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主编：蔡继乐 编辑：毛帽 设计： 王保英 校对： 刘梦

电话：

０１０－82296611

邮箱：

xinwen＠edumail．ｃｏｍ.cn

12

新闻·

2012 年 4 月 2 日 星期一

社址：北京海淀区文慧园北路

１０

号 邮政编码：

１０００８2

电话中继线：

82296688

电报挂号：

８１１０８

统一刊号：

ＣＮ１１

—

００３５

广告经营许可证号：京海工商广字第

０128

号（

1-1

） 印刷：解放军报印刷厂 定价：每月

２4．００

元 零售每份：

1郾0０

元

精

神

，

闪

耀

时

代

光

芒

他们是新时期最可爱的青年

——东北林业大学学生践行雷锋精神的故事

■

孟姝轶 本报记者 郭萍

在半个世纪的历程中， 有多少

人在雷锋精神的感召下， 为我们的

生活增添温暖。 在东北林业大学，

我们在大学生中寻找“雷锋” 的印

迹， 采撷到了一组感人的故事。

危险时刻， 他把生的

希望留给别人

2009年8月22日早晨， 天空有点

阴沉， 当旅客时心遥正在登船的时候，

送船出海的拖拉机突然启动。刚刚考上

大学、身体十分瘦弱的时心遥眼看就要

被卷进车轮，身旁的乘客都被这突如其

来的灾难吓得慌了手脚。就在这千钧一

发之时，一名“80后”帅小伙儿冲了过

去，使尽全身的力气把时心遥推进了2

米多高的船舱。时心遥安全了，可是小

伙子却被卷到拖拉机底盘下。

这个小伙子是东北林业大学

学生， 叫刘家霖。为了挽救这名素

不相识的游客， 刘家霖腹腔出血、

脾被膜破裂、肺挫伤、右侧髋臼骨

折、左侧坐骨结节骨折……经过48

小时的紧急抢救， 他才逃离鬼门

关， 经过近一年的休养， 才恢复

了往日的矫健。

事后， 有人问刘家霖是否后

悔， 他却说： “我虽然吃了点苦

头， 但毕竟救了一条命， 与生命

相比， 这点苦不算啥。”

危急和灾难是品德的试金石。

刘家霖用自己的勇敢展现了当代

大学生的担当， 更用责任让雷锋

精神在新时期闪光。

助人为乐， 大学生

“扶起” 精神的脊梁

2011年11月28日下午， 东北

林业大学大四学生冯春菲、 田文

成正准备回寝室。 在路过工商银

行时， 有一个老人突然踉跄了几

步面朝地面趴了下去。 冯春菲、

田文成和另一名路过此地的同学

赶紧走上前去， 合力把老人扶了

起来。 老人手指着不远处的一幢

黄楼， 用含糊不清的语言表达想

要回家的想法。

那幢黄楼距离老人摔倒的地

方并不太远， 可是由于老人全身

抽搐， 3名同学架着身高1米7的

老人走了半个多小时才把他送回

家。 当他们费劲周折终于找到老

人的老伴王女士时，王女士吓得手

足无措。冯春菲立即用自己的手机

拨打了120急救电话。 经医生诊

断，老人是脑梗塞复发，幸亏送医

及时，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老人的家人再三追问冯

春菲他们的姓名， 但他们还是默

默离开了医院。 最终老人的家人

从120指挥中心调取了电话记录，

才查到了冯春菲的电话号码。 问

冯春菲去扶老人时有没有什么后

顾之忧？ 小冯说： “我们没想过

那些， 我们只是做了自己认为正

确的事情。”

