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目前广东“粤菜师傅”工程培

训了3.7万人；“南粤家政”培
训了25万人左右

截至2019年年底，广东累计实

施棚户区改造42万套， 供应共

有产权住房3.27万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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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政协委员、中山大学党委书记陈春声接受本报专访：

让“学在中大，追求卓越”
成为一种自觉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丰西西

作为我国历史
悠久的著名高等学
府，中山大学承载着
无数学子及其家庭
的期望，更肩负着为
国家培养高水平人
才的重任。 它是如
何培养人才的？ 未
来的发展方向是什
么？

两会期间，全国
政协委员、中山大学
党委书记陈春声接
受了羊城晚报记者
专访。 他表示，近年
来，中山大学通过各
种方式厚植学生对
专业和学术的兴趣，
今年全校约有70%
的本科毕业生继续
升学深造，学校致力
于培养在科学上、学
术上能毕生追求卓
越，又有家国情怀的
高水平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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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粤东梅州市 ， 提起梅县区
城东镇的玉水村，几乎无人不知。

玉水村半数以上家庭有成员
外出做厨师 ， 年薪20万元以上的
厨师超百人。 提到玉水 ，总有人提
到两个字———“厨乡”。

回望20世纪80年代 ， 玉水村
还是有名的煤炭村 ，大部分村民在
煤矿务工谋生 。 然而 ，2005年后 ，
玉水村的煤矿产业一落千丈 ，村民
们不得不另谋出路。

郭开扬是玉水最早走出去的
厨师。 最初 ，郭开扬进入一家企业
饭堂打下手。 1991年，他放弃助理
厨师职位，跳槽到一家规模更大的
酒店， 从食堂学厨到饭店掌勺 ，直
到现在投资深圳 、中山 、珠海等地
11家酒店 ， 郭开扬成了玉水的标
杆人物。

从郭开扬的身上 ，村民们看到
了挖煤之外的新出路 。 村两委班
子也牵线搭桥 ， 鼓励村民外出学
厨 。 到2018年 ， 玉水村共有268
名厨师 ， 走出玉水村的厨师几乎
遍布全国。

近年来 ，广东大力推进 “粤菜
师傅”工程。 梅州市是“粤菜师傅 ”
工程的主要承载地区之一。玉水村
党支部书记郭国青与村干部谋划
建设“客家菜师傅”培训基地。以人
才振兴带动产业振兴和文化振兴 ，
推动乡村全面振兴。

明确了 “以厨兴村 ”，郭国青对
玉水村未来的发展充满信心。

更好地保障和改善民生
营造共建共治共享社会

数据眼

典型案例

“煤炭村”蝶变
“广东厨乡”

羊城晚报记者 严艺文

稳定就业总量 提升就业质量
“要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把就业、

教育、医疗、社保、住房、家政服务等问
题一个一个解决好、 一件一件办好。 ”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时的嘱托，心系
民生、饱含深情、鼓舞奋进。

民生稳，人心稳，社会就稳。 就业是
最大的民生，保就业就是稳民生。年初，
广东省第十三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
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指出，要高度重

视稳定和促进就业工作。 把稳就业作为
重中之重，稳定就业总量，改善就业结
构，提升就业质量。

2020年，特别在新冠肺炎疫情冲击
下，广东就业工作面临更多的挑战和压
力，稳就业形势更加严峻复杂。 在此关
键时刻，广东迅速部署。 2月，广东省政
府印发了《广东省进一步稳定和促进就
业若干政策措施》，打出“加、缓，返、补、
帮”政策组合拳，有效应对风险挑战。为
实现2020年全省城镇新增就业120万人
以上、 城镇调查失业率控制在5.5%以
内、 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3.5%以内
的目标打下了坚实基础。

“靠着做月嫂，我才能支撑两个孩
子圆大学梦！ ”月嫂工匠吴春燕通过持
续学习提升，已成为企业级别最高的月
嫂，年收入早已超10万元。

近两年来，广东陆续开展“粤菜师
傅”“南粤家政”“广东技工”三大民生工
程，品牌效应初显，百万岗位稳就业。

2020年广东省十件民生实事提出，
开展“广东技工”培训100万人次以上；
培训“粤菜师傅”1万人次以上；开展“南
粤家政”培训16万人次以上。

确保住有所居、居有所安
安居才能乐业，“住有所居”是重要

的民生目标，更意味着期待和梦想。 走
进韶关市翁源县，困难户可享受“安居
楼”免费使用权；在肇庆市，全市实施

“五卡”上墙，使危房改造工作成为“阳
光工程”。 好经验、好做法，让越来越多
的人住得安心、住得幸福。

“新建和提升改造一批农村厕所，
完成农村户用厕所无害化改造7万户”
纳入2020年广东省十件民生实事。广东
省住房城乡建设厅党组书记赵坤表示，
五年来，广东累计为近40万户贫困户实
施了危房改造。

