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文/片 本报记者 尹明亮
实习生 霍凤雨

用录取通知书宽慰劳
累的妈妈

8月2日，炎热的天气炙烤
着大坝里奔涌的黄河，在离大
坝不远的村子里，乔明鑫已经
收到录取通知书几天时间，这
个家依然被一种高兴的气氛包
围着。“一个人供着两个孩子上
学很艰难，但孩子没让人失
望。”妈妈刘少霞在前段时间志
愿者走访时一谈起去世的孩子
爸爸就语带哽咽，而今脸上多
了更多笑容。儿子的大学录取
通知书让她这两年肩上巨大的
压力稍稍放松了一些。

2016年，当乔明鑫刚读高
二的时候，爸爸在一场交通事
故中意外离世，悲痛一度充斥
着这个家。“姐姐那时候刚上大
学，全部的压力都在妈妈身上
了，拼命干活挣钱的妈妈也在

高强度的劳动中伤到了腰。”言
语之中，乔明鑫流露着对妈妈
的心疼。

“妈妈的付出都是为了我
们姐弟两个，家里有很多事情
自己帮不上忙，就是想着一定
用一个好的大学让她的付出不
能白费。”近两个月来，妈妈的
心情也随着乔明鑫的高考进展
而起伏变化着。当高考成绩出
炉的时候，乔明鑫628分的高考
成绩比山东省理科本科分数线
高出近200分，一家人心里也都
踏实了不少。“孩子也没有白努
力。”妈妈刘少霞说。

顺利被电子科技大学工科
试验班(智能制造、机器人、
电气信息)专业录取，乔明鑫
为自己高兴着，也为脸上变得
舒展的妈妈高兴着，能顺利走
进大学也是目前对妈妈最大的
宽慰了。

“希望能给妈妈一个依靠”

“对未来我总是满怀信心
的，这也是我自己喜欢的专业，
也希望能给妈妈一个依靠。”在
家里，很少能看到乔明鑫的奖
状，只是在卧室桌上，放着两张
高中的奖状。对于过去，乔明鑫

并不是太在意了。“其实孩子从
小学习成绩就很好，很有拼劲，
获得过很多的奖励，只是都收
起来了。”妈妈说。

回顾自己的求学经历，妈
妈口中的优秀在他自己看来其
实并不轻松。“初中考上了县里
最好的初中，但在初中里，需要
付出比别人更多的努力才跟得
上更优秀的同学们，跟不上同
学们的学习节奏，晚上都要自
己在宿舍里补习，那时候周末
都很少会出去玩。后来考上高
中，两年的暑假几乎从来没有
待在家里。”乔明鑫说，“因
为自己很清楚，自己只能向前
走，为了自己，为了家人，纵然
压力很大，也只能顶着压力往
前走。”

对于未来大学里的学习，
乔明鑫满是憧憬，选择的是当
下最热门的专业，他也希望未

来能有一番作为。“积极向上，
努力学习不是空话，这是自己
最大的资本。”乔明鑫说，在未
来，他计划要读研，“大学里有
很多的未知也有很多挑战，但
只要自己心态积极，就总是好
的。唯一美中不足之处就是离
家1600多公里，妈妈可能会多
一些担心。”

“未来我要照顾好自己”

这个暑假，在济南做兼职
的姐姐仅仅回家待了三四天，
就离家为自己下个学期的生活
费奔波，她在济南做家教，教着
三个孩子。“姐姐要读大三，在
学校做了不少兼职，也挺辛苦。
未来，我也肯定更多地要靠自
己。”这个暑假，乔明鑫也在尝
试着做各种兼职，高考刚刚结
束他便到当地一家物流企业做

临时工，分拣打包快件。“十几
天一共赚了1000来块钱，后来
那边不需要人了，也就回家
了。”

