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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带着村民从人均年纯收入不到千元
增收至上万元的龙四清、为村里发展乡村
旅游经济殚精竭虑的肖玉华、开拓思维发
展乡村民宿的李运林、学以致用建设文明
示范村的叶世玉……这些乡村的带头人
各施所长，带着村民致富奔小康，他们都
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农民大学生。

从2004年湖南开始启动教育部“一
村一名大学生计划”， 到2014年提升为
“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我省至今已累计
招收近10万名农民大学生。 他们根植乡
土、振兴乡村，在基层党组织建设、农村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脱贫攻坚工作中发挥着
重要支撑作用。11月下旬，记者来到怀化、
衡阳等地，深入采访了他们。

想致富 先读书
“有女不嫁古冲村，嫁了也是受罪多；山

上只有茅草窝，地下只有泥水喝。”地处芷江
侗族自治县西南大山深处的古冲村，在上世
纪90年代，村民人均年纯收入不到千元。

当记者来到古冲村时，满山苍翠，橘林
一眼望不到头。路途中，记者遭遇了好几拨
前来收柑橘的车队， 橘农们的脸上洋溢着
丰收的喜悦。“要不是村支书龙四清能干，
我们的橘子哪能卖得这么好！” 龙四清是
2002年当选村支书的，当时她一心想带领
村民致富，可怎样致富，她也一筹莫展。恰
好当地广播电视大学招收农民大学生，“想
致富，先读书”，她毫不犹豫报名上了大学。

通过学习，龙四清拓宽了思路，大力

推行“互联网+”销售模式，村民们种的柑
橘、猕猴桃、红豆杉、金银花等农产品不仅
不愁销路，还卖了个好价钱。如今，古冲村
集体固定资产从20万元发展到300万元，
村民人均年纯收入超过10000元。

怀化市鹤城区池回村的肖玉华，是
2015级农民大学生。 担任村支书以来，心
里想着带领村民致富， 却苦于找不到合适
的产业。有一次老师上课，讲到某村因地制
宜发展杨梅种植业致富， 她得到了启发，

“我就想村里最大的资源就是那一万多亩
的竹海，全是原生态的南竹，非常漂亮，村
里的地理位置又好，离高铁站、高速路口都
很近，可不可以发展乡村旅游业呢？”

说干就干。 肖玉华发动群众集资修
路，去市里寻求支持。今年湖南日报扶贫
队的进驻更让她如虎添翼，目前不少投资
方来村里考察，“美丽乡村旅游景点”建设
如火如荼。“我感觉村民致富的愿望不久
就能实现了。”肖玉华笑着说。

在三湘大地上， 通过学习从而带领村
民致富的例子还有不少。 洪江市茅渡乡中
心村支书杨远望学习后， 在村里成立了灰
天鹅养殖合作社，年总产值达到1000万元
以上。 衡阳常宁市新河镇高朋村村委会主
任易晓军学以致用， 成立合作社养殖脆鲩
鱼，到年底预计可收入100多万元。通道侗
族自治县致富带头人杨昌宏通过学习，组
织村民将水果“黑老虎” 种植面积扩大到
1000多亩，每亩可帮助农户增收1万余元。

“对于许多农村干部而言，最需要改变
的是观念，最需要增长的是见识。”怀化广播
电视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邓安生说，为此，

怀化市在市县两级广泛开设“田间课堂”、组
织学生实地了解各地发展的先进经验。

“点燃一盏灯，照亮一大片。培养一个
农民大学生， 就是要为农村点燃一盏明
灯。”衡阳市委组织部党员教育中心主任徐
昭桥介绍， 去年11月， 衡阳市成立了37个
“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教学实践与创业基
地，选聘了24名土专家、“田秀才”，充分发
挥他们示范、引领、辐射、服务四大作用。

更大的收获来自于网络，湖南电大与国
家开放大学联合开发了湖南农民大学生学
习网， 为每个学员创建了个性化网络空间，
量身订制了移动学习终端———0学派， 让农
民大学生足不出户就能长见识、转观念。

想管理 先学习
“上面千条线，下面一根针”，常常被用

来形容农村工作的繁杂， 如何让村干部掌
握基层工作能力， 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开
设了农村行政管理、 农业经济管理、 法学
（农村法律事务方向）等6个专科专业和2个
本科专业。 大学生通过学习， 组织管理能
力、政策水平和协调能力都得到较大提高。