通过近十年努力，广东基本消除了
农村相对贫困户住房安全隐患，帮助农

村贫困群众实现了“住房安全有保障”
的目标， 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坚强保
障。 截至2019年年底，广东通过保障性
住房保障住房困难群体95.16万户，涉
及受惠群众307.4万人。

2020年，广东确保完成新开工棚户区
改造住房1万套。 广东将农村危房改造与
乡村振兴、改善农村人居环境、农村生活
垃圾治理等工作紧密结合， 凝心聚力补
齐短板、啃下硬骨头，确保住有所居、居有
所安， 推动高质量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羊城晚报记者 严艺文

近年来 ， 从国家层面出
台的多种政策里 ，有关 “严格
控制公立医院数量和规模 ，为
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间 ” “从
严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 、建
设标准 、 大型医用设备配备 ”
等规定 ，限制了高水平公立医
院的发展 ；也为公立医院人才
队伍培养带来挑战 ，人才流失
压力很大。

陈春声建议 ，国家应当坚
持公益性医改方向 ，松绑限制

性 政 策 ， 加
强推进公立医院
放管服改革 ， 因地
因需合理配置医疗 资
源 ，适当扩大高水平公
立医院规模 ，满足人民群众迫
切需求 ，提升国家公共卫生应
急能力。 同时加大国家对高水
平公立医院的投入 ，确保公立
医院在国家医疗体系中的主
导地位及其公益性。

灼见

公租房选房活动中外来工配租数量逐年增高 羊城晚报记者 王俊伟 摄

“全面小
康路上一个不能少，

脱 贫 致 富 一 个 不 能 落
下。 ” 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
东时的殷殷嘱托，在广东大地
上回响着。 2020年，是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之
年，广东正坚持以人民为中心
的发展思想， 更好保障和改
善民生， 营造共建共治共

享的社会治理格局。

谈抗疫：
家国情怀是无时不在的信念

岁末年初的新冠肺炎疫情来势汹
汹，一场全民参与的“战役”全面铺开，
中山大学举全校之力抗击疫情。 当接
到国家发出组派医疗队驰援湖北的号
召时，中大各附属医院立即响应，火速
集结，成立医疗队直奔机场。 从1月24
日除夕夜开始，中山大学陆续派出512
名医疗队员支援湖北， 同时还倾全力
为湖北抗疫一线送去大量物资。

除了支援湖北抗疫， 中大多家附
属医院还承担了广东省内新冠肺炎患
者的定点收治工作，同时在科研攻关、
社区防控等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此外， 中大还先后派出2批共6位
知名专家加入中国赴塞尔维亚抗疫专
家组， 将中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防
控经验、救治方案带出国门。 中大专家
还奉派到美洲的多米尼克、 黑龙江的
绥芬河、 省内的东莞和中山等地参与
指导抗疫并救治新冠患者。

每一批医疗队员出发， 陈春声都
会亲自到场送行。 他真诚地向每一批
医疗队员勇担使命表示感谢和敬意，
一遍又一遍地嘱咐他们，“一定要多多
保重，注意安全”。

“医者，仁心仁术。 当国家有号召
的时候，他们出于专业素养和本能，主
动请缨，积极响应，毫不犹豫地出发。
我是学历史出身的， 看到他们这样做
时我很感动，医生、护士们是在表达对
党和国家的忠诚、对制度的信任、对人
民的大爱。 ”陈春声说，大批医疗队员
勇敢逆行， 展现的不仅是党和国家的
动员能力， 更重要的是我们的制度优
势和文化自信。

