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高校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不需担保!政府贴息

为贫困生开辟!绿色通道"

!

记者 盛文鹏

新的学期即将开始! 对于家庭经济
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而言! 这正是一个
既高兴又烦忧的时候" 记者从市金融办
了解到! 今年我市生源地助学贷款业务
已启动! 而且贷款条件进一步放宽! 将
帮助我市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
和在校生顺利完成学业! 建议符合条件
的贫困生及时申请"

"年发放助学贷款 #"$%户

生源地助学贷款 #即农村合作金融
机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是指全省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包括农村商业银
行% 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信用社$ 向符
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
和在校生 &以下简称 '学生($ 发放的
助学贷款 ) 生源地助学贷款为信用贷
款! 学生和家长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

为共同借款人! 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据了解! 自
!""#

年以来! 我市农
村合作金融机构依据 *安徽省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暂行办法+ 累计发放助学贷
款

$%#&

户 ! 贷款合同金额为
!"!"'$$

万元! 累计发放金额为
$(&)'!%

万元 !

累计收回金额为
&$'#%

万元! 到期还贷
履约率达

$**+

) 截至
!",,

年
-

月末!

助学贷款余额为
,**./%

万元)

多项申贷门槛被取消

据教育部门统计! 目前高校
&*+

贫
困生来源于农村! 因此! 作为国家助学
贷款必要补充的生源地助学贷款! 市场
潜力巨大!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占据多种

优势! 大力发展这项贷款业务! 既为金
融机构开拓信贷市场! 又能为贫困学生
完成学业开辟一条绿色通道! 两者之间
是互惠互补的关系)

,尽管生源地助学贷款在帮助贫困
生完成学业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但在实
施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据市金融办负
责同志介绍! 在贷款实施中! 也有部分
困难学生未能办理助学贷款! 主要原因
有三- 一是个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求困
难学生在申请助学贷款时! 同时提供公务
员信用担保. 二是学生父母在金融机构有
逾期贷款或不良信用记录. 三是部分困难
学生不了解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

为让更多的困难学生享受这一惠民
政策! 市金融办日前邀请市教体局% 市
职业技术学院% 省联社池州办事处% 各
县 &区$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召开会议!

贯彻落实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安徽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实施办法的通知精神) 会议决
定! 各承办金融机构取消申请贷款需要

公务员担保的条件. 对有不良纪录的和
逾期贷款的困难学生家庭! 在作出相应
的还款计划后! 要给予贷款)

据了解! 九华山风景区学生可自由
选择九华农村商业银行或青阳县农村合
作银行申请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

在校利息由财政补贴

,生源地助学贷款实行一次申请%

一次性签订借款合同% 分学年发放的办
法)( 据介绍! 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受
理日期定为每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贷款最高限额为每人每学年
-***

元! 贷款机构根据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
学费% 住宿费和生活费等情况! 与借款
学生协商确定贷款额度) 借款学生在校
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 借款人个人
信息和借款人贷款违约信息将被录入全
国联网的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 不良
信用记录将会对借款人未来的生活% 工
作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 各县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
按照 *安徽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实施办法+ 完成了生源地
助学贷款实施细则的修订工作! 并将其
产品展示在池州金融网 ,

0

点通( 金融
超市中 ! 方便学生查阅贷款手续和过
程) 市教体局和市职业技术学院也已做
好在校学生和新生申请贷款的相应准备
工作)

手拉手!

我们都是好朋友

)

月
!)

日至
1*

日! 韩国求礼郡中
学生文化体验交流团一行

$)

人来我市
开展中学生文化交流活动)我市

!**1

年
与韩国求礼郡缔结友好市郡关系! 开辟
了对韩交流的稳定渠道! 实现我市友城
工作零的突破) 从

!**&

年
#

月开始!两
市郡互派青少年开展文化体验活动!推
进双方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 这次来访
是求礼郡第二次派团体验池州文化教
育)

短短的几天里! 韩国的朋友在各自
的伙伴带领下参观校园% 进行乒乓球比
赛! 欣赏秀美的城市景色和悠久的历史
文化),吃的玩的看的听的都是文化(成
为求礼郡文化体验交流团成员的最大感
受)

参观校园

参加文化体验交流的求礼郡
$!

位
中学生分别来自求礼男中和求礼女中!

活动启动仪式在池州一中举行) 踏进学
校! 求礼郡的中学生都对中国的学校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切在他们眼里都很
新奇)

初次来到池州! 求礼郡的学生不大
说话! 静静地看着记录着池州一中发展
史图片展)来自我市

$!