衡阳南岳镇延寿村地处南岳衡山中
心景区，村党支部书记李运林也是一名农
民大学生。 他带领村民大力发展民宿、农
家乐，前来入住的游客越来越多，难免发
生矛盾。如何妥善解决这些矛盾，李运林
说在学校学了不少。

设立投诉站第一时间解决纠纷， 安排
村干部监管食品卫生、 上门指导村民提高
服务……延寿村的民宿金字招牌立起来
了，几年间，从几家发展到了149家，一家民

宿可以给村民带来年均20万元的收入。
在辰溪县，丹山村支书叶世玉在上电

大之前，连电脑都不会用。46岁的他强烈
要求参加“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经县委
组织部特批，成为班上的一名“超龄生”。

叶世玉格外珍惜这次机会， 勤奋努
力，学以致用，组织党员干部搞卫生，让溪
变清，路变净；村里出钱村民出力，对房前
屋后进行专项治理；实行治安管理责任到
人。从此，村容村风实现了质的改变，农村
环境治理的“丹山模式”由此从县内走向
了全市，还被评为怀化市文明示范村和湖
南省民主法治示范村。

衡南县松江镇松竹村支书张坤对于
学习的重要性深有体会。上任伊始，张坤
怀着满腔热情通知村民们前来共商致富
大计，等了又等，来的人却是寥寥无几。

张坤意识到， 想要村民配合工作，先
要自己转变工作方式。他主动走到田间地
头和村民们聊思路话家常，有事主动征求
大家意见， 很快就取得村民们的信任。现
在， 张坤成立了6000余亩的湘健产业扶
贫基地，种植脐橙、葡萄、红心蜜柚、观光
梨花等多个特色品种， 已帮助31户90人
贫困群众脱贫。

实践证明，农民大学生已经成为新农
村建设和基层治理的骨干力量。 据统计，
湖南实施“农民大学生培养计划”14年来，
累计招收农民大学生98565人，已毕业的
54685人中，有46482人进入村“两委”班
子，成为村级事业发展的领头羊;有3828
人考取了基层公务员，成为服务乡镇工作
的生力军。

科教前沿

湖南日报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沈敬

12月1日，由省文化厅、省文物局主
办的第18届湖南文物国际博览会（简称
“文博会”）在长沙闭幕。

这届文博会为期4天，虽然比往年开
始得晚了一些，但在众多参展商和收藏爱
好者的期盼下，火爆程度依然不减，让人
们感受到了丝丝“春意”。

“淘宝”依旧靠“抢” 更强调品质
11月29日， 文博会的重头戏———全

国文物交流会在湖南省文物总店开幕，现
场如预料般火爆。

位于8楼的上海文物商店柜台被围
得水泄不通，不少人拿着几万元现金往里
挤，4个保安前来维持秩序。

北京市圣雅诗进出口有限责任公司
带着旗下品牌、百年老字号“懋隆”来参
展，8个柜台的货物价值近千万元。 该公
司副总经理赵继业介绍，截至12月1日上
午10时，现场交易达到五六十万元，达成
意向的订单超过百万元。他认为，湖南文
博会的凝聚力很强， 为参展商带来了直
接、可观的效益，“好的产品在好的平台上
展示，才能体现出它的价值。”

“长沙已经成为全国性的文物交流中
心，在我们圈里，没参加过湖南文物国际

博览会，你的经历是有缺失的。”从2009
年开始至今，文博会已举办了18届，武汉
苏木堂的总经理刘戌靓也参加了18届。
他介绍， 公司在文博会的销售额逐年攀
升， 这次参展的两个柜台现场成交额近
30万元。

本次文博会对文物的品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 如刘戌靓带来的明代手炉、铜
佛像，都是可以直接上拍卖会的好东西。