无私奉献， 用热血延

续他人的生命

黄志礼、 翟明鲁、 梁涛， 这

一个个普通的名字， 却被东北林

业大学永远铭记。 因为他们用自

己的一腔热血， 使一个个苍白的

生命变得鲜活。

“我是靠助学贷款完成的学

业，如果没有国家的政策、学校的

培养， 我恐怕连本科都读不完，更

不要说读研究生了。我一直想回报

祖国、回报社会。现在我的造血干细

胞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我没什么好犹

豫的，必须承担起这份责任。”2010年

5月8日，法学硕士研究生翟明鲁在采

集造血干细胞的现场说。

虽然翟明鲁本身身体并不强健，

在高一的时候还差点因为身体差休

学， 虽然父母和亲人全都投了反对

票， 但翟明鲁还是在准备答辩、 筹

备找工作最为忙碌的时候， 用半个

月的时间去救助素不相识的患者。

在东北林大， 自愿加入中华骨

髓库的志愿者还有很多， 配型成功

的3名同学在责任面前都没有退缩。

据中国红十字会介绍， 有很多志愿

者在配型成功后， 都会犹豫， 大约

只有5%的配型成功者能够真正捐献

造血干细胞。 东北林大3名学子的无

私奉献， 不仅让患者的生命得以绽

放， 更将温暖洒向人间。

学 校园在行动

残疾生乔科和他的31名“书童”

——扬州大学软件1101班学生无私帮助残疾同学的故事

■

通讯员 戴世勇 李天鹏

本报记者 沈大雷

在扬州大学扬子津校区， 经常

可以看到这样一幅场景： 一群大学

生推着一个轮椅， 轮椅上坐着一个

男孩， 与大家谈笑风生一路前行。

坐在轮椅上的这个男孩是该校信息

工程学院软件1101班的乔科， 与他

一路相伴而行的是他的同班同学。

“如果用一个词形容我对大学的

理解， 我会用‘完美’。” 今年20岁

的乔科， 来自江苏沭阳的一个普通

家庭。 1994年， 3岁的乔科不幸患上

了小儿麻痹症， 从此， 他的生活再

也离不开轮椅。 2011年夏天， 乔科

凭借顽强的毅力， 以优异成绩考上

了扬州大学。

到学校报到前， 面对即将开

始的大学生活， 乔科感到自卑和

忧虑。 但是， 当热情的同学手捧

鲜花， 带着专门为他准备的轮椅

到车站迎接他时， 他很快释然了。

进校当天晚上的班会上， 乔科坐

在轮椅上自我介绍， 大家为他身

残志坚的精神所震撼， 报以热烈

的掌声。

正式学习生活开始了， 可是

上课的地方离宿舍有一段距离，

还要上下楼梯， 这对乔科来说实

在太难了。 他所担心的事， 大伙

儿早就为他想好了。 正式上课的

前一天， 班主任丁杰召开班会，

主题就是讨论乔科上课的一些事

宜。 会上， 男生们纷纷表示愿意

每天接送乔科上下课， 女生也不

甘示弱， 想和男生争这份工作。

最终， 还是班长拍板了： “我们

班有6个男生宿舍， 先让每个宿舍

轮流接送乔科一周。”

从此， 这些大男孩每天早上6

点半准时走进乔科的宿舍， 4个人

抬着乔科， 慢慢走下宿舍长长的

楼梯， 走向食堂， 然后帮乔科买

好早餐。 早饭后， 同学们推着轮

椅向教室进发。

课堂上， 大家认真听课； 课

间休息， 有的同学和乔科讨论上

节课的内容， 有的则围在他的旁

边， 聊聊天， 开开玩笑。 “乔科，

说几句， 看看普通话进步没有？”

乔科装作一本正经的样子回答：

“当然喽， 你们这么好的师傅， 怎

么会有差的徒弟呢？”

下课铃响了， 同学们都没有

要走的意思， 大家心里都明白，

门就那么小， 大家都在等着乔科

先走， 等乔科走出教室， 大家才

陆陆续续走出教室。 这些细节深

深地感动着乔科， 他在日记中写

道： “你们是世界上最称职的

‘书童’， 谢谢你们！”

时光飞逝， 大学的第一个学

期很快结束。 在31名“书童” 的

帮助下， 乔科以班级总分第2名的

成绩交上了自己的答卷。 放假回

家的那天早上， “书童” 们自发

来到车站与乔科话别。 现在， 同

学们都把帮助乔科作为生活的一部

分， 这份责任已经深深融入到他们

的生活中。

现在， “书童” 们不仅在生活

上照顾乔科， 就是平时班级、 学院

的集体活动也不会把乔科落下。 同

学们说： “乔科， 你虽然不能走路，

但我们愿当你的双腿， 陪你走过大

学时代， 陪你经受和体会生活的点

点滴滴。”

