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要坚持走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乡村振兴道路，

加快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 。围绕如

何使农民成为有吸引力的职业、让

农业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把农村变

成生态宜居的家园， 一些人大代表

建言献策。

“年轻人是未来乡村振兴的希

望。 ” 全国人大代表、江苏省宜兴市

西渚镇白塔村党总支书记欧阳华

说，要吸引年轻人留乡、回乡，必须

引导适合年轻人发展的产业进入农

村。

为了让更多年轻人喜欢农村、

留在农村， 欧阳华在白塔村打造了

一批适宜年轻人发展的产业项目。

目前， 全村已有 30%的年轻人参与

乡村建设。

全国人大代表、 南京农业大学

经济管理学院院长朱晶表示， 要吸

引外来人才， 首先要为他们提供很

好的体制、机制和政策，要着力为他

们解决后顾之忧。

这次来北京，全国人大代表，镇

江市丹徒区世业镇副镇长、 先锋村

党总支书记聂永平带来了他们培育

的长在银杏树上的石斛。聂永平说，

基层农技推广队伍是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有生力量， 但目前掌握现代高

效农业技术的全科农技人才仍比较

稀缺。 他建议，从本地专业农民、养

殖大户中择优选拔一批全科农技

员，通过激励机制留住他们。

“此外，地方政府也要与农业大

专院校做好对接， 从优秀的毕业生

中选拔热爱‘三农’ 工作的大学生，

培养造就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

‘三农’工作队伍。 ” 聂永平说。

“政府工作报告多次提到‘脱

贫’‘扶贫’ ， 让我们对做好精准扶

贫、精准脱贫工作更有信心。 ” 全国

人大代表、 扬州市江都区丁沟镇丁

西村党支部副书记周善红说。

周善红是全国劳动模范， 应全

总邀请到陕西富平县结对帮扶。 这

次参加全国人代会， 周善红代表特

意带了一些陕西富平花椒和花椒

油。

一年多来， 周善红深入当地落

实精准扶贫。 以前， 这里没有加工

厂， 到花椒采摘旺季的时候遇上阴

雨天， 来不及采摘的花椒就烂在地

里了。

在周善红帮助下， 当地村民成

立了花椒合作社， 以“合作社＋农

户” 的形式， 推动当地花椒规模种

植，还兴建一个花椒油厂，对花椒等

农产品进行深加工。 当地百姓年人

均收入从 2016 年的 3500 元提高到

2017年的 6300元。

“要让贫困人口收入有保障，扶

贫成果稳得住， 就必须建立常态化

的增收模式。 ”周善红说，既要给予

脱贫群众必要的项目、资金、技术、

智力的帮扶， 更应该激发群众自身

的潜力和能力。

全国人大代表、 连云港市连云

区高公岛街道黄窝村党支部书记张

立祥表示，扶贫必须因地制宜、因人

而异。 “从村级层面，要以产业扶贫

为主，通过‘一村一品’ 带富整个村

庄。 ”

有山，有水，有田园；有情，有

意，有味道。

在白塔村，“留青山、保绿水、守

净土”成为不上墙的口号，村民随口

都能说出来， 就连外地到白塔村创

办旅游度假项目的投资者也不例

外。

“乡村振兴要走健康、高效、可

持续的发展模式。 ” 欧阳华说，在保

护生态的前提下， 白塔村引进了一

批“小而特、小而品、小而优” 的文

化旅游项目，不仅富了村民的口袋，

还美化了自己的家园。

聂永平所在的先锋村曾是镇江

市有名的贫困村， 村里有一条长达

1100米的排涝河。以前，河上有很多

包括猪圈、鸡窝在内的违章建筑物。

为了清理整治河道， 聂永平召集全

体党员干部， 挨家挨户做村民的思

想工作， 拆除了河道上的违章建筑

物。

环境变好了， 先锋村进一步引

进了两个高效农业项目。如今，农民

流转土地有租金拿， 到农业园内打

工还有工资拿， 村里资产也扩大到

现在的超百万元。

道路宽敞、 村庄整洁、 农民富

裕，先锋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先锋村一组还入选了去年江苏省确

定的首批 45个特色田园乡村。

“农民富裕、村级经济保持持续

增长、村庄环境美丽，这样的乡村才

能真正振兴。 ” 聂永平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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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刘长庚， 已不是