这不仅吸引了收藏爱好者，也吸引了
国有博物馆前来寻宝。省文物总店总经理
郭学仁透露， 省内外近20家国有博物馆
来文博会觅宝以扩充馆藏，大部分达成了
意向。

民间收藏“湘”味浓 “春意”初露
此次文博会活动丰富，除了全国文物

交流会外，还有荣宝斋（桂林）2018长沙
春季文物艺术品拍卖新闻发布会暨藏品
公开征集、《发现海昏侯———南昌西汉海
昏侯墓》学术报告等主题活动。

湖南民间收藏文物精品展览“湘”味
浓郁，300余件展品皆为湖南本土艺术精
品，且种类齐全，书画、瓷器、玉器、杂件4
大类都有。

郭学仁介绍，今年的文博会让人看到
“春天”将来的迹象。据统计，本次文博会
的参展单位达2000家、 参展商品达11万
件、 参展客商达3.3万人次， 预计销售额
2.5亿元。郭学仁分析，前几年受大环境影
响，文物交易处于低迷时期。近两年，国家
连连出台政策， 鼓励合法的民间收藏，加
上今年下半年国内经济环境好转，民间收
藏有了新的起色。

活跃在乡村的“农民大学生”

第18届湖南文物国际博览会闭幕———

民间收藏露“春意”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 （记者 龙文泱 通讯员 叶强）

今天，为期2天的全省文物行政执法技能比武在湖南省文
化馆落下帷幕。经过激烈角逐，益阳市代表队夺得冠军。

本次活动由省文物局主办。据介绍，活动在全国文物
系统系首创，以开展知识竞赛的方式进行，旨在提高我省
文物行政执法人员的基础理论和基本技能操作水平，培
养练就一支业务精湛、品德高尚的文物行政执法队伍。

经过两个月的初选、培训，14个市州都派出了精兵强
将参加决赛。决赛通过笔试、抢答、必答、加赛等环节，考
察了参赛队伍的文物行政执法法律法规知识、 案卷纠错
能力和文物的基本知识等。最终，益阳市代表队获得一等
奖，株洲市、张家界市代表队获得二等奖，长沙市、郴州
市、娄底市代表队获得三等奖。

全省文物行政执法
技能大比武

� � �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杨元崇 通讯员 宗高峰）
“没有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又何谈一流学科、一流大学？ 没有
一流的研究生教育，内涵发展又如何体现？ 今天,以“‘双一
流’建设背景下研究生教育与区域发展”为主题的湖南学位
与研究生教育学会2017年学术年会在吉首大学召开。 中南
大学、湖南大学等21所高校研究生院相关负责人参加年会。
北京大学研究生院黄俊平教授等作主题报告演讲。

会议承办方吉首大学系我省硕士推免单位之一， 现有
一级学科硕士点15个，专业硕士学位点5个，已形成哲学、经
济学、法学、医学等11大学科门类交融发展的学科体系。

黄俊平教授以《北京大学研究生教育的探索与实践》
为题，分享了北大的研究生人才培养经验。 该校有41个学
科跻身“双一流”建设。 她认为，交叉学科知识结构是培养
一流人才的核心要素。 跨界交叉人才培养是时代发展的新
趋势。 据数据显示，20世纪，获得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466
位科学家中，41.63%具有学科交叉背景。 黄俊平建议，高校
要健全导师责权机制，搭建平台促进学科交叉融合。

围绕“双一流”
21所高校聚而“论道”

世界技能大赛湖南选拔赛即将开幕
318名选手参加9个赛项角逐

湖南日报12月1日讯（记者 刘银艳 通讯员 叶飞艳 叶
飞） 记者今天从省人社厅获悉，2017湖南技能大赛·第45届
世界技能大赛湖南选拔赛将于12月5日上午在湖南工贸技
师学院开幕。全省共选拔出318名技能高手参加决赛。

据了解，本次竞赛设汽车技术、焊接、塑料模具工程、
砌筑、时装技术、西式烹调、烘焙、信息网络布线、电气装
置共9个赛项，均为个人赛项。竞赛内容以世界技能大赛
技术文件为基础，参考相应国家职业标准三级(高级技能)
要求，学习借鉴世界技能大赛命题方法和考核内容，适当
增加新知识、新技术(设备)、新技能等相关知识，分理论知
识考试和操作技能竞赛两部分进行。

根据世界技能大赛对选手年龄的限制要求， 本次报
名参加信息网络布线项目竞赛的选手， 年龄均在23周岁
以下；报名参加其他项目竞赛的选手，年龄均在20周岁
以下。此次选拔赛由省人社厅、省总工会联合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