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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骑马上学到进城读书
——南疆少数民族适龄儿童全部入学

成都举办百万职工技能大赛轨道列车司机大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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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年前，7 岁的古丽阿沙尔·居

马和爸爸赶了十几个小时山路到达

阿克陶县县城时，城里的树让她惊

呆了：“这是什么？”“这是树。”这是

她第一次走出深山。此后，她告别了

家乡的“马背小学”，开始了人生的

蜕变。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阿克

陶县是国家级重点扶贫开发县，地

处帕米尔高原。柯尔克孜族分散居

住在当地布伦口乡、木吉乡、恰尔隆

乡等4个山区乡镇。这里海拔高、自

然灾害频发、交通设施比较落后，扶

贫难度大，是南疆教育发展水平和

教学条件最落后的地区之一。

古丽阿沙尔家住木吉乡布拉克

村，她所在的村子，夹在帕米尔高原

亘古的崇山峻岭间，树木极难成活，

当地牧民以牧业为生，四季游牧。很

长一段时间里，贫困和教育落后，使

帕米尔高原深山里的孩子很难有机

会接受完整的义务教育。

与因贫穷辍学、早早承担起生

活重担的哥哥姐姐不同，古丽阿沙

尔赶上了集中办学的“列车”，从一

年级起就在县城接受教育，如今，读

小学六年级、成绩优异的她正备考

内初班，梦想以后“到内地读好大

学，留在大城市打拼，坐着飞机环游

世界”。

借助国家和新疆的资金和政策

倾斜，2014 年，阿克陶县逐步将分

散在帕米尔高原 4个偏远山区乡镇

的 63 个教学点撤并办校、集中办

学，在县城成立小白杨小学。像古丽

阿沙尔一样，目前，来自偏远山区的

3181 名农牧民子女，正在这所多媒

体教室、电子琴教室、塑胶跑道等现

代化设施一应俱全的学校里寄宿读

书。他们的父母70%以上是护边员，

常年在山区巡边、放牧。

37 岁的叶山阿里·吾不力哈森

木 2014年也随孩子们一同下山，成

了小白杨小学的一名教师，他告诉

笔者，在布伦口乡恰克拉克村教学

点，因为教师不够，几个年级的学生

都在一个教室上课，不少学生每天

要走几个小时山路赶来上学。冬季

大雪封山、夏季山洪频发都会影响

学生上课。有时，学生父母和老师还

要背着孩子们渡过湍急的洪水上

学、回家。

如今，亲眼见证学生命运变化

的他很是欣慰：“以前，很多孩子早

早辍学回家放牧或嫁人了，一代代

都摆脱不了贫困的命运。现在孩子

们拥有了更多选择，可以接受优质

教育，有机会通过知识改变自己和

家庭的命运。”