位结对的学生则
主动向这些异国小伙伴介绍自己的学
校!简短的沟通后!求礼郡的学生也向一
中的学生介绍起自己的学校),池州一中
良好的教育教学设施% 浓厚的校园文化
氛围和生动活泼的学风给我留下深刻的
印象)(求礼郡学生金恩智说)虽然彼此
语言不通! 但丝毫抵挡不住他们交流的
热情!不懂中文或韩语!他们很快就用简
单的英语开始了交流! 实在不会说时就
加上丰富的肢体语言. 有的还相互学汉
语或韩语! 许多韩国学生也对中国的汉
语非常感兴趣)

池州一中的龙程唯最为活跃! 虽然
这次没有安排韩国学生与他结对子!但
他与韩国学生大侃足球% 篮球等体育运
动!拉近了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子带动了
许多学生的交流兴趣) 他兴奋地说-,韩
国求礼郡是我们的友好城市! 前年你们

学校就来了一批学生到我们学校参观!

表演歌舞!玩游戏!大家玩的十分开心!

去年我们的同学还去你们那参观! 我们
都是老朋友了/(韩国求礼郡学生朴在光
告诉记者! 这种交流不仅让我们开阔了
视野!而且认识了许多中国新朋友/

切磋球技

,乒乓外交(是我国在外交史上的伟
大创举!始终是友谊的桥梁)在池州一中
体育馆内! 池州一中的学生与来自友好
城市求礼郡的中学生举行了一场乒乓球
表演赛)

在活跃的比赛气氛中! 双方学生开
始练球!一个个精彩的扣杀%一个个漂亮
地救球都赢得一阵又一阵的叫好声)接
下来友谊赛开始了! 只见池州中学生个
个生龙活虎!借助主场优势!频频发起进
攻)他们时而侧身扣球!时而近台抢攻!

尽展乒乓球在我国的普及水平! 求礼郡
学生也不错!虽然实力稍逊一筹!但个个
沉着冷静!不急不躁!在应对猛烈的攻势
中捕捉机会全力反攻) 伴随着场上双方
队员的一个个精彩瞬间!场内加油声!叫
好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把整场活动不
断推向高潮)经过近一小时的激烈争夺!

池州中学生以
!

局胜
$

局获得胜利)赛
后!双方握手示好)

,第一次来中国!来到池州!和这里
的朋友切磋乒乓球! 赢了对手真的很开
心)(三场比赛唯一获得胜利的求礼郡学
生金铉基说! 自己在求礼郡虽然也打乒
乓球!但很少!比赛前!看着池州的学生
练球! 个个技术精湛! 能够赢球有些意
外!可以看出!乒乓球在中国的影响力之
大!普及之广)

体验戏曲

池州傩戏源于图腾崇拜意识! 是一
个以请神敬祖%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为目的! 以戴面具表演为特征的古老仪
式性艺术形式!史载,无傩不成村(!被誉
为,戏曲活化石()来池州体验文化!当然
要看看池州的,傩(了)

在市黄梅戏剧团的一个房间里!摆
放着各种各样的傩面具!让韩国的学生
感到很新奇! 李大成馆长向这些求礼郡
的客人详细介绍了傩戏在池州的历史!

每一个面具代表的人物! 以及池州傩戏
所表演的故事情节) 据求礼郡随团翻译
李英粉介绍!,傩(在韩语中没有这个词!

学生们听得也是似懂非懂) 不过求礼女
中学生张秀英说! 尽管在这个很短的时
间内!对这些稀奇的面具弄不懂!但这些

戴在脸上的面具在这个城市肯定有着悠
久的历史)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绽笑
颜 !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
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
001 黄梅戏也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
曲剧种)在市黄梅戏剧团!国家一级演员
汪菱花与剧团团长王勇前表演的 *天仙
配+选段!让听惯了韩国国乐,盘索里(的
求礼郡中学生感受到黄梅戏的独特魅
力),虽然不懂得唱词!但是非常好听!讲
的是爱情故事吧! 我们国家的电视剧有
许多表演这样的爱情故事)( 张秀英说)

在黄梅戏剧团的化妆间里! 摆放着各种
化妆用品和各式各样的戏服! 让学生们
感到好奇! 但让他们体验一下却显得有
些,胆怯(!倒是让求礼郡带队老师金亨
志过了把,戏瘾(!穿起戏服!不忘摆弄姿
势)

感受城市

交流活动期间!恰逢高温!火热的阳
光挡不住国际嘉宾了解池城的热情)时
间短! 行程紧! 驱车行驶在池城的道路
上!池城的,干净整洁(给求礼郡的朋友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韩国的教科书中! 李白是中国的
大诗人! 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的诗篇)