头一回带着关于地方高水平大学发

展的提案上两会了。 担任湘潭大学

副校长的他， 听了今年的政府工作

报告，几天来一直倍感振奋。

2018 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以

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为导向， 优化高

等教育结构； 支持中西部建设有特

色、高水平大学。

记者就此采访了来自湖南、四

川、云南、贵州等地四所省属高校的

校长、副校长，代表委员纷纷畅所欲

言。

代表委员们认为， 中西部高校

面临着大好的发展机遇，同时，发展

过程中也曾遇到过诸多问题， 例如

人才竞争没有优势、 缺乏项目和资

金、管理机制不顺等。

“云南一个省的院士数量，还没

有过去一些 985 高校单个学科的数

量多。 ” 全国人大代表、云南大学校

长林文勋说， 人才匮乏是制约中西

部高校发展的主要瓶颈之一， 尤其

是受到发达地区的吸引， 流动性很

大，“只要有高水平人才给我打电

话，我就很紧张” 。

全国人大代表、 中国工程院院

士、贵州大学副校长宋宝安也认为，

缺人是中西部高校的一大难题。“贵

州大学教师队伍中博士人才占比，

和东部地区高校差距比较大。 由于

对人才吸引力不足， 久而久之也影

响了科研能力。 ”

缺资金是另一大难题。“去年成

都信息工程大学的生均培养费已经

从过去的几千元，提高到现在的 1.2

万元，但是跟实际需求仍有差距，在

全国排名靠后。 ” 全国政协委员、成

都信息工程大学副校长贺盛瑜说，

在四川省，由于地方财政压力大，难

以为省属高校提供更多资金。

刘长庚在提案中表示， 同为地

方普通高校， 不同地区生均经费差

距也较大， 东部地区与中西部地区

差万元。 与此同时，在学科建设上也

同样面临资金差距。

除了人才、资金等指标,还面临

着其他资源缺口。 贺盛瑜说，一流学

科建设还需要科研资源的倾斜。 刘

长庚则认为，大到专业设置、人才工

程，小到研究所推免指标、博士点评

审等，大学“地方队” 的发展受到一

些限制，空间不足。

让林文勋最犯愁的资源缺口之

一，是高水平科研平台的不足。 “国

家重点实验室、 国家工程实验室这

些平台较少建立在西部，平台越好，

吸引到的人才越多。 ”

