到： 为了缓
解住房问题， 大部分新教师被派往自己的老
家任教———可以和学生一样早出晚归， 住自
己农村的父母家。 在有的寄宿制学校， 由于
没有教师住房， 教师们下班后各自回家， 只
留下值班教师。

兴仁县民建中学校长徐定邦告诉记者，

学校只有
5

间住房， 每间
9

平方米，

5

个单身
的教师长期在校内居住， 别的教师只能到

15

公里外的县城或者
5

公里外的集镇上住， 主
要的交通工具是摩托车。 民建乡林家田教学

点只有
4

间
10

多平方米
的周转房 ，

8

名教师中
两人是本村人 ， 另外

6

人是周边村庄人， 教师
们只能每天往返数十公
里回乡下老家睡觉。

据贵州省教育厅不
完全统计， 目前贵州省
约有

4.8

万名农村中小学教师无住房， 按照
《农村普通中小学校建设标准》 中规定的教
师人均住房建筑面积标准计算， 需新建教师
周转房

82

万平方米， 按每平方米
1000

元计，

共需投资
8.2

亿元。

最缺的是盖房子的钱
在农村盖教师住房， 需要土地， 但最缺

的是项目和经费支持。

土地问题不大。 在记者采访的几乎所有
乡镇， 都对教育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和强有力
的支持。

2006

年， 兴仁县在征用校园用地的
时候， 就把教师住房用地也考虑了进去， 为
大部分农村学校解决了用地问题。

没有国家项目， 缺乏地方配套， 农村教

师住房建设最缺的是经费来源。 卡子学
校低矮陈旧的教师周转房和不远处漂亮
的学生宿舍楼形成了明显的对比。 由于
有政府专项经费和国家投入的支持， 学
生们的住宿条件比教师们好多了。 李坤
告诉记者， 目前， 县里建教师周转房的
资金来源主要是政府从转移支付中资助
一点、 少量帮扶资金和个人集资， 没有
别的渠道。 （下转第二版）

燕园深怀思念
未名盛满哽咽

北大师生追忆季羡林
7

月
17

日， 是季羡林先生灵堂开放的
最后一天。 北京大学百年纪念讲堂大厅
外墙上， 悬挂着 “深切怀念季羡林先生”

的条幅。 大厅正中原有的景观墙前， 临
时搭起的黑色布墙上写着 “沉痛悼念季
羡林先生”， 头戴绒帽、 身穿深蓝色中山
装的季羡林遗像， 悬挂在大厅正中。

尽管下着雨 ， 仍有众多从四面八方
赶来吊唁的人 ， 三三两两地走进灵堂 。

其中， 不乏白发苍苍的老者， 有些人忍
不住悲痛， 流下了眼泪。 除了偶尔有媒
体拍照的声音， 灵堂内外格外安静， 仿
佛怕惊扰了这位声名远播的著名学者。

与在百年纪念讲堂里人们寄托哀思
一样， 在北京大学民主楼， 北大外国语
学院、 北大东方学研究所和北大东方文
学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季羡林先生追思
会正在进行。

80

多名教授和学生聚集一
堂， 深情追忆季老治学为人的点点滴滴。

与会人士从不同角度追忆与季老交往的
故事， 试图拼凑出一个完整的季老。

北大外国语学院院长程朝翔教授深
情回顾了与季老的交往史。 他说： “我
从
2004

年起， 每年至少要到
301

医院看季
老一次， 听他讲各种各样的事情。 即便
在病榻之中， 但只要与东方学科有关的
人和事， 他都能如数家珍。 上个月我去
看望他时， 他讲到印度学研究时， 提醒
我一定要重视孟加拉语的系统研究。 因
为， 他觉得， 孟加拉与中国交往历史很
久 ， 其语言 、 文化非常值得我们去研
究。”

北大原东方学系教授陈嘉厚 ， 是追
思会上与季老共事时间最长的 “战友”。

他说： “季老对于中国文化， 有着自己
独特的理解和自信， 他曾说， 膜拜西方，

贬低东方是不对的， 我们不能把眼光只
停留在西方一二百年的发展成就上， 而
应从宏观角度看待东方文化的精神内
核。”

86

岁的黄宗鑑教授， 原是北大东语系
副主任， 与季老在一起工作近

20

年。 黄宗
鑑哽咽着说： “在我心目中， 季老是一
个非常勤奋、 有天赋的良师益友， 值得
后代学者不断学习。 他为了翻译 《罗摩
衍那》， 耗费了近

10

年时间， 他研究糖史
并撰写出了全世界第二部 《糖史》， 花在
阅读史料和相关书籍上的时间， 至少有

10

年。 那时候， 季羡林先生已经年近八十，

连续几年， 风雪无阻， 每天步行到北京
大学图书馆， 将一部 《四库全书》 翻了
个遍。”

