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新闻
《“我帮妈妈扫大街”》报道引起强烈反响
从余文丽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刘普林获学校“五四青年奖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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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评论员

如同阅读一首好诗，越品
由于新疆若羌县的医疗 复兴，需要无数人的身体力行和 庭，一肩挑着事业和使命。感动
越觉得滋味绵长。2月 6日，本 技术力量比较薄弱，出于医生 忘我奉献，而余文丽正是这些英 无数读者的，还有余文丽的朴素
报一版头条刊登长篇通讯《余 的责任感、使命感和紧迫感， 雄的援疆团队中的一员。是他们 与细腻。伦理亲情是一切美好情
文丽：带着偏瘫丈夫援疆的好 余文丽坚守在基层医院，救助 积极响应中央的援疆政策，胸怀 感的根脉，家庭美德是所有伟大
医生》。2月 13日，本报一版下 了四百多位患者，迎接了百名 对各族人民的热爱，不计甘苦、 情怀的起点。没有这种根脉，一
辟栏发表《一位坚强女医生的 婴儿的降生。她以精湛的医术 不求回报，默默地为这项伟大的 切崇高的理想都是无源之水，而
—余 文 丽 日 记 选 创造了不平凡业绩，以崇高的 事业贡献着力量。
家 国 情 怀——
抛弃这个起点，所谓的高尚与无
登》。从机关到基层，从内地到 医德挽回了患者的生命。“余
为他人分忧、为社会奉献、 私更像是凌空蹈虚。余文丽那么
边疆，从医疗战线到各行各业， 大夫，亚克西!”真诚的话语，不 为国家尽责，在余文丽身上，良好 可亲可爱，她的事迹那么自然真
余文丽的名字正被人们传诵 仅是对余文丽的赞美，也是对 的公民素质和崇高的公民道德 实，就因为她以质朴的方式，书写
着。她坚持职业操守，传承家 所有身怀救死扶伤精神的白 展现得淋漓尽致。她的背后，是 了“家”与“国”的辩证法。
庭美德，践行公民道德，胸怀爱 衣天使的褒奖。
全国道德模范的群体形象，是雷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
国精神，让每一位阅读者都能
余文丽说，“ 我热爱这片 锋、杨善洲、郭明义这些闪光的 “ 坚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
找到自身理想的投射，发现直 热土”。她不愿中断援疆工作， 名字。他们的精神代代相续，弘 系引领社会思潮，在全党全社会
抵心灵的力量。余文丽的事 宁愿带着偏瘫的爱人共赴边 扬社会正气，熔铸国民性格，激励 形成统一指导思想、共同理想
迹，是对所有道德模范和平凡 疆，与当地人民建立了深厚的 着亿万群众自觉践行社会主义 信念、强大精神力量、基本道德
英雄的集体致敬，更是对社会 感情。推动新疆的经济发展和 荣辱观，投身社会主义精神文明 规范”。余文丽的事迹，恰如一
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生动诠 长治久安，促进各民族的团结 建设；他们的精神生生不息，已成 条鲜活生动、内涵丰富的注释，
释。
和进步，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 长为公序良俗的守护力量，凝聚 书写了对不同层面道德精神的
为和谐社会的道德共识，沉淀为 接续与传承，展现了社会主义核
民族基因，升华为国家气质。 心价值体系的现实魅力，必将奏
《余文丽：带着偏瘫丈夫
一肩挑着“ 小家”，一 肩 挑 响一个社会的精神共振与大爱
着“
大家”；
一肩挑着爱情和家 合鸣。
援疆的好医生》后续报道 ⑧

本报武汉 2月 14日电（记者夏静 深打动了我。”一位母亲在网上跟帖： 着的妈妈深深鞠了一个躬后说，他的成长
光明网记者陈勇 通讯员林一）本报今 “我们的孩子都像他这样就好了!” 得益于父母无私的爱，为了供他上学，他
日一版头条报道了武汉理工大学华夏
今天，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专门 的妈妈落下了一身的病。去年暑假，妈妈
学院大学生刘普林帮环卫工母亲扫大 举行刘普林事迹报告及表彰大会，刘普 胆结石病发，腰痛得直不起来。他表示，大