小白杨学校是近些年南疆教育

发展水平跨越式提升的缩影。

近年来，国家以南疆四地州为

重点，不断加大对边远、贫困地区的

政策和资金支持力度，启动农村寄

宿学校工程、“农村学生营养改善计

划”、专项教育扶贫举措、特岗教师

计划、对口援疆省市教育援助等一

系列教育惠民举措，帮助当地提升

“软硬件”，“托底”南疆深度贫困地

区义务教育发展，改变数百万南疆

少数民族学生的命运。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教育厅提供

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仅去年一年，

新疆累计投入48.7亿元，实施“全面

改善贫困地区义务教育薄弱学校基

本办学条件”和“三区三州”教育脱

贫攻坚工程，其中，南疆四地州投入

达 33.5 亿元，全面改善了当地农村

义务教育学校办学条件。

随着国家和自治区的教育政策

“红利”不断落地开花，南疆义务教

育阶段学生入学率快速提升。截至

去年年底，南疆小学学龄儿童净入

学率达 99.89%，初中适龄儿童净入

学率达99.6%，初中阶段升入高中阶

段升学率达98.6%。

为了促进教育公平，阻断贫困

代际传承，新疆还通过对建档立卡、

低保、特困救助供养、残疾学生进行

“精准”资助和帮扶，确保一个学生

“不落下”。同时，确保各类招生计划

重点向南疆倾斜，实行南疆普通高

考单列计划，促使南疆教育发展步

入“快车道”。

（新华社 阿依努尔 石超）

本报讯（记者 赵青）9月 11日，

由四川省成都市总工会主办、成都

轨道交通集团下设的成都交通高

级技工学校承办的 2019 年成都百

万职工技能大赛轨道列车司机大

赛正式开赛。

据悉，该比赛是针对城市轨道

交通运营管理领域开展的专项比

赛，分为在线理论比赛和实操比赛

两个环节。在完成故障处理、救援连

挂、驾驶技能三个项目的比赛后，最

终胜出的前6名选手由成都市总工

会、成都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授予“成都市技术能手”称号。

相关负责人表示，通过本次比

赛，为地铁运营一线工作人员搭建

了开拓视野、展示才能的平台，进

一步推进高技能、高素质轨道交通

技能人才队伍建设，为成都乃至全

国轨道交通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

人才支撑、科研创新支撑和技术服

务支撑。此外，9月17日，2019年成

都百万职工大赛轨道值班员比赛

还将在成都轨道交通学院举行。

伴随着欢快的节奏，

美丽的藏族姑娘跳起了

舞。紧接着，几个魁梧彪

悍的藏族小伙，赤膊上

阵，单肩扛起巨石便大步

流星地走了起来。

9月 10日，在第十一

届全国少数民族传统体

育运动会的赛场上，西藏

代表团带来精彩的表演

项目“抱石头”，赢得现场

观众阵阵喝彩。

“这几块石头的重量

都在 300 斤左右，最重的

一块有 330 斤。”据西藏

代表团教练员顿珠介绍，

为确保表演效果原汁原

味，这些石头都是在西藏

挑选的天然原石，专门运

到了比赛地河南郑州。

抱石头比赛历史悠

久，藏语称之为“朵加”，

是藏族传统体育项目，体

现了藏民族对力量的崇

拜。闻名中外的大昭寺、

桑耶寺等西藏寺庙壁画

中，皆绘有彪形大汉抱举

石头的画面。

学者杨辉麟在《西藏

的民俗》一书中，描述抱

石头比赛一般有四种形

式：抱石头比赛走得远，

抱石头比赛扔得远，抱石

头比赛抱得高，还有抱石

头从一肩转颈到另一肩

比转圈数的。

平均海拔超过 4000 米的西藏自

治区，游客快步走路都会喘气，但抱

石头这一大力士之间的较量自古以

来深受藏区群众喜爱，同赛马、摔跤

一样，是大小节日活动中不可缺少的

体育项目。

“高原缺氧，但是我们不缺体育

精神。”顿珠说，抱石头较量的不仅是

力气，更是耐力、毅力。

据了解，这次来抱石头的藏族小

伙均是来自西藏北部那曲市的牧民。

为缓解醉氧现象，他们提前几天就来

到比赛地，进行恢复性训练。

34 岁的次仁罗布已连续 4 届参

加民族运动会的表演项目，牧民生活

必不可缺的抱牛犊、扛粮食等力气活

儿，练就了他一身过人的力气。

“能够参加运动会很开心。比赛之

余，我还会去看看其他民族的摔跤比

赛，或者跟蒙古族的对手掰掰手腕，看

看到底谁的力气大。”次仁罗布说。

“这一届运动会我们来了 8 个大

力士，比上届多了 2 个，是参赛大力

士人数最多的一次，希望可以把更精

彩的表演呈现给各族同胞。”顿珠说。

作为西藏代表团的运动员，在完

成自己的参赛项目之余，大力士们也

会充当其他地方代表团的拉拉队，为

比赛呐喊助威，用浓郁的藏族风情和

藏族同胞的热情点燃全场。

“等回家后，我想组建一个抱石

头俱乐部，可以定期举办一些活动，

大家一起来运动。”次仁罗布说。

（新华社 李文哲 孙哲）

新华社南京9月10日电（记者

陈席元）江苏省人社部门近日公布

经审核的全省104所技工院校招生

目录。人社部门提醒，技工院校学

生按规定享受资助政策，毕业生与

中专、大专、本科学历享受同等待

遇。家长和学生应参考经审核批准

的招生目录，主动监督学校收费项

目，维护好自身权益。

据介绍，资助政策方面，技工

院校全日制的一、二、三年级学生，

可按照 2200 元/年的标准，享受免

学费政策。符合条件的技工院校全

日制一、二年级学生，可按照 2000

元/年的标准，享受国家助学金政

策。由中级工班升入高级工班、技

师班的全日制学生，可分别按照

3%和 16%的比例，享受高校奖学

金和助学金政策，标准分别为每生

5000元和生均3000元。

根据有关文件规定，对公办技

工院校中级工学习阶段的学生免

收学费，高级工班和技师班学生参

照普通专科收费标准，民办技工学

校收费标准由学校自主确定。技工

院校中级工班、高级工班、技师班

毕业生，分别按照中专、大专和本

