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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18日从教育部获悉，教育部
等14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职业院校全
面开展职业培训 促进就业创业行动
计划》，提出到2022年，使职业院校成
为就业创业培训的重要阵地，职业院
校年承担补贴性培训达到较大规模，
开展各类职业培训年均达到 5000 万
人次以上。

据介绍，当前，职业院校开展学
历教育和培训“一条腿长一条腿短”
的现象普遍存在，面向社会开展培训
还存在学校和教师的主动性不高、课
程及资源不足、针对性和适用性不
够、教师实践教学能力不强等问题，
仍然是职业教育发展的薄弱环节。

针对这些问题，计划提出，要建
设一大批面向重点人群、学习内容和
形式灵活多样的培训资源库，开发遴
选一大批重点领域的典型培训项目，
培养一大批能够同时承担学历教育
和培训任务的教师，适应“双岗”需要
的教师占专业课教师总数60%。

计划明确，鼓励职业院校积极开
发面向高校毕业生、退役军人、农民
工、残疾人等重点人群的就业创业培
训项目。加强适应残疾人特点的民间
工艺、医疗按摩等领域培训。鼓励涉
农职业院校送培训下乡，把技术技能
送到田间地头和养殖农牧场，深入开
展技能扶贫，服务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大力培育高素质农民和农村实用
人才。 据新华社

中外科学家携手首次在高温超
导纳米多孔薄膜中完全证实了量子
金属态的存在。该成果相关论文近日
在国际期刊《科学》上以“first release
（首次发布）”形式刊发。

量子材料及量子相变是 21 世纪
凝聚态物理与材料领域的研究热点。
自高温超导发现以来，二维量子金属
态的存在及其形成机制是 30 多年来
国际学术界一直悬而未决的重要物
理问题。尽管实验上在各种二维超导
体系发现了量子金属态的可能迹象，
但受低临界温度的制约以及外界高
频噪声的影响，二维量子金属态是否
存在具有争议。

由电子科技大学李言荣院士团
队牵头与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
清华大学、美国布朗大学等相关专家
组成的研究团队对此展开研究，通过
调节反应离子刻蚀的时间，在高温超
导钇钡铜氧（YBCO）多孔薄膜中实现
了超导—量子金属—绝缘体相变。通
过极低温输运测试发现，超导、金属
与绝缘这3个量子态都有与库珀电子
对相关的 h/2e 周期的超导量子磁导
振荡，证明量子金属态是玻色金属
态，揭示出库珀对玻色子对于量子金
属态的形成起到了主导作用。

业内人士认为，这一发现为国际
上争论了 30 多年的量子金属态的存
在提供了有力的证据，并为研究量子
金属态提供了新思路，将推动量子器
件领域的发展。 据新华社

在书信寄出20天后，郭瑞珊的手机
接到了一条短信，信息的抬头注明为“国
家信访局”。“那天是10月28日，收到信息
时，我正在去新津给残障孩子演出的路
上。”国家信访局在短信回信中说道，郭
瑞珊等同志：你们好！近期致信习近平总
书记的信收悉。从信中看到，大家满怀对
党和祖国的无限热爱，对美好生活的追
求向往，开展了许多充满正能量的文艺
活动。为你们点赞！

总书记格外关心残疾人这个特殊群
体，“中国梦是民族梦、国家梦，是每一个
中国人的梦，也是每一个残疾朋友的
梦”，“残疾人是人类大家庭的平等成员”

等暖心话语掷地有声。希望你们按照总
书记的要求，自尊自立，奉献社会，为全
面小康社会建设做出更多贡献。

记者联系上了国家信访局相关工作
人员，对方证实，郭瑞珊致信总书记确有
此事，而国家信访局给她进行了手机短
信回信。2015年年初，国家信访局举行了
首次“媒体走进国家信访局”活动，并在
对外公布接待群众的信访工作流程时提
到，寄给中南海的信访件，都将送达国家
信访局。回信主体也有所不同，比如写给
习近平同志的信，有的是总书记亲自回
信并有亲笔签名，有的是中办调研室回
信，有的是国家信访局回信。

到2022年我国职业院校
年均要为5000万以上人次
提供职业培训

科学家首次证实
量子相变中量子金属态存在

为你们充满正能量的

直面人生/ 向更多残疾人传递正能量

由于在成都市高新区合作街道办做残疾人文化艺术指导老
师，如今的郭瑞珊，住在合作街道天骄西路社区的一个大院里。

郭瑞珊是河北唐山人，幼时在唐山大地震中下肢伤残，但从此开
始了她的励志人生。1993年，她入选了国家轮椅网球队，1997年7月在
日本参加国际轮椅网球公开赛，获得冠军。退役之后，她开始加入老
家及周边残联艺术团，随团演出，从运动员变成了艺人。她说，“虽然
走不了路，但不能坐以待毙，只要有事做，我能做，我就会去参与。”