街的感人事迹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 林的同学孙三惠在会上讲述了 “大家 学毕业后，一定要好好报答自己的父母。
反响。今天，武汉理工大学授予刘普林 眼中的刘普林”：他是个孝子，为了帮母
会上，武汉理工大学华夏学院院长吴
学校“五四青年奖章”，并号召全校师 亲扫大街，他从不参加同学之间的业余 永桥还向刘普林授予了“感恩行孝自强
生向他学习。
活动；他是个自强不息的学生，他的事 不息优秀大学生”荣誉称号，同时号召全
龙年伊始，大学生刘普林帮妈妈扫 迹见报后，感动的人们纷纷致电学校， 院师生向刘普林学习，学习他孝敬父母，
大街的事迹感动了荆楚大地。一位大 表示愿意捐款帮助刘普林一家，刘普林 感恩行孝的传统美德；学习他自强不息，
学生看了相关报道后感动地说：
“ 从刘 全部婉拒。他说，他家不是最困难的，还 乐观向上的进取精神；学习他艰苦朴素，
普林的身上，我看到了中国传统美德， 有更困难的家庭需要帮助。
助人为乐的优良品质；学习他热爱劳动，
看到了人间的真情和温暖，他的孝心深
事迹报告会上，刘普林向在台下坐 报效祖国的人生追求。

两个大学生的爱心假期⑨

“爱心之旅”的精神价值

湖南省人民政府副省长 李友志
2012年春节期间，湖南科技大学 工作中的最集中体现就是育人为本， “向日葵女孩” 何平等。提升工程的实
吴立强、李进两位同学，在大学生活中 德育为先。”德是做人的根本，德育的 施，每年带动了全省高校近 20万名大学
的最后一个假期，毅然放弃回家团聚 目标是要使学生有高尚的道德情感， 生利用业余时间开展德育实践活动，在
的机会，深入云贵两省的偏远山区，利 使学生成为有责任心、有正义感、有奉 实践中奉献他人，在奉献中磨砺品格，增
用自身特长，免费为贫困家庭拍摄全 献精神的人。同时，要积极探索人才培 长才干，切实达到了实践育人的效果，在
家福，并尽己所能救助了一名先天性 养方式，切实加强高校实践育人工作， 全省范围内形成了实践育人的良好氛
心脏病儿童。在一个个“小善传递大 坚持理论学习，创新思维和社会实践 围。吴立强、李进两位同学的“爱心假期
爱”的举动中，他们将实现自身价值与 相统一。近年来，湖南省认真贯彻全国 之旅”再次证明，实践育人是加强大学生
本报石家庄 2月 14日电（记者耿建扩）2 表达得淋漓尽致。另一篇日记写道：
“眼见归 的历史使命。“我坚信，余文丽的援疆故事还会 关爱他人、服务社会统一起来，在深入 教育工作会议精神，在加强和改进大 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途径。
实践过程中磨砺高尚品格，在奉献爱 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方面大胆改
吴立强、李进两位同学自强自立、关
月 13日，本报一版刊登《一位坚强女医生的 期渐渐临近，我内心在挣扎，一边是患病的爱 有更多年轻的版本。”
—余文丽日记选登》，再次在广 人，一边是不愿放弃的工作……他不愿意我
家国情怀——
河北经贸大学校医院的戴丽清连日来一 心过程中增强责任意识，在服务社会 革，勇于创新，措施得力，成效明显。 爱社会、乐于奉献、敢为人先的精神，彰
大读者中引起共鸣。通过余文丽日记，读者看 因为他放弃我的事业，我必须得回去了。”这 直关注余文丽事迹报道。她说，读了援疆日记 过程中提升自身能力，在追求梦想过 2010年，湖南省在全国率先实施大学 显了当代大学生健康向上的精神风貌和
到了这位援疆女医生纯洁而丰富的内心世 是余文丽夫妇以大局为重、心系援疆事业的 后，更觉感人至深。余文丽最可贵之处就在于， 程中践行知行合一，绽放出绚丽多彩 生思想道德素质提升工程，深入开展 鲜明的时代精神，他们的“爱心之旅”在
界。她的柔美和坚强，她的深情与大义，她家 自然流露。
她将个人事业追求、社会责任和家庭角色融为 的青春梦想。他们这种特殊的“爱心 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特色项目、大学 当前形势下具有典型的教育意义。希望
国兼顾的炽热情怀，拨动着读者的心弦。
“作为普通的援疆医生，她深夜寒风中 一体。日记让我们每个人思考，如何将社会公 假期之旅”，实现了他们“让自己的大 生德育实践项目、校园文化精品项目、 全省大学生向他们学习，学习他们自强
“读余文丽日记，我的心震颤了!”石家 抢救病人脱离危险，内心洋溢着幸福；作为重 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和谐地贯 学生活更有意义、人生更加精彩”的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项目、思想政治 自立、敢于进取的坚韧品格；学习他们敢