科学历享受同等待遇。

人社部门郑重提醒，广大学

生和家长要主动监督学校公示收

费项目和收费标准，切实维护好

自己的合法权益。凡不在目录范围

内的院校和专业，均未经人社部

门批准，请学生和家长谨慎选择，

可电话联系省市人社部门咨询和

举报。

人社部门提醒：
学生和家长应参考经审核公布的技工院校招生目录

中国动画界送别
“黑猫警长爷爷”
戴铁郎

新华社上海 9 月 10 日电（王婧
媛 许晓青）9月 10日，人们在上海市

龙华殡仪馆送别知名动画艺术家、系

列动画片《黑猫警长》导演兼编剧戴

铁郎。

9 月 4 日晚，上海电影集团下属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证实，曾导演

《黑猫警长》《九色鹿》《我的朋友小

海豚》等知名动画片的戴铁郎病逝，

享年89岁。

戴铁郎，1930年生。1953年毕业

于北京电影学院，后任上海电影制片

厂美术片组、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的

动画设计和美术设计，改革开放后主

要担任导演兼美术设计。他曾参与拍

摄《骄傲的将军》《小蝌蚪找妈妈》等

经典动画片，尤其是他编剧、导演的

《黑猫警长》系列动画片是改革开放

后中国家喻户晓的系列动画片之一，

在中国动画史上影响深远。

告别仪式现场，洁白的玫瑰、粉

色的百合和铃兰诉说着思念，“黑猫

警长”“白鸽探长”等经典动画形象

也在场内外伫立，大屏幕上滚动播放

着戴老生平短片，追忆他不断探索中

国特色动画创作的一生。

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厂长速达

告诉记者，戴老一生热爱美术片事

业，热爱生活、热爱科学，他始终以

饱满的热情为少年儿童创作动画片，

他的作品常以科学知识为题材，充满

想象力，《黑猫警长》系列就是典型

的“戴氏风格”。戴老的辞世是中国

动画电影界的一大损失。

“我们永远怀念他。”上海美术电

影制片厂党委书记何文权说：“老人

孜孜以求的精神和独特的人格魅力，

吸引并激励了众多亲朋好友和同道

之士，与他并肩奋斗。” 中国农科院发布
《规模化猪场
复养技术要点》

新华社北京 9 月 10 日电（记者

董峻）针对当前稳定和恢复生猪生产

的迫切需求，中国农业科学院9月 10

日公开发布了《规模化猪场复养技术

要点》，指导生猪养殖企业和养猪场

户开展复养工作。

在当天中国农科院举行的非洲猪

瘟防控与生猪复养技术推介会上，来

自全国各地的 48家规模化生猪养殖

企业第一时间得到了这份技术要点。

据这项研究的组织者、中国农科

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研究员仇华吉

介绍，猪场复养是指猪场发生疫情

后，通过清洗消毒等方法清除场内的

病毒，并采取综合措施有效阻止病毒

再次入场，重新引进生猪开始生产的

过程。

这份技术要点由哈尔滨兽医研

究所联合大北农集团共同研究制定。

这项研究还形成了规模化猪场生物

安全防控技术体系。该技术体系以多

重阻断与杀灭、建立标准操作规程为

生物防控核心，涵盖清场消毒、人物

猪车流动、舍内操作等环节。

中国农科院还同时发布了非洲

猪瘟检测与论断技术要点、防控清洁

消毒技术要点。这三份技术要点都已

在中国农科院网站上公开发布。

中国农科院将采取院企合作方

式，进一步完善科学性、针对性和可

操作性强的复养相关技术规程，组织

开展技术人员培训，面向更多养猪企

业和场户进行推广。

另据记者在会上了解，哈尔滨兽

医研究所在前期基因缺失疫苗自主

研发工作的基础上，筛选出一株非洲

猪瘟双基因缺失弱毒活疫苗，目前完

成了实验室研究，突破了以原代骨髓

巨噬细胞实现疫苗规模化生产的重

大技术瓶颈，近期已向相关主管部门

提出生物安全评价申请。

安徽：
建筑市场严重失信
主体将纳入“黑名单”

新华社合肥 9 月 11 日电（记者

程士华）为规范建筑市场秩序，安徽

省近日发布新规，将在全省建筑领域

启用信用管理，如果建筑市场主体存

在以虚假材料骗取相关资质、发生重

大安全事故等四类问题行为，将会被

纳入全省建筑领域信用“黑名单”。

记者从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

厅获悉，安徽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近

日发布《安徽省建筑市场信用管理暂

行办法》。新规提出，建筑企业如有

利用虚假材料、以欺骗手段取得企业

资质，发生转包、出借资质被处罚，

发生重大安全事故，法院判决认定拖

欠工程款且拒不履行法律义务等四

类行为，列入建筑市场主体“黑名

单”。对“黑名单”企业在管理期限内

没有再次发生前述行为的，由原列入

部门将其从“黑名单”移出，转为不

良信用信息，公开期限为 3 年，并不

得低于相关行政处罚期限。同时，各

级住房城乡建设主管部门还应当参

照建筑市场主体“黑名单”，对于被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主管部门列入拖

欠农民工工资“黑名单”的建筑市场

各方主体，进一步加强监管。

根据新规，省住房城乡建设主管

部门负责完善全省行业公共信用信息

管理系统，对建筑市场各方主体信用

信息认定、归集、交换、公开、评价和使

用进行监督管理，并向全国建筑市场

监管公共服务平台推送信用信息。通

过该信用管理系统，社会各方可以了

解企业资质、从业人员身份信息、执业

信息，还能看到企业社会贡献度，包括

吸纳本地就业人数、年度纳税等。新规

将于今年10月1日起实施。

（上接A1版）

缩短的团圆距离

中 秋 佳 节 ，团 圆 是 永 恒 的

主题。

“中秋节最开心的还是和家

人、朋友团圆，在家里炒上一桌菜，

大家围坐在一起摆龙门阵，多好！”