,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

见底何如此2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1

吟着大诗人的诗! 寻找大诗人的足迹)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池州!一切都那么自
然!清溪河真是太美了/1求礼女中学生
李真伊说)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
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1

虽然对同为诗人的杜牧有些陌生! 但知
道和李白同处唐朝! 都留下了让后人喜
爱的诗篇! 求礼郡的中学生还是对杏花
村十分感兴趣)在杏花村!求礼郡的学生
欣赏了精彩的黄梅戏对唱! 看到了中国
功夫表演!在中国伙伴的帮助下!还找到
了当年的,酒家1!品尝了当年的,美酒1!

还偶遇,牧童1骑过的老水牛!只是牧童

已不在)

,池州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如果
可以!我很想在这里多住上几天)1李真
伊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她笑笑说!网络上
面的介绍! 远远没有这一天领略到的生
动和精彩)

友谊天长地久

环平天湖欣赏!水面平静如镜
2

清澈
见底

2

在艳阳丽日下
2

湖光山色
2

美景如
画)美丽的桃花岛静静的坐在湖中央!矗
立在岛上的求礼亭露出端庄秀丽的面
容!迎接着那来自家乡的客人)

!**-

年
$$

月! 我市和求礼郡就进
一步加强双方旅游文化% 农产品加工技
术交流与合作% 举办节庆活动和建立友
好城市标志性纪念物等方面的合作达成
共识!签订*池州市求礼郡经济社会发展
合作战略框架协议+)

!**&

年!求礼郡将
具有韩国传统风格的,求礼亭1赠送给池
州市!我市将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池州
亭1 赠送给求礼郡)

!**&

年
$*

月
$&

日
,求礼亭1在我市桃花岛落成)同年

$!

月
!1

日,池州亭1在求礼郡友好城市公园
落成)

求礼女中学生张秀英对自己的结对
伙伴盛汝菲说-,明天我就要回去了!希
望你看到这个来自我们家乡的亭子时!

能够想起我这个来自求礼的朋友)1,是
的!3池州亭4在你们求礼郡!希望你也能
记得我!我们是好朋友)(

求礼郡社会青少年担当韩相一说-

,池州中学生明朗!健康!积极!进取的精
神风貌!让求礼中学生领略池州!认知池
州!挚爱池州!让求礼的中学生度过一个
充实%快乐%难忘的

1

天!难忘的
!*$$

年
暑假)(

,虽在不同的国度! 却同享一片蓝
天! 有着相同的情意! 此次活动为我们
两地学生搭建起了交流平台! 加深了彼
此文化的了解 ! 建立珍贵而难忘的友
谊) 友谊之花在两地青少年间会越开越
艳! 愿友谊长存)( 市外办侨办副主任
朱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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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校学生生源地助学贷款!不需担保&政府贴息

为贫困生开辟!绿色通道"

!

记者 盛文鹏

新的学期即将开始! 对于家庭经济
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而言! 这正是一个
既高兴又烦忧的时候) 记者从市金融办
了解到! 今年我市生源地助学贷款业务
已启动! 而且贷款条件进一步放宽! 将
帮助我市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
和在校生顺利完成学业! 建议符合条件
的贫困生及时申请)

"年发放助学贷款 #"$%户

生源地助学贷款 &即农村合作金融
机构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 是指全省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 &包括农村商业银
行% 农村合作银行% 农村信用社$ 向符
合条件的家庭经济困难的普通高校新生
和在校生 &以下简称 ,学生($ 发放的
助学贷款 ) 生源地助学贷款为信用贷
款! 学生和家长 &或其他法定监护人$

为共同借款人! 共同承担还款责任)

据了解! 自
!**#

年以来! 我市农
村合作金融机构依据 *安徽省生源地信
用助学贷款暂行办法+ 累计发放助学贷
款

$%#&

户 ! 贷款合同金额为
!*!*'$$

万元! 累计发放金额为
$*&)'!%

万元 !

累计收回金额为
&$'#%

万元! 到期还贷
履约率达

$**+

) 截至
!*$$

年
-

月末!