翻看过往照片和荣誉证书，郭瑞珊和艺术团上到大城市，下到
乡镇农村，一把轮椅跑过大江南北，“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一个阳
光、坚强的形象，向更多的残疾人传递正能量。”2009年，她从老家赶
赴青川地震灾区为孩子做心理辅导，随后加入了成都市残联艺术
团，被聘请到成都高新区合作街道担任残疾人文化艺术指导老师。

高新区合作街道办天骄西路社区书记钟健说，虽然是一位外
省人，但感觉哪里有残障人士，哪里就是郭瑞珊的家。“其实她不仅
给社区的托底残障人士开展文艺活动，还经常陪他们谈心，做心理
疏导，她收入并不高，但自己还在帮助别人。”

生活更好/ 无障碍设施越来越健全

如今的郭瑞珊觉得，从小到大一路走过来，自己的生活和国家
一样，在一天天变好。她不愿把自己的国家和外国比，“他们有多
大，他们人有多少，中国8500多万残疾人，比很多国家总人口还多。”

推开房门，电动轮椅一路坐到电梯口，出了单元门，通过阶梯
旁的一个缓坡到达平地。每天，郭瑞珊可以独自一人操作电动轮
椅，从容出行。

对残疾人来说，无障碍设施越来越健全，是提高生活质量的基
础。让郭瑞珊感触最深的，是前几年外出，每次上厕所时面临的尴
尬。“以前上个厕所，几个人在旁边架着你，甚至还要站在旁边等
你，尽管他们是出于关心，但对于我们残障人士来说，心里不是滋
味。”郭瑞珊说，过去，她苦于能让自己独自一人自由自在上厕所的
地方都没有。

近几年，习近平总书记大力推进“厕所革命”，便于残障人士等特
殊群体使用的“第三卫生间”覆盖率越来越高。现在随处可见的残疾
人卫生间，让她不再依靠他人，“这项举措，让我们残疾人更有尊严。”

在谈及郭瑞珊时，成都市残联
一名相关人士表示，残障人士希望
社会文明程度越来越高，给他们
更多的尊重，在就业、养老等领
域有更多的保障。习近平总书
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
要求，“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残疾人一个也不能少”。郭
瑞珊收到的回信，让大家
更加坚信了这一点。

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 逯望一 摄
影报道

““全面全面
建成小康建成小康

社会社会，，残疾人残疾人
一个也不能一个也不能少少””，，

郭瑞珊收到的回信，让
大家更加坚信了这一点。

郭瑞珊在信中写道：“残疾人是人类大家庭
的平等成员，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
征途上，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残疾人
绝不是观望者和等待者，而是参与者和奉献者。
我们为国家做不了什么大事，那就去做小事。”

去
信真

国家信访局在短信回信中说道，郭瑞珊等
同志：你们好！近期致信习近平总书记的信收
悉。从信中看到，大家满怀对党和祖国的无限热
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向往，开展了许多充满正
能量的文艺活动。为你们点赞！

回
信暖

成都基层残疾人文艺工作者致信总书记，
国家信访局短信回复：

点赞！
“尊敬的习总书记您好：此时此刻拿起笔给您写信，

我的心情非常激动……”今年国庆节，在电视机前目睹了
坐着轮椅的残障人士，出现在国庆庆典群众游行中，成都
高新区合作街道的残疾人艺术指导员郭瑞珊，连夜向中
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手写了一封1500字左右的书信，
并辗转4个邮局寄到了北京。

20天之后，在去给智障孩子演出的路上，郭瑞珊收
到了一条来自“国家信访局”的短信，“近期致总书记的信
已收悉，总书记格外关心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为你们开
展正能量的文艺活动点赞……”

这位来自唐山，在唐山大地震中不幸伤残，已扎根成
都十年的基层残疾人文艺工作者，默默看着回信，感动得
泪流满面。

郭瑞珊喜欢唱歌，不仅是自己娱乐，
也用歌声感染别人，她说话嗓门大，有北
方人惯有的爽朗。近日，成都商报-红星
新闻记者在郭瑞珊位于高新区合作街道
的住地，见到了这位坐轮椅的基层残疾人
文艺工作者。