全国文明家庭获得者夏廷元告诉

记者。

94 岁的夏廷元家住四川省宜

宾市兴文县。这个五世同堂的全国

文明家庭，历经五代有51名家庭成

员，7人入伍保家卫国，其中3人在

部队荣立三等功。

和往年一样，夏廷元家那些散

布在全国各个城市的孩子们在中秋

节之前便纷纷从四面八方往家赶

了。“中秋节能回家陪老父亲一起吃

热腾腾的饭菜，就是简单的幸福。”

夏廷元的小儿子夏宇从部队转业

后，留在辽宁沈阳开了一家驾校，9

月11日他从沈阳出发，乘坐飞机回

宜宾陪老父亲和家里的亲人一同欢

度中秋佳节。“现在交通方便了，从

沈阳乘坐飞机到西安再换乘到宜

宾，不到7个小时便到家了。”

新中国成立70年来，祖国交通

事业大发展，四通八达的公路网、

便捷高效的铁路网、密集交错的航

线网，让中国人的出行变得更为便

捷，也让人们中秋佳节的团圆更容

易了。

与夏宇同一天到达兴文家中

的还有从遥远他乡寄来的几箱月

饼。据夏廷元的孙子夏德超介绍，

这些月饼是他那在部队当士官的

儿子夏秋红和侄子夏菊红给家人

们寄回来的。“儿子前两天就打回

了节日祝福电话，说他目前正在

带新兵，没有办法赶回来陪我们

一起过中秋节。”夏德超告诉记

者，“不能回家过节也没关系，现

在每个人都有手机，打电话、视频

聊天都很方便，大家的心也就随

着电流‘团圆’了！”夏德超希望儿

子在部队好好干，成为一名优秀

的军人。

“家是最小国，国是千万家。”

对于许许多多部队将士说，爱国才

能更好地爱家，虽然未能回到老家

与亲人团圆，但他们正在部队接受

锻炼和洗礼，为祖国的安宁站好自

己的岗，为亿万群众的团圆作出自

己的最大贡献。

让“文化过中秋”唱主角

“春江潮水连海平，海上明月

共潮生。滟滟随波千万里，何处春

江无月明……”9 月 11 日下午，在

距离宜宾市区 40余公里的南溪区

漂海楼广场，伴随着铮铮琵琶声及

中秋传统曲目《春江花月夜》朗诵，

由宜宾市委宣传部、市文明办等单

位主办的感恩祖国·月圆南溪“我

们的节日——中秋节”宜宾市首届

“三江邀月最中秋”主题文化活动

开幕式正在彩排。

记者了解到，活动过程中还开

展了月圆花灯会、少儿传统古乐诗

词有奖趣味晚会、点灯祈福、灯谜

猜猜猜、飞花令台等系列现场主题

活动，以浓郁的古风古韵以及群众

参与度高的互动活动，营造了浓厚

的节日氛围。

近段时间以来，根据中央宣传

部关于广泛开展“我们的节日”主

题文化活动的要求，在中秋节到来

之际，全国各地进一步挖掘中秋传

统文化内涵，积极举办了丰富多彩

的节日文化活动。

今年中秋节前后，四川省在全

省各地开展“万人赏月诵中秋”传

统节日群众文化活动 850 余场次，

全省集中展演活动在中秋节当日

举办，主场设在崇州市，同时在绵

阳江油、宜宾长宁、广安岳池、凉

山西昌、甘孜泸定、阿坝汶川各设

1 个分会场，让传统节日文化活动

走近群众身边；江西省各地安排各

类文旅活动 300余项，南昌、赣州、

吉安等地举办“月夜烧塔”民俗活

动，宜春、上饶等地举办“中秋拜

月”民俗活动，抚州举办文昌里非

物质文化遗产活动，安远县举办采

茶欢歌闹金秋活动，万载县举办赏

月灯彩会活动等，让市民在赏月、

听戏、游园中品味传统文化……

这个中秋节，“文化过中秋”将

成为主角，广大群众将在悠久的文

化传统、深厚的文化底蕴和优秀的

文化内涵中度过难忘的节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