今年3月， 当软件1101班的31

名同学无私帮助乔科的事迹传遍校

园时， 所有人都由衷地称赞他们为

“身边的活雷锋”。

3月2日， 乔科在当天的日记上

写下新的一行字： “雷锋在哪儿？

雷锋就在我的身边。”

世界上最光荣的事———劳动。 世界上最体面的人———劳动者。

有人说： 人生在世， 吃好、 穿好、 玩好是最幸福的。 我觉得人生在世， 只有勤劳， 发奋图强， 用自

己的双手创造财富， 为人类的解放事业———共产主义贡献自己的一切， 这才是幸福的。

高楼大厦都是一砖一石砌起来的， 我们何不做这一砖一石呢！ 我所以天天都要做这些零碎事， 就是

为此。

——— 摘自

日前， 上海市报童小学的学生在教室里布置 “雷锋角”，

粘贴摘录雷锋的经典格言， 激励大家向雷锋学习。

杨建正 摄

46双“雷锋鞋”

日前，

8

名刚刚加入浙江省玉环县消防大队的新战士， 将节约下

来的津贴， 购买了

46

双鞋和文体用品， 送到玉环县特殊教育学校的

46

名特教学生的手中。 林楚炳 吴增龙 摄

教室里的“雷锋角”

上海建桥学院

评选颁发“雷锋奖章”

本报讯 （记者 董少校 通讯员 李

国强）

大三学生毛东宇是个热心人： 过去

的两个暑假， 他各有十来天与外来农民工

子女一起度过， 陪他们逛世博、 上辅导

课， 为家长宣讲孩子在沪读书升学的政

策。 近日， 毛东宇获得上海建桥学院金质

“雷锋奖章”。

2006年3月， 建桥学院首次把镶有雷

锋头像的金、 银、 铜质奖章授予299名学

生， 表彰他们在见义勇为、 乐于助人等方

面的突出成绩。 从此， 评选颁发“雷锋奖

章” 成为一年一度的校园盛事。 迄今的7

次评选中， 累计2600多名学生获得这一

殊荣。

南工大4名大学生

献血传递爱与希望

本报讯 （记者 陈瑞昌 通讯员 岳

炀 赵双治）

日前， 南京工业大学学生李

豪和胡飞在回校的路上遇到为治疗食道癌

急需用血的李丁山和他的妻子。 当时他们

正在街头的献血车旁向路人求助。 他们的

真诚打动了两个大学生。 李豪献了400毫

升血， 胡飞没带身份证不能献。 得知李丁

山需要1200毫升的血量， 他们约定， 第

二天再赶来献血。 第二天， 胡飞、 李豪又

和同宿舍的韩坤、 胡桐一起来献血。

4个小伙子将献血看成是一种爱与希

望的传递： “我们还年轻， 理应为社会输

送新鲜血液。”

华中师大43位留学生

组建“洋雷锋”志愿队

本报讯 （记者 程墨 通讯员 王

小占 党波涛 ）

近日， 湖北首个以雷锋

的名字命名的留学生志愿服务队———华

中师范大学“洋雷锋” 志愿服务队成

立。 该队由华中师大国际文化交流学院

来自30个国家的43名留学生自愿组成。

“洋雷锋” 们将定期开展义务支教、 看

望孤寡老人和孤儿、 双语翻译等志愿服

务活动。

近两年， 该校尼日利亚留学生阿达

姆在武汉市农民工子弟学校义务教英语，

受到学生们的尊敬和喜爱。 最近， 一向

省吃俭用的他， 还捐出5000元设立爱心

基金。

北京信息科大教师

成立“树人团”

本 报 讯 （通 讯 员 杨 静 钟 鸣 扬

王肖楠）

近日，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30余

名教师自发成立了绿化志愿者服务

队———“树人团”。 他们将以公益劳动的

形式， 义务参加学校近127亩的绿化及美

化建设工作。 据悉， 这是首都高校第一

支教师绿化志愿服务队伍。

“树人团 ” 的发起者卢玲军说 ：

“建‘绿色北京’， 高校教师要带头参

与。 我们从绿化校园及周边环境做起，

见缝插绿， 用教书育人的责任感来植树

造林。” 北京信息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杨

军说： “老师们组成‘树人团’ 参与绿

化公益劳动， 就是倡导勤奋为学、 乐于

奉献的过程， 更是老师们立德树人的过

程。”