“中大各附属医院
每批医疗队出发前
都建立了临时党组

织，元宵节当天
大 部 队 刚 到

武 汉 ， 学

校党委就决定组建整个医疗队的临时
党委，任命了临时党委书记。 同时，全
校还有212位同事在各地抗疫前线入
党。 ”这也让陈春声备受感动，他动情
地说：“在我们国家， 家国情怀是无时
不在、无处不在的。 特别是在危重急难
的时刻，组织的力量、政治上的觉悟和
站位，都是深入骨髓的，它们融汇在每
个奔赴前线的医务工作者的血液里。 ”

谈育人：
引导学生爱专业爱学术

从2016年开始，中山大学“大刀阔
斧”地对本科专业进行了调整，对教学质
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此举被视作中山
大学人才培养理念发生新变化的标志。
在2018年全国两会上，陈春声透露，中大
正非常努力地提高本科生的升造率，目标
是80%的本科生最终可以升学深造。

至如今，效果如何？ 陈春声表示，
尽管今年国内外各大学的研究生录取
尚未“尘埃落定”，但从目前掌握的信
息看， 全校约70%的本科生毕业后可
望继续升学深造。 过去几年，中大为此
做了大量努力。

陈春声说：“我们用各种方式培养
学生对专业和学术的兴趣。 整个学生
工作系统加强了专业性安排和制度化
建设。 我们在为各个院系配备分管学
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时， 尽量让他的
专业背景与学院的专业接近。 如今，超
过2/3分管学生工作的党委副书记具有
本专业或相近专业背景。 ”

另外，中大鼓励年轻的副教授担任
专职学生辅导员。“现在全校370多位专
职学生辅导员中， 近2/3是有博士学位
的。辅导员同时也是学生的专业老师。 ”

此外， 中大鼓励学生将第二课堂
与第一课堂相结合， 尽量鼓励学生组
织专业性、学术性社团，为学生创造更
好的学习氛围。

与此同时，在各种场合，陈春声和
中山大学校长罗俊都在号召同学们要
“不负韶华”，鼓励学生继续深造。

“中山大学要培养有更高学历的
孩子， 我们希望孩子们不要在本科毕
业时就离开学校， 希望他们能继续深
造，提高自己。 目前我们在全国各省市
招收的基本上都是高考成绩前1%的孩
子，他们在激烈的竞争中脱颖而出，天
分和素质都很好， 仅仅读四年大学就
到社会上打拼，太可惜了。 我们要鼓励

他们从进中大开始，就立志再读七年、
十年书，这是对他们的一辈子负责。 ”

陈春声说，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
当今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人们的职业生涯也在变长， 未来之路
很长，挑战更为复杂，四年本科教育对
这代学生来说可能是不够的。 如果能
适当延长他们接受高等教育的时间，
这不仅是对他们和他们的家庭负责，
也是对我们的国家和民族负责。“要把
这部分天分高、素质好、有可能承担更
多责任的人才培养好， 所以学校提倡

‘学在中大，追求卓越’。 ”
在陈春声看来， 学校和学生的关

系，有点像家长和孩子的关系。 中国的
父母都是希望子女能走正路、有出息，
所以， 学校也要尽可能为学生创造更
好的条件，培养他们足够的能力。“我
们应该创造条件， 努力培养能在科学
上、学术上追求卓越，同时又有家国情
怀、有大格局的人才；我们希望能培养
出来一批能立大志、做大事的人才，他
们能吃一般人所吃不了的苦， 发一般
人发不了的力， 达到一般人所不可企
及的高度。 ”

谈办学：
中大学科布局已很齐全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不断推进，
也为中大的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 对
此 ，陈春声表示 ，地处中国经济最发
达的省份，借着粤港澳大湾区建设所
带来的机遇， 中山大学已在广州、深
圳和珠海三个大湾区最重要的增长
极作了校区布局， 今年7月深圳校区
将投入使用。

学校还借助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
重大机遇， 进一步完善学科布局和人
才培养体系。“目前中山大学可以说是
全国学科布局最全的大学之一。 近年
来我们着力发展工科， 为粤港澳大湾
区科技创新与产业发展大规模培养高
水平人才。 去年学校还成立了艺术学
院和农学院，并已开始招生。 ”陈春声
说，从师资来看，目前学校有专任教师
4000多人， 还有数千名专职科研人员
和博士后，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和自然
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数一直名列前茅，
在国内外各个学术榜单的位置也逐年
稳步提升。