来不及等待，她赶忙拿出手机，“这就
是我收到的回信。”她拿出10月2日晚上写
信时打的初稿，5页文件纸上洋洋洒洒千
字心声，其间能看到个别修改的痕迹，郭
瑞珊说，“这是我打的第三份草稿，草稿共
打了5次才最终成型。”

如今已在成都从事残疾人文艺工作
的郭瑞珊，在给总书记的书信中，首先汇

报了平时的工作，指导社区的双困托底人
员唱歌、画画、朗诵，也进军营、养老院、监
狱等地做文艺演出。她在信中写道：“残疾
人是人类大家庭的平等成员，在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征途上，在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的道路上，残疾人绝不是观望
者和等待者，而是参与者和奉献者。我们
为国家做不了什么大事，那就去做小事。”

郭瑞珊说，当社区托底人员知道她在
给总书记写信，大家都纷纷让她转达对总
书记的问候，她在信的最后说：“邀请您有
时间了来我们高新区合作街道做客，来听
听聋哑人唱歌，看看盲人跳舞。郭瑞珊及
全体托底人员祝您身体健康！”

这封1500字左右的书信，内容涵盖
了郭瑞珊的心愿和决心，其实多年来，她
在基层已将书信所写化为了常态。那么，
是什么让46岁的她，将这些转为文字，告
诉总书记呢？她说：“就是想表达一下自
己的心声。”

今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70周年国庆庆典上，群众游行第三
部分“伟大复兴”中，由残障人士、快递小
哥、广场舞大妈、新婚夫妇等群体组成的

“美好生活”方队，成为了新中国发展大
道上一道不容忽视的风景线。

郭瑞珊收看了当天庆典的全部过程，
她回忆，在方队的显眼位置，数十名身穿
无障碍服装、坐着轮椅的残障人士整齐亮
相。“庆典开始后就很激动，看到这一幕

时就彻底绷不住了，我感觉在这样重要
的时刻，国家没有忘记我们。”异常仔细
的郭瑞珊还发现，残障人士是被排在这
个方队最前面的，“国家能把我们放到前
面，感觉是用全国的力量来保护我们。”

整整一天，她独自一人看完白天的
庆典、花絮、新闻，晚上看了文艺晚会后，
拿出了一叠文件用纸，打草稿、初稿，凌
晨时分抄写成稿。10月2日一早，郭瑞珊
操作着电动轮椅，从高新区（西区）住地
出发，先后找了三处邮局，两处邮局有高
台阶不方便进门，一处邮局在国庆期间
没有找到工作人员。10月8日，在国庆长
假后上班的第一天，她又前往了郫都区
的一处邮局，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花了
20元寄出了一封挂号信。

文艺活动

中国梦让我们
活得更有尊严

她的
心声

02

郭瑞珊向记者展示信件草稿

在实现中国梦的征途上
我们要做参与者和奉献者深情致信

1500字书信写到凌晨
工作人员帮她寄出挂号信书信背后

暖心话语掷地有声
总书记格外关心残疾人收到回信

紧接01版 要坚持集约节约和高质量
发展导向，有重点、有步骤建设核心
区，着力增强功能区和主导产业集聚
度、辨识度、显示度，加快打造具有地
方标志性、行业标杆性的产业地标。要
突出体制创新，促进职能融合，实现专
业运营，强化考核激励，进一步释放活
力。要突出分工负责，进一步推动各项
工作落地落实。

会议审议了《成都市进一步优化
提升国际化营商环境工作方案》。会议
强调，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
不进则退，慢进亦退。各级各部门要进
一步增强紧迫感、责任感，拿出壮士断
腕、自我革命的勇气，深入谋划推进本
地区本部门营商环境建设工作。要坚
持把企业和市民感受作为检验营商环
境建设成效唯一标准，跟踪研究先进
城市做法，持续优化完善政策体系，主
动帮助企业纾困解难，加快建设政务
服务“一网通办”平台，明确责任、协同
推进抓好2.0版政策落地落实。

会议审议了交子公园商圈概念策
划方案。会议强调，打造交子公园商
圈，是加快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
重要载体，是适应城市人口产业向南
集聚的现实需要，是迎接大运会推动
城市面貌功能跃升的重要支撑。要坚
持国际一流、体现成都特点、遵循市场
规律，全力引进当今世界最高端、最时
尚、最前沿的业态品牌，突出发展首店
经济，探索生态营城模式，充分挖掘城
市公园对多元消费场景的承载能力，
打造成都国际化窗口和城市品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