斯人已逝， 音容犹在。 雨后的燕园，

夏荷盛开着。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位季羡
林老先生。 北大原东语系党总支书记贺
剑城教授说： “季老走了， 他的精神永
在， 我们将以更加饱满的工作热情， 完
成他未竟的事业， 以此缅怀季老， 愿他
一路走好。”

■

本版编辑 刘宁杨彬

■

苏婷

聚焦焦大学生“三下乡” ⑥

社会各界雨中送别任继愈
胡锦涛、江泽民、吴邦国、温家宝、贾庆林、李长春、习近平、

李克强、贺国强、周永康等，以不同方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温家宝、 李长春等到八宝山革命公墓送别

新华社北京
7

月
17

日电中国共产
党优秀党员， 我国著名哲学家、 宗教
学家、 历史学家任继愈遗体，

17

日在
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任继愈因病于
2009

年
7

月
11

日
4

时
30

分在北京逝世， 享年
93

岁。

任继愈逝世后， 胡锦涛、 江泽民、

吴邦国、 温家宝、 贾庆林、 李长春 、 习近
平、 李克强、 贺国强、 周永康等， 以不同方
式表示慰问和哀悼。

17

日上午， 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庄严肃
穆，哀乐低回。礼堂正厅上方悬挂着黑底白字
的横幅“沉痛悼念任继愈同志”，横幅下方是
任继愈遗像。 任继愈遗体安卧在鲜花翠柏丛
中，身上覆盖着鲜红的中国共产党党旗。

上午
8

时许， 温家宝、 李长春、 王兆国、

刘云山、 刘延东、 李源潮、 蒋树声、 马凯、

陈奎元、 孙家正和彭珮云、 罗豪才缓步来到
任继愈遗体前肃立默哀并鞠躬， 作最后送
别， 与亲属一一握手， 表示慰问。

任继愈的生前友好和各界人士也前往送
别。

任继愈逝世后， 以各种形式表示哀悼、

向其家属表示慰问的还有： 王刚、 王岐山、

回良玉、 刘淇、 汪洋、 张高丽、 张德江、 俞

正声、徐才厚、李鹏、万里、乔石、朱镕基、 李
瑞环、 宋平、 刘华清、 尉健行、 李岚清、 曾
庆红、 吴官正、 罗干、 令计划、 王沪宁、 路
甬祥、 乌云其木格、 韩启德、 华建敏、 陈至
立、周铁农、李建国、严隽琪、桑国卫、梁光烈、

孟建柱、戴秉国、张梅颖和彭冲、谷牧、丁关
根、姜春云、曾培炎、王汉斌、陈慕华、雷洁琼、

邹家华、李铁映、司马义·艾买提、何鲁丽、丁
石孙、成思危、许嘉璐、蒋正华、盛华仁、唐家
璇、叶选平、钱伟长、宋健、王忠禹等。

任继愈
1916

年生于山东省平原县。

1956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他长期从事中国哲学、

宗教学的教学和研究， 是用马克思主义立
场、 观点、 方法研究中国哲学的优秀代表，

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宗教学的开创者和奠基
人。 他坚持以整理传统文化资料为己任， 先
后亲自主持多项大规模的文化工程， 为我国
的文化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

任继愈中华文明的守望者
（详见四版）

卡子学校教师自己搭建的简易厨房。 本报记者 刘华蓉摄

期待公共设施更开放

酷热难当的盛夏， 湖南长沙新添一项关
爱中小学生的措施———由政府统一购买服
务， 中小学生凭有效证件就可去全市

15

个游
泳场馆免费游泳。 此前， 该市已经宣布免费
开放所有城市公园。 这些行动赢得各界赞
许。

为丰富中小学生的假期生活， 有关部门
早就要求， 有条件的中小学应向社会开放操
场、 图书馆等设施。 目前在许多地方， 学
校、 博物馆、 展览馆、 纪念馆等公共场所已
经对公众免费或优惠开放， 成为孩子们假期
的好去处。

但是， 我们也不难发现， 还有更多能给
孩子以快乐的公共资源依然没有向学生免费

开放。 不开放的理由往往是： 开放这些资源
的经费不够、 人手不足。 这些机构算账很
“仔细”： 如果对中小学生免费会影响经济效
益。

公共资源的效益在哪里？ 不在盈利多
少， 而应当在于为公众提供了多大的服务，

发挥了多少公共服务和社会教育职能。 要推
动更多公共服务机构向中小学生免费开放，

一是需要政府支持， 地方政府可以购买公共
服务， 让中小学生免费使用； 二是需要社会
自觉， 拥有公共资源的部门必须真正树立公
共服务意识， 为公众特别是下一代提供优质
服务。

让学生有更加和谐的成长环境、 丰富学
生的假期生活， 全社会有责， 期待更多的地
方能够像长沙市一样， 拿出切实的行动。

■

本报记者 刘华蓉

■

长短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