助学贷款余额为
$**.'%

万元)

多项申贷门槛被取消

据教育部门统计! 目前高校
&*+

贫
困生来源于农村! 因此! 作为国家助学
贷款必要补充的生源地助学贷款! 市场
潜力巨大!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占据多种

优势! 大力发展这项贷款业务! 既为金
融机构开拓信贷市场! 又能为贫困学生
完成学业开辟一条绿色通道! 两者之间
是互惠互补的关系)

,尽管生源地助学贷款在帮助贫困
生完成学业方面起了很大作用! 但在实
施中也还存在一些问题)( 据市金融办负
责同志介绍! 在贷款实施中! 也有部分
困难学生未能办理助学贷款! 主要原因
有三- 一是个别农村合作金融机构要求困
难学生在申请助学贷款时! 同时提供公务
员信用担保. 二是学生父母在金融机构有
逾期贷款或不良信用记录. 三是部分困难
学生不了解生源地助学贷款政策)

为让更多的困难学生享受这一惠民
政策! 市金融办日前邀请市教体局% 市
职业技术学院% 省联社池州办事处% 各
县 &区$ 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召开会议!

贯彻落实安徽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
发安徽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生源地信用
助学贷款实施办法的通知精神) 会议决
定! 各承办金融机构取消申请贷款需要

公务员担保的条件. 对有不良纪录的和
逾期贷款的困难学生家庭! 在作出相应
的还款计划后! 要给予贷款)

据了解! 九华山风景区学生可自由
选择九华农村商业银行或青阳县农村合
作银行申请办理生源地助学贷款)

在校利息由财政补贴

,生源地助学贷款实行一次申请%

一次性签订借款合同% 分学年发放的办
法)( 据介绍! 生源地助学贷款申请受
理日期定为每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 贷款最高限额为每人每学年
-***

元! 贷款机构根据借款学生在校期间的
学费% 住宿费和生活费等情况! 与借款
学生协商确定贷款额度) 借款学生在校
期间利息全部由财政补贴) 借款人个人
信息和借款人贷款违约信息将被录入全
国联网的人民银行个人征信系统! 不良
信用记录将会对借款人未来的生活% 工
作产生负面影响)

目前! 各县区农村合作金融机构已
按照 *安徽省农村合作金融机构生源地
信用助学贷款实施办法+ 完成了生源地
助学贷款实施细则的修订工作! 并将其
产品展示在池州金融网 ,

0

点通( 金融
超市中 ! 方便学生查阅贷款手续和过
程) 市教体局和市职业技术学院也已做
好在校学生和新生申请贷款的相应准备
工作)

手拉手!

我们都是好朋友

)

月
!)

日至
1*

日! 韩国求礼郡中
学生文化体验交流团一行

$)

人来我市
开展中学生文化交流活动)我市

!**1

年
与韩国求礼郡缔结友好市郡关系! 开辟
了对韩交流的稳定渠道! 实现我市友城
工作零的突破) 从

!**&

年
#

月开始!两
市郡互派青少年开展文化体验活动!推
进双方教育文化领域的交流) 这次来访
是求礼郡第二次派团体验池州文化教
育)

短短的几天里! 韩国的朋友在各自
的伙伴带领下参观校园% 进行乒乓球比
赛! 欣赏秀美的城市景色和悠久的历史
文化),吃的玩的看的听的都是文化(成
为求礼郡文化体验交流团成员的最大感
受)

参观校园

参加文化体验交流的求礼郡
$!

位
中学生分别来自求礼男中和求礼女中!

活动启动仪式在池州一中举行) 踏进学
校! 求礼郡的中学生都对中国的学校产
生了浓厚的兴趣! 一切在他们眼里都很
新奇)

初次来到池州! 求礼郡的学生不大
说话! 静静地看着记录着池州一中发展
史图片展)来自我市

$!

位结对的学生则
主动向这些异国小伙伴介绍自己的学
校!简短的沟通后!求礼郡的学生也向一
中的学生介绍起自己的学校),池州一中
良好的教育教学设施% 浓厚的校园文化
氛围和生动活泼的学风给我留下深刻的
印象)(求礼郡学生金恩智说)虽然彼此
语言不通! 但丝毫抵挡不住他们交流的
热情!不懂中文或韩语!他们很快就用简
单的英语开始了交流! 实在不会说时就
加上丰富的肢体语言. 有的还相互学汉
语或韩语! 许多韩国学生也对中国的汉
语非常感兴趣)

池州一中的龙程唯最为活跃! 虽然
这次没有安排韩国学生与他结对子!但
他与韩国学生大侃足球% 篮球等体育运
动!拉近了和他们的距离!一下子带动了
许多学生的交流兴趣) 他兴奋地说-,韩
国求礼郡是我们的友好城市! 前年你们

学校就来了一批学生到我们学校参观!

表演歌舞!玩游戏!大家玩的十分开心!