“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到了

建设‘有特色的高校’ ，我认为，这

正是国家为了实现中西部教育资源

公平发展而提出来的。 ”贺盛瑜说。

成都信息工程大学是四川一所

省属高校，有在校本科生 2 万余人，

研究生 1700 余人， 专任教师 1161

人，电子信息工程、通信工程等是其

特色优势专业。 贺盛瑜说，下一步，

将进一步推动学校优势学科的发展

建设。

“这意味着我们学校的发展迎

来了新机遇，进入了新阶段！ ”林文

勋同样备受鼓舞，他认为，报告中关

于高校建设的思路， 准确抓住了当

前大学发展的关键问题。

林文勋说，过去一段时期，我国

高校同质化趋势比较严重，“千校一

面” 制约了高等教育发展，必须支持

中西部高校走“有特色、高水平” 的

道路， 走“符合自身特色的发展之

路” 。

“对很多中西部省份而言，省属

高校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 地方高

水平大学的当地生源可达 60%以上，

毕业生选择在生源地就业的比例近

50%。”刘长庚告诉记者，在一些没有

教育部直属高校的地区，比如云南、

贵州、青海等，地方高水平大学为当

地的经济社会发展提供了人才与技

术，从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来看，大

学“地方队”发挥着重要作用。

“只有遵循中央的思路加快发

展，才能有效解决问题、突破瓶颈。

坐等，解决不了难题。”刘长庚说，大

学“地方队” 在新的历史机遇下，要

努力落实“有特色、高水平” 发展思

路。

———抓特色： 多拿 “单项冠

军” 。 林文勋认为，地方高校要坚持

重点突破，发挥优势特色，集中有限

的资源攻下“单项冠军” ，“只有积

小胜为大胜， 才能不断积累建成有

特色、高水平大学” 。宋宝安也认为，

学科建设上要扬长避短， 优先对有

影响力、有优势的特色学科，予以重

点支持，“这也要求我们要做好学科

设计、人才培养方案，只有深入了解

了地方高校的办学特色和需求，才

能充分调动资源， 打造有特色的高

校” 。

———抓水平： 融入国家发展大

局。 为了给贵州省消除贫困、带动脱

贫致富提供更多人才、智力支撑，贵

州大学围绕乡村振兴战略布局了 5

个学科：植物保护、生态学、畜牧学、

土木工程和农林经济。 宋宝安介绍，

高校教育要服务于地方社会经济发

展需求，只有融入国家发展大局，高

水平大学建设才能更有意义。

———盼公平： 构建更好的外部

竞争环境。 “高校要发展，就要形成

良好外部环境。 ”刘长庚期盼，建立

科学的竞争规则和绩效评价体系，

并为地方高水平大学提供适当宽松

的办学条件， 鼓励因地制宜探索具

有区域特色的培养模式。

“从 985、211， 到建设 ‘双一

流’ 大学，再到明确提出支持中西部

建设有特色、高水平大学，表明我们

的高等教育自信心越来越强了，理

念越来越先进了， 这让我们这些高

校建设者们，充满信心。”林文勋说。

■据新华社

中西部省属高校 今后咋发展

曾经的忧：

缺人才、缺经费、缺资源

如今的喜：

告别“千校一面”迎发展

未来的盼：

抓特色、抓水平、盼公平

乡土留人、产业扶贫、生态兴村———

人大代表为乡村振兴献策

引进来留得住

乡村振兴关键在人

从输血到造血

精准扶贫精准脱贫

有根有味有品

生态立村旅游富民

据新华社电 “让更多的孩子

在家门口上好学校， 社会的需求倒

逼学校必须提供更多优质教育。 ”

全国人大代表、 沈阳东北育才学校

校长高琛建议， 通过扎实输出文化

理念、管理机制等方式，有效扩散名

校资源，增加优质教育供给，满足广

大孩子接受有质量教育的需要。

大班额、 课外负担重是今年全

国两会教育领域被关注的热点，包

括之前的择校热， 导致这些问题出

现的原因很多， 但优质教育资源稀

缺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高琛说，政府工作报告提出，发

展公平而有质量的教育。 有质量和

公平是同等重要的。 名校之所以有

名，能培养好的学生，坚定的文化理

念和高效的管理机制是关键。所以，

复制名校就要在文化理念和管理机

制输出上做文章。

高琛说：“要让文化和管理融

入新学校的血脉，培训是关键。 ”据

介绍，育才旗下各学校每年 ９ 月份

开学前，新老师 ６ 月份就到校开始

培训。集中学习学校的教学理念、教

学方法后，再认师傅，由师傅在教学

实践中一对一地带， 让每一名一线

教师都达到育才的标准。

针对今年“课外负担重” 的热

议，高琛建议，全社会应该达成这样

的共识， 我们反对增加学生课外负

担，但必须提高课内质量。各学校减

负不能减掉教学质量， 我们必须培

养有报效国家能力的学生。

人大代表高琛：

扩散名校资源

增加优质教育供给

据新华社电 全国人大代表、四

川省眉山市东坡区文广旅新局文艺

创作办公室副主任何学彬建议，在全

国范围内推广子女“带薪陪床假” ，

满足老龄化社会的“精神刚需” 。

政府工作报告提出， 积极应对

人口老龄化，发展居家、社区和互助

式养老。 何学彬介绍，新修订的《老

年人权益保障法》加入了子女要“常

回家看看” 的规定，但截止到 2017

年底，全国 60 周岁以上老年人口为

2.4亿，其中空巢老人占比较大。

“许多空巢老人经济上并不贫

乏，但精神上却极其孤独。 尤其是当

父母生病住院时，更需要子女的贴身

照顾和心理抚慰，并非金钱支持和保

姆护工所能替代的。 ”何学彬说。

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信息，到

2017年底，全国已有 8个省份通过地

方立法建立了独生子女家庭老年人护

理假制度。何学彬建议，在取得成功经

验后，有必要在全国范围推广，让更多

的人享受到这一制度红利。

何学彬表示，推广“带薪陪床

假” 还应统筹考虑以下问题：不少

私企的资金压力较大，在“带薪陪

床假” 面前，会不会歧视或拒绝录

用独生子女；无论是否为独生子女，

均有照料老年人的义务， 不宜忽略

非独生子女及其父母的需求。 他建

议，对执行“带薪陪床假” 制度较好

的企业予以奖励和税收优惠， 执行

不好的予以惩戒。

4位高校负责人两会访谈录

■两会议政录

人大代表何学彬：

推行子女

“带薪陪床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