基于这些，陈春声表示，对中大未来
的发展， 包括为广东和大湾区经济社会

发展服务的实力，充满着信心和期待。

谈扶贫：
脱贫攻坚医疗系统很给力

今年是脱贫攻坚决战决胜之年。
记者了解到，近年来，中山大学把定点
扶贫作为服务国家、服务社会、服务人
民的重要阵地，取得了显著成效。

谈及扶贫，陈春声表示，中山大学
的医院系统在脱贫攻坚中发挥了非常
大的作用，功不可没。 让陈春声印象最
深刻的是对口支援喀什地区第一人民
医院。 在中大对口支援前，这家医院的
病人如果要转诊，只能去20多个小时车
程以外的乌鲁木齐。 在这样的条件下，5
年前，每年仍有3000多名患者转诊。

2017年， 陈春声和罗俊一同到这
里调研，从此有了“万里之约”，成为了
中山大学“211援疆计划”中的一部分，
中山大学10家附属医院派出“精兵强
将”全力帮扶。 2018年7月，喀什地区第
一人民医院正式挂牌为中山大学非直
属附属医院， 中大先后派出两位附属
医院副院长担任该院院长， 在当地组
建最好的团队，坚持援助一批人才，带
出一批人才，留下了一支带不走的“医
疗队”。

“如今医院的转诊率大幅下降，综
合实力排名也大幅提高。 ”陈春声说，
中大附属第一、第二医院还各自对口帮
扶了西藏边坝县、 仲巴县等地的医院。
“他们在海拔4000米以上的地方， 做当
地从来没有开展过的手术，在恶劣的条
件下，创了一个又一个’史无前例’。 ”

陈春声介绍， 中山大学2013年起
定点帮扶云南省凤庆县， 学校通过产
业开发、医疗扶贫、教育帮扶等多种方
式， 帮助原本贫困发生率达16.69%的
凤庆县成功退出了贫困县序列。 此外，
中大还定点帮扶了广东省连州市丰阳
镇柯木湾村，2018年底柯木湾村已全
村脱贫。

谈建议：
公立医院应予松绑纾困

今年全国两会， 陈春声带来了一
份 《关于扩大高水平公立医院规模，
满足人民群众迫切需求，提升国家公
共卫生应急能力的提案》。 这也是此
次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他一直思考

的内容。
“这次抗击疫情的过程中，公立医

院作为主力军奋战在一线， 各定点医
院的救治力量也几乎全部由公立医院
医护人员组成。 ”陈春声认为，做大做
强公立医院对保证人民生命健康、健
全国家医疗保障和公共卫生体系有重
要意义。

他认为，近年来，从国家层面出台
的多种政策里，有关“严格控制公立医
院数量和规模，为社会办医留足发展空
间”“从严控制公立医院床位规模、建设
标准、大型医用设备配备”等规定，实际
上限制了高水平公立医院的发展。

陈春声列举了一组数字：“截至
2019底， 全国公立医院1.19万家，比
2017年减少280多家；近5年全国累计有
1300余家公立医院关闭；2019底民营医
院2.32万家， 比2017年增加5000余家；
民营医院已占全国医院数量的64%。 ”

“至目前，公立医院仍承担着大部
分老百姓看病就医的任务， 大医院一
床难求是常态。 ”陈春声说。

他表示，严控公立医院规模、限制
公立医院高端医疗设备的购买和配备
等规定， 很大程度上限制了高水平公
立医院的发展。“有地方希望引入优质
公立医院到当地建设分院， 却受到限
制公立医院规模的政策束缚， 推进非
常缓慢。 ”陈春声表示，以限制公立医
院来鼓励非公立医院发展的思路，也
为公立医院人才队伍培养带来挑战，
人才流失压力很大。

他建议， 应当坚持公益性医改方
向，松绑“严格控制公立医院数量与规
模”政策，加强推进公立医院放管服改
革，因地因需合理配置医疗资源，适当
扩大高水平公立医院规模， 满足人民
群众迫切需求， 提升国家公共卫生应
急能力。 同时加大国家对高水平公立
医院的投入， 确保公立医院在国家医
疗体系中的主导地位及其公益性。

陈春声还特别建议，公立医院不纳
入编制管理后， 要一揽子解决目前存
在的若干重要问题， 包括岗位设置的
自主性， 对合理设定的岗位仍按原人
头费拨付财政经费，在人员招聘、岗位
管理、职称评聘、薪酬分配、养老保险、
城市落户等执行一体化的事业单位管
理政策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