庄市第五医院宣传科科长张燕说，余文丽日 病丈夫的妻子，她带偏瘫丈夫远赴边疆，内心 穿在学习、工作和生活中。
朴实愿望。他们自强自立、关爱社会、 教育工作队伍建设项目和思想政治教 于担当、勇于追求的拼搏精神；学习他们
记坦露心声，真实可信，让人感同身受。张燕 满怀着感激；作为年迈父母的女儿，她善意的
河北科技大学理工学院党委副书记葛振 乐于奉献、敢为人先的精神，是当代大 育研究项目的建设，形成了 “校校有 心系他人、乐于奉献的责任意识；学习他
以两篇日记为例：
“ 得知爱人突发脑溢血，心 谎言只为父母安度晚年，内心却充满着愧疚。 东说，不论是对新疆人民的深情大义，还是对患 学生主动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 ‘工程’、人人来参与”的良好局面，极 们主动实践、知行合一的青春理想。全省
急如焚……他的脸因虚肿有些变形，眼睛是 余文丽日记流露出崇高的情感，绽放着耀眼 病丈夫的炽热真爱，都蕴涵着强烈的奉献精神， 的生动例证。
大地促进了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高校要积极组织广大青年学生认真学习
胡锦涛总书记在 2010年全国教 理念创新、思路创新、方法创新和举措 吴立强、李进两位同学的优秀事迹，引导
闭着的，但我还是一眼就认清了他，这就是与 的时代之光!” 河北大学新闻学院研究生张 是余文丽高贵品德的写照。这种精神，有血有
“ 推动教 创新，使我省大学生思想政治面貌发 广大学生努力学习科学文化知识，自觉
我相濡以沫共同生活了 21年的爱人!……我 志平说，余文丽事迹激发青年人把对家庭的 肉、真切感人。余文丽既是精神标杆，又是可亲 育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
亲了一下他的额头，希望他原谅我，更盼望他 小爱汇入祖国振兴、民族团结、人民幸福的 可近、可学可行的。我们的时代呼唤更多余文 育事业科学发展，必须坚持以人为本， 生明显变化，整体呈现出健康向上的 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争做德智
核心是解决好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 精神风貌。先后涌现出全国百佳优秀 体美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合格建设者和
能平安走出手术室。”这段话，把对丈夫的爱 时代洪流中，用责任与担当肩负起时代赋予 丽这样的平凡英雄。
人的重大问题。坚持以人为本，在教育 志愿者湘潭大学邓榕、湖南科技大学 可靠接班人。

“余文丽日记绽放耀眼的时代之光”

平潭综合实验区 2012年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团队）公告
平潭综合实验区位于台湾海峡中北部，是祖国大陆距台湾本岛最近的地区，深化两岸交流合作潜在优势突出，自然资源条件优越，发展空间广阔。开发建设平潭综合实验区是党中央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重要战略决策。2011年 11月国务院
批准实施《平潭综合实验区总体发展规划》，实行比当前经济特区更特殊、更优惠的全岛开放政策，这不仅为平潭发展创造了千载难逢的机遇，也为各类优秀人才大显身手提供了广阔舞台。为打造支撑平潭开发开放的人才大军，福建省委、省政府确
立了建设平潭人才特区的战略布局，提出了平潭人才队伍“四个一千”工程，并决定以更加开放的胸襟、更加特殊的政策、更加灵活的机制面向海内外引进高层次人才。现就 2012年平潭综合实验区引进海内外高层次人才（团队）公告如下：
一、平潭综合实验区管委会招聘台湾专才
（20名）
（一）岗位需求
区管委会副主任
1名
区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
1名
区经济发展局副局长
1名
区环境与国土资源局副局长
1名
区交通与建设局副局长
1名
区传媒中心编导
1名
区传媒中心视频包装技术人员
1名
区水务投资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名