乔明鑫最近也在尝试着做
着家教。“未来大学里的开支不
能光指望妈妈在家种地，自己
还是要多想一些办法。”向已经
读大学的姐姐请教着经验，乔
明鑫也做着大学里的打算。“在
大学里机会也会多一些，以后
也会寻找一些做家教的机会，
尽量能自己照顾自己。妈妈前
两年过度劳累，身体不好，但以
后再也不能让妈妈太过劳累
了。”乔明鑫说。

助阳光学子圆梦，
请您伸出援手

2018年，齐鲁晚报与山东
省慈善总会一起在全省开展阳
光助学，帮助每一个有追求的
阳光学子圆大学梦。这个夏
天，阳光助学将资助至少100
个阳光学子，资助每个学生
5000元。

在50万元阳光助学金的基
础上，2018年，我们继续开展1
+1阳光助学，为社会爱心人士
与阳光学子搭起一座桥梁。随
着大学录取通知书的陆续到
来，2018年阳光助学学子报名
也已经结束，在阳光助学组委
会，还有需要帮助的学子等待
社会各界爱心人士伸出援手。
如您也愿意帮助阳光学子圆
梦，请拨打电话15969678226联
系我们。

本报记者 尹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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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学子要给妈妈一个依靠

““努努力力学学习习是是自自己己最最大大的的资资本本””

本报济南8月5日讯(记
者 郭立伟 )近日，教育部
印发《高等学校基础研究珠
峰计划》(以下简称计划)。
此次计划的提出旨在落实
国务院关于全面加强基础
科学研究的有关精神，推动
高等学校加强基础研究，实
现创新引领。

目前中国高等学校基
础研究虽然取得了历史性
成就，但是重大原创成果和
领军人才偏少。为此，计划
提出组建世界一流创新大
团队、建设世界领先科研大
平台、培育抢占制高点科技
大项目、持续产出引领性原
创大成果这四大任务，通过
成立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战
略咨询专家委员会，在薄弱
基础学科的基地建设、招生
指标等资源配置上加强布
局，建立有利于调动科研人
员积极性的评价和考核机
制等政策措施。

《计划》要求充分认识
基础学科的基石作用。“重
视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对
数学、物理等重点或薄弱基
础学科给予更多倾斜,在基
地建设、招生指标等资源配
置上加强布局。”

另外，要注重基础与应
用的衔接，促进自然科学、

人文社会科学等不同学科
之间的交叉融合，培育新的
学科生长点。发挥基础学科
对人才培养的重要作用，鼓
励多学科交叉联合培养。深
入实施基础学科拔尖学生
培养计划，加强拔尖创新人
才培养。

根据《珠峰计划》提出
的发展目标，争取到2020年
使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整体
水平显著提升，到2035年使
高等学校基础研究水平大
幅跃升，到本世纪中叶在高
等学校建成一批引领世界
学术发展的创新高地，在一
批重要领域形成引领未来
发展的新方向和新学科，培
养出一批国际顶尖水平的
科学大师。

不久前，财政部、教育
部联合下达2018年支持中
央财政地方高校改革发展
资金。这项国家专项资金将
下拨给全国35个省、直辖
市、自治区和计划单列市的
地 方 高 校 ，总 经 费 高 达
114 . 6亿元，比去年同期增
加近26亿元。

在此前支持地方高校
发展资金、地方高校生均拨
款奖补资金的基础上，自
2017年起，中央财政整合设
立支持地方高校改革发展

资金。其中，2017年总经费
为88 . 05亿元，2018年总经
费为114 . 62亿元。从政策目
标来看，增加了“双一流”高
校建设经费，这也与2017年
9月“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建
设学科名单公布有所关联。

而从资金分配来看，获
得经费较多的省份主要集
中在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
区，东部地区获得资金较
少。其中河南所获资金最
多，高达7 . 67亿元，前五
的省份均处于中西部地
区，据有关人士介绍，这
些省份具有数量庞大的省
属高校。而位居东部的天
津、浙江、上海、北京等
东部省市，所获资金就相对
较少。从山东省来看，所获
经费居所有省份第10位，资
金数额为4 . 5亿元。