（上接第一版）

家住屠园小区的孔阿姨告诉记

者： “我在这里住了10多年， 每天

早晚交通高峰时， 楼下幼儿园门口

总要堵车， 自从开辟了‘护苗绿色

通道’ 后， 附近交通顺畅多了， 车

子即停即走， 这个办法太好了。”

设立“学生爱心避护

点”，提供紧急避险帮助

宁波市教育行政主管部门还主

动与综治、 公安、 工商等部门合作，

在各县 （市） 区中小学校周边500米

范围内， 各选择5至7家单位作为

“学生爱心避护点”。

“学生爱心避护点”的职责是：关注

学生安全，一旦发现可能危及到学生安

全的人员和事件时，就要对学生实施救

助，拨打相关电话求援。 另外，“爱心避

护点”的工作人员还将协助保安巡视本

区域内的环境，当学生遇上下雨、迷路

等紧急情况时， 避护点将提供躲雨场

所， 工作人员帮助学生及时联系父母。

避护点实行统筹设置、统筹运作、统一

标准、统一挂牌、统一监管。 目前，海曙

区在全区所有学校周边建立了86个“学

生爱心避护点”。

“学生爱心避护点” 之一的云石社

区居委会的马老师说， 有些学生家长

下班比较晚， 6点多才来接孩子， 学生

就会到居委会来， 社区里有志愿者为

学生辅导作业， 也会组织一些小活动，

如跳绳、 下棋等。 有时候下雨天有的

学生忘了带雨具， 也会到居委会来，

等候父母来接。

“学生爱心避护点” 的设立， 也令

家长们纷纷拍手称赞： “学校门口周

边的安全一直引人关注， 家长、 保安

和老师的力量毕竟有限， 如果能让更

多的社会人士加入到关心孩子安全的

队伍中来， 我们家长就更放心了。”

宁波市教育局有关负责人说， 今

年将在全市进一步推广“家、 校、 社

区” 联动的安全保障机制， 切实保障

中小学生及幼儿上下学安全。

家校社会联动保学生安全上下学

（上接第一版 ）

各高校要准确把握

中外合作办学的政策界限，不得以

中外合作办学名义举办专升本项

目、留学预科班等涉外办学项目。

四是严格对境外学位证书的

认证程序和标准。 相关机构要严

格按照对境外学位证书发放、 取

得和认证工作的要求， 规范境外

证书的认证程序和标准， 维护学

历学位证书制度的严肃性。 对违

反规定发放和取得的各种境外学

历文凭、 学位证书一律不予认证。

五是坚持涉外办学的公益性

原则。 要严格按照国家规定的收

费项目和学校所在地省级人民政

府批准的收费标准进行收费， 不

得擅自增加收费项目或者提高收

费标准。 要坚决抵制和纠正将涉

外办学当作创收手段的错误认识

和做法。

六是加强对校舍使用管理和

教师的教育管理。 高校要进一步

健全校舍租赁使用管理制度， 对

租赁校舍场地举办涉外办学活动

的， 要严格核查其办学资质并签

订租赁协议， 要引导、 要求本校

教师谨慎参与涉外办学授课活动，

不参与非法涉外办学机构的授课

活动。 对擅自使用学校名义和资

源非法举办涉外办学活动的， 应

当及时予以制止或者提请有关部

门、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因学校

疏于管理， 造成严重影响的， 要追

究学校及其相关领导的责任。

七是加强对涉外办学的监管。

各地要建立对涉外办学广告的动态

监管机制， 对网络及各种媒体上刊

登的涉及与境外合作办学或者颁发

外方文凭、 学位的广告进行动态监

督， 发现非法发布或者涉嫌虚假宣

传的， 要会同工商部门及时依法进

行查处。 对非法举办涉外办学活动、

非法颁发境外学位证书及其他学业

文证的， 要会同工商、 公安等相关

部门及时依法进行查处。

通知要求， 各地教育行政部门、

各高校根据通知精神，按照国家有关

法律、法规要求开展涉外办学专项清

理整顿，并将清理整顿情况及时报教

育部，教育部将适时对各地各高校清

理整顿情况进行检查。

要求加强涉外办学规范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