区鼎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名
区鼎新房地产发展有限公司工程造价师 1名
区国有资产投资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1名
区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名
区交通投资发展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1名
海坛风景名胜区管理处副主任
1名
海坛风景名胜区管理处主任助理
1名
区森林与园林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1名
区森林与园林有限公司部门经理
1名
区森林与园林有限公司苗木培育技术人员 1名
平潭县医院副院长
1名
平潭县职业中专学校副校长
1名
（二）政策待遇
1、年薪。以上招聘人员根据岗位实际情况分
别给予年薪 20-60万元人民币，具体面议。
2、由管委会提供免租金公共租赁房；服务年
限满 3年、在实验区首次购房的，可购置一套限价
商品房。
3、引进的台湾专才涉及的个人所得税按大陆
与台湾个人所得税负差额给予补贴，补贴免征个
人所得税。
4、可按有关政策参加当地养老、医疗等社会
保险。
二、平潭综合实验区发展研究中心招聘台湾
专才和海外人才（5名）
（一）岗位需求
区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 1名
财政税收领域研究员
1名
产业经济领域研究员
1名
两岸政策领域研究员
1名
行政管理领域研究员
1名
（二）政策待遇

1、年薪。以上招聘人员根据岗位实际情况分
港口航道与海洋工程
5名
80平方米以上住房（三年内免租金）等政策待遇。 120平方米以上住房（三年内免租金）等政策待遇。
别给予年薪 25-50万元人民币，具体面议。
海洋资源开发技术
5名
5、博士享受 20-40万元人民币生活工作经费
3、教授或主任医师及相当层次人才，享受
2、由管委会提供免租金公共租赁房；服务年
环境生物与渔业科学
5名
（包括工资、岗位津贴等）、50平方米以上住房 80-100万元人民币生活工作经费（包括工资、岗位
限满 3年、在实验区首次购房的，可购置一套限价
通讯与导航工程
5名
（三年内免租金）等政策待遇。
津贴等）、100平方米以上住房 （三年内免租金）等
商品房。
河海工程
5名
五、福建医科大学附属协和医院平潭分院招 政策待遇。
3、台湾专才涉及的个人所得税按大陆与台湾个
海洋运输与港口物流
5名
聘海内外急需紧缺高层次人才（29-58名）
4、副教授或副主任医师及相当层次人才，享受
人所得税负差额给予补贴，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物流与供应链管理
5名
（一）岗位需求
30-60万元人民币生活工作经费（包括工资、岗位
4、可按有关政策参加当地养老、医疗等社会
海洋文化与海洋经济
5名
内科学（血液病方向）
1-2名 津贴等）、80平方米以上住房（三年内免租金）等政
保险。
海洋法律
5名
内科学（心血管病方向）
1-2名 策待遇。
三、平潭综合实验区引进海内外创新创业团
2、依托福建师范大学（22-36名）
内科学（内分泌方向）
1-2名
5、博士享受 20-40万元人民币生活工作经费
队（10个）
新闻传播学
2-3名
内科学（消化内科方向）
1-2名 （包括工资、岗位津贴等）、50平方米以上住房（三
（一）创新创业团队（6个）
艺术学
6-10名
内科学（风湿病方向）
1-2名 年内免租金）等政策待遇。
1、引进需求
计算机科学与技术
2-3名
内科学（肾脏病方向）
1-2名
我们热忱欢迎各方人才特别是台湾人才和海外
电子信息团队
旅游管理
3-5名
神经病学
1-2名 人才来平潭建功立业，竭诚为各类人才提供最优质
新能源团队
酒店管理
3-5名
老年医学
1-2名 的服务。有志之士可登录 www.fjrs.gov.cn/fjrc/ 查询
海洋生物团队
会展经济与管理
3-5名
内科学（呼吸内科方向）
1-2名 具体信息。有意到平潭工作的人才，可与相关用人单
旅游及文化创意团队
休闲管理
3-5名
肿瘤学（肿瘤内科方向）
1-2名 位联系接洽，或向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才公共服务中
现代物流团队
3、依托福建中医药大学（12-16名）
