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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主持召开科学家座谈会强调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
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康
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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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工具书，
折射社会变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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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位 90 后女教师
与一群山里娃

点亮贫困学子的大学梦
本报记者 董以良
通讯员 蒋星明 叶海英 张健华
“小妹，这个贷款要怎么申请？我
带的资料都齐了吗？”9 月 7 日上午，龙山
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热闹非凡，不少大
学新生和家长前来咨询和办理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在所有工作人员中，有
一位小姑娘特别引人注目，她热情地为
来访者解释问题，并耐心地指导他们填
写材料。
这位小姑娘是龙山县学生资助管
理中心今年暑假招聘的大学生志愿者
彭语（化名），她也是众多通过助学贷款
实现大学梦的一员。
“已通过预申请的建档立卡贫困
户、低保户等首贷学生出示相关资料可
直接办理，未进行预申请的先按实际情
况 填 写《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认定申请
表》……”
今年是彭语申请助学贷款的第
四年，她对业务办理的标准与流程早已
熟记于心。回想第一次来龙山县学生资
助管理中心的场景，
她仍记忆犹新。
彭语是龙山县农车镇人，父亲在她
一岁时意外去世，她和哥哥由母亲一人
抚养长大。
“读大学、学知识、改变命运”
是她从小听得最多的话。为了减轻家
庭负担，哥哥初中毕业后便外出打工
了。高三时，彭语的母亲辞掉工作，陪
读一年。家人的支持和付出让彭语更
加努力，
最终她如愿考上了大学。
拿到通知书时，彭语和母亲既开心
又发愁，
因为陪读了一年没有收入来源，
这笔学费从何而来？彭语想到了老师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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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语为来访者解释办理贷款的标准和流程。
彭语为来访者解释办理贷款的标准和流程
。
过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在龙山县学
生资助管理中心了解了申请条件、还款
须知等事项后，彭语便申请了 8000 元的
助学贷款。
“抵扣学费后，剩下的钱用来补充
生活费，给家里减轻了不少负担。”享受
到国家的资助，彭语开心之余不忘感
恩。在“龙山县生源地贷款资助群”看
到招聘志愿者的信息后，她第一时间报
了名。
“自己得到了帮助，也想尽一份力
去回报社会。
”
“近年来，
我们积极落实教育扶贫资
助政策，
缓解贫困学生入学难问题，
不让
一个孩子因家庭经济困难失去上大学的
机会。
”
龙山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工作人
员介绍：
“为了让每一个有需要的家庭都
能了解、享受助学贷款，从 7 月 20 日开
始，我们除了通过学校对学生进行大力
宣传外，还组织人员走村入户张贴贷款
指南、
发放告知书、
核实走访。
”
为减轻贫困家庭供养大学生上学
的经济压力，龙山县教体局每年会为来
自建档立卡贫困户等家庭经济困难的
大学新生发放 4000 元至 5000 元的一次
性救助奖励，鼓励他们克服困难，继续
追梦。

里耶民族中学毕业生许静（化名）
一直期待着这笔助学金。许静幼时丧
母，父亲去外地务工后一直把她寄养在
大伯家，在大伯的资助下顺利读完高
中。为了减轻家里的负担，许静高考一
结束便去了广东东莞打暑假工。
“大伯自己有三个孩子，还要帮我
支付大学学费，负担很重。我想先自己
赚一点生活费，让他也松口气。”许静
说，她现在每天都期待着录取通知书的
到来，因为龙山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的
工作人员告诉她，通知书一到她就可以
去县教体局提交申请材料，获得 4000 元
的资助。
记者从龙山县学生资助管理中心
了解到，自 2010 年全面开展助学贷款工
作以来，该县申请资助的学生由最初的
28 人增长至 2019 年的 1800 多人，累计
发放助学贷款 9638.83 万元，
资助困难学
生 12989 人次。2016 年以来，累计发放
贫困大学新生一次
性救助 1540.7 万元，
共资助学生 3508 人
次，切实保障了贫困
家庭大学生接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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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山巍巍，云雾缭绕，
藏在初秋山水田园的深处，
蓝山县上报小学书声琅琅，
响彻校园。
1981 年，高中毕业的赵
成金选择留 守 大 山 ，留 在
了蓝山县荆竹瑶族乡 19 所
村 小 之 一 —— 上 报 小 学 。
这是他启蒙的学校，当时的
教室是用木板围成的，树皮
铺成的屋顶，漏雨藏蛇是家
常便饭。学校唯一的一名
教师放下了教鞭，下了山。
是赵成金，接过教鞭，摇响
铜铃，
继续肩负使命。
进山的道路崎岖难行，翻山越岭
要两三个小时，中间还要几次涉过经
常会突发山洪的河谷，才能到达“一阵
风就能吹倒”的“树皮”教室。由于学
校条件太差，老师待遇太差，之前的代
课老师都是待不到一个星期就走了。
“孩子们眼巴巴地望着课本，我们
急呀，没书读，就会和我们一样，一辈
子都走不出大山。”将近 80 岁的村民
赵奶奶回忆道，
“成金为我们山里孩子
的付出，像一座山，这里的孩子一辈子
都得背着这座山走，
得感恩，
要报答。
”
那时，整座山都没有电，白天，赵
成金带两三个年级，教八九个学生，语
文、数学、音乐、体育，一节课都没有落
下。晚上，他点着煤油灯，批改作业和
备课。一个学期，
4 斤多煤油不经意间
就燃没了，只能靠点松油来照明。松
油烟大，赵成金的脸上被熏得黑乎乎
一片，他也不敢擦，生怕弄脏备课本和
学生的作业本。回忆起那段时光，赵
成金满脸笑容，艰难困苦的教书岁月
没有打败他，却给他脸上印上了积极
乐观的褶子。
“不是没有离开大山的机会，工作
不久后，村里就推荐他当村干部。”赵
成金的老婆说道，
“ 后来，家长们来找
他，他又回到了学校，工作三年，考上
了 公 办 教 师 ，去 零 陵 师 范 学 习 了 两
年。”没想到，这一停留，就像根一样，
扎在这了。
（下转 06 版）
通讯员 李永锋 黄莎

资深乡村教师可直接
聘为基层高级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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瑶山深处的守望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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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三湘最美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