由最开始的211工程、
985工程到如今的“双一流”
建设和“珠峰计划”，我国高
等教育发展过程中，离不开
政策的影响和作用。对于高
校而言，纳入名单之中，一
方面将优先获得资金、资源
的倾斜；另一方面，这些高
校对于考生、家长而言，具
有更强的吸引力，生源质量
相对其他高校而言有较大
优势。

教育部高校珠峰计划：本世纪中叶培养一批国际顶尖科学大师

对对数数学学、、物物理理等等学学科科给给予予更更多多倾倾斜斜
本报讯(通讯员 刘菁文 刘

晨佳)响应社会实践号召，助力贫
苦地区教学。近日，山东师范大学
数学与统计学院9名学子以“怀揣
育人梦，温暖峡山行”为口号，自发
组成“梦萦峡山素质拓展队”，于7
月10日抵达潍坊市峡山区太保庄
小学开展了为期两周的暑期支教
活动。

为提高孩子们的学习积极性，
同时增加课程的趣味性，队员们以
素质拓展为主要方向，兼顾文化课
教学，重在开拓孩子们的视野。除
了帮助孩子们预习新学期的课程
之外，队员们还开设了别开生面的
面具、陶艺等课程，并为孩子们带
去水粉颜料和水粉画纸、面具、陶
泥等用于手工制作的材料，以此
增强孩子们的想象力、创造力和

动手能力。妙趣横生的科学实验
课，古风古韵的诗词课，生动活
泼的配音课，增强思辨能力的辩
论课，开拓眼界的声乐课，以安全
为第一要义的安全讲座，让孩子们
开阔了视野，增长了见识。

欢快充实的两周支教生活在
一场“文艺汇演暨支教成果展”中
圆满落幕。文艺汇演中，孩子们向
老师家长们展示了自己两周所学。
最后，由实践队员亲手为孩子们佩
戴上具有纪念意义的队徽，为“梦
萦峡山素质拓展队”峡山之行画
上圆满句号。在与孩子们一起生
活的两周时间里，实践队为当地
孩子带去平常接触不到的科学文
化知识，引导农村地区孩子用青春
与汗水演绎青春梦，用智慧与意志
助力中国梦！

怀揣育人梦 温暖峡山行

山山师师大大梦梦萦萦峡峡山山素素质质拓拓展展队队
赴赴潍潍坊坊太太保保庄庄小小学学支支教教

日前，山东畜牧兽医职业学院
148名专科毕业生获扬州大学动科
院“专本硕”贯通培养学历教育项
目《录取通知书》，将于今年9月入
读扬大，开启两年的全日制本科阶
段学习。该项目是山东牧医学院与
扬州大学合作,专为该校专科毕业
生量身打造的对接本科-硕士的
对口升学通道。

据了解，2017年5月，山东牧医
学院与扬州大学动科院达成协议，

合作举办“专本硕对接学历教育项
目”。该项目由扬州大学组织入学
测试和面试，招生专业为动物科
学，全日制学习2年，全部课程考核
合格，取得江苏省自学考试委员会
和扬州大学联合盖章的本科毕业
文凭(全国电子注册)，学生以此报
名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
如符合录取条件，则对接兽医硕
士、农业推广硕士等硕士阶段继续
学习深造。

山山东东牧牧医医学学院院
114488名名专专科科毕毕业业生生顺顺利利升升本本

近日，2018年齐鲁晚报阳光助学直通车走进齐河县，在黄河北
岸的德州齐河县焦庙镇东贾庄村，乔明鑫等来自己的录取通知书。
自从乔明鑫的父亲两年前意外去世，这个家庭承担着巨大的压力，
如今一纸录取通知书让小伙子坚定了信心，也暂时扫去了母亲脸
上的愁容。“十年寒窗的智慧和汗水，终于为你们的人生迎来了又
一轮崭新的太阳。”这是录取通知书上的开篇之言，恰也道出了这
个十八岁男孩的追梦之路。

乔明鑫已被电子科技大学录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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