急诊医学、内科学（重症医学） 1-2名 心咨询。
两岸金融合作团队
海洋药物教学科研
6-10名
急诊医学
1-2名 联系方式：
2、政策待遇
康复医学教学科研临床
5名
急诊外科
1-2名 平潭综合实验区人才公共服务中心：
（1）根据团队实际情况分别给予 300-1000 医学影像学教学科研
1名
外科学（神经外科方向）
1-2名 台湾引才，刘先生，13055535611；
万元人民币的项目补助，给予团队带头人 50-150 4、依托福建工程学院（8-16名）
外科学（骨科方向）
1-2名 海外引才，陈先生，13509338889；
万元人民币生活经费补助。
土木工程
1-2名
外科学（心脏大血管外科方向） 1-2名 省外引才，曾先生，13705058612；
（2）团队带头人和核心成员可申请实验区公
材料成型及控制工程
1-2名
外科学（胸外科方向）
1-2名 电子邮箱：pingtan20124000@163.com
共租赁住房；对在实验区工作满 5年且每年在实
建筑学
1-2名
外科学（普通外科方向）
1-2名 福州大学：杨先生，13609595869，
验区实际工作时间不少于 6个月的，在实验区首
交通工程（运营与管理）
1-2名
外科学（泌尿外科方向）
1-2名 电子邮箱：yangwj9988 @163.com
次购房可购置一套限价商品房。
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
1-2名
眼科学
1-2名 福建师范大学：
（3）团队带头人 5年内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地
车辆工程
1-2名
耳鼻咽喉科学
1-2名 郑女士、乐先生，0591-22867359，18705083948
方留成部分按 70%给予奖励；引进的台湾地区人
通信工程
1-2名
妇产科学
1-2名 （郑），18259061912（乐），电子邮箱：rsc@fjnu.edu.cn
才个人所得税按大陆与台湾个人所得税负差额给
新闻学
1-2名
儿科学
1-2名 福建中医药大学：
予补贴，补贴免征个人所得税。
（二）政策待遇
麻醉科学
1-2名 黄女士，0591-22861107，18606996657，
（二）项目合作团队（4个，面向台湾地区）
1、符合“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 超声医学
1-2名 电子邮箱：rsc@fjtcm.edu.cn
1、团队需求
条件的，享受 100-200万元人民币生活工作经费
放射医学
1-2名 福建工程学院：
科技智慧岛规划团队
（包括工资、岗位津贴等）、120平方米以上住房
医学检验
1-2名 傅先生，0591-22863042，18950423979，
火车站片区规划团队
（五年内免租金）等政策待遇。
病理学
1-2名 电子邮箱：rsc@fjut.edu.cn
城市交通轨道规划团队
2、学科带头人或相当层次人才，享受 80-120 药学
1-2名 协和医院平潭分院：
植物多样性研究团队
万元人民币生活工作经费（包括工资、岗位津贴等）、 （二）政策待遇
郑先生，0591-83325049，13365910995，
2、项目合作经费按合同确定。
120平方米以上住房（三年内免租金）等政策待遇。
1、符合“福建省引进高层次创业创新人才” 电子邮箱：zhengqiang1997@163.com
四、平潭海洋大学（筹建）招聘海内外急需紧
3、教授或相当层次人才，享受 80-100万元人 条件的，享受 100-200万元人民币生活工作经费 平潭综合实验区：
缺高层次人才（92-118名）
民币生活工作经费（包括工资、岗位津贴等）、100 （包括工资、岗位津贴等）、120平方米以上住房 潘先生，13799318288；林先生 13696853226，
（一）岗位需求
平方米以上住房（三年内免租金）等政策待遇。 （五年内免租金）等政策待遇。
电子邮箱：pingtan_rc@163.com
1、依托福州大学（50名）
4、副教授或相当层次人才，享受 30-60万元
2、学科带头人或相当层次人才，享受 80-120
中共福建省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船舶与海洋工程
5名
人民币生活工作经费（包括工资、岗位津贴等）、 万元人民币生活工作经费（包括工资、岗位津贴等）、
2012年 2月 15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