去年我们的同学还去你们那参观! 我们
都是老朋友了/(韩国求礼郡学生朴在光
告诉记者! 这种交流不仅让我们开阔了
视野!而且认识了许多中国新朋友/

切磋球技

,乒乓外交(是我国在外交史上的伟
大创举!始终是友谊的桥梁)在池州一中
体育馆内! 池州一中的学生与来自友好
城市求礼郡的中学生举行了一场乒乓球
表演赛)

在活跃的比赛气氛中! 双方学生开
始练球!一个个精彩的扣杀%一个个漂亮
地救球都赢得一阵又一阵的叫好声)接
下来友谊赛开始了! 只见池州中学生个
个生龙活虎!借助主场优势!频频发起进
攻)他们时而侧身扣球!时而近台抢攻!

尽展乒乓球在我国的普及水平! 求礼郡
学生也不错!虽然实力稍逊一筹!但个个
沉着冷静!不急不躁!在应对猛烈的攻势
中捕捉机会全力反攻) 伴随着场上双方
队员的一个个精彩瞬间!场内加油声!叫
好声此起彼伏!接连不断!把整场活动不
断推向高潮)经过近一小时的激烈争夺!

池州中学生以
!

局胜
$

局获得胜利)赛
后!双方握手示好)

,第一次来中国!来到池州!和这里
的朋友切磋乒乓球! 赢了对手真的很开
心)(三场比赛唯一获得胜利的求礼郡学
生金铉基说! 自己在求礼郡虽然也打乒
乓球!但很少!比赛前!看着池州的学生
练球! 个个技术精湛! 能够赢球有些意
外!可以看出!乒乓球在中国的影响力之
大!普及之广)

体验戏曲

池州傩戏源于图腾崇拜意识! 是一
个以请神敬祖%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
为目的! 以戴面具表演为特征的古老仪
式性艺术形式!史载,无傩不成村(!被誉
为,戏曲活化石()来池州体验文化!当然
要看看池州的,傩(了)

在市黄梅戏剧团的一个房间里!摆
放着各种各样的傩面具!让韩国的学生
感到很新奇! 李大成馆长向这些求礼郡
的客人详细介绍了傩戏在池州的历史!

每一个面具代表的人物! 以及池州傩戏
所表演的故事情节) 据求礼郡随团翻译
李英粉介绍!,傩(在韩语中没有这个词!

学生们听得也是似懂非懂) 不过求礼女
中学生张秀英说! 尽管在这个很短的时
间内!对这些稀奇的面具弄不懂!但这些

戴在脸上的面具在这个城市肯定有着悠
久的历史)

,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绽笑
颜 !从今再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
家还!你耕田来我织布!我挑水来你浇园
00( 黄梅戏也是安徽省的主要地方戏
曲剧种)在市黄梅戏剧团!国家一级演员
汪菱花与剧团团长王勇前表演的 *天仙
配+选段!让听惯了韩国国乐,盘索里(的
求礼郡中学生感受到黄梅戏的独特魅
力),虽然不懂得唱词!但是非常好听!讲
的是爱情故事吧! 我们国家的电视剧有
许多表演这样的爱情故事)( 张秀英说)

在黄梅戏剧团的化妆间里! 摆放着各种
化妆用品和各式各样的戏服! 让学生们
感到好奇! 但让他们体验一下却显得有
些,胆怯(!倒是让求礼郡带队老师金亨
志过了把,戏瘾(!穿起戏服!不忘摆弄姿
势)

感受城市

交流活动期间!恰逢高温!火热的阳
光挡不住国际嘉宾了解池城的热情)时
间短! 行程紧! 驱车行驶在池城的道路
上!池城的,干净整洁(给求礼郡的朋友
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韩国的教科书中! 李白是中国的
大诗人! 留下了许多千古绝唱的诗篇)

,清溪清我心!水色异诸水!借问新安江!

见底何如此2人行明镜中!鸟度屏风里)(

吟着大诗人的诗! 寻找大诗人的足迹)

,这就是我想象中的池州!一切都那么自
然!清溪河真是太美了/(求礼女中学生
李真伊说)

,清明时节雨纷纷! 路上行人欲断
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虽然对同为诗人的杜牧有些陌生! 但知
道和李白同处唐朝! 都留下了让后人喜
爱的诗篇! 求礼郡的中学生还是对杏花
村十分感兴趣)在杏花村!求礼郡的学生
欣赏了精彩的黄梅戏对唱! 看到了中国
功夫表演!在中国伙伴的帮助下!还找到
了当年的,酒家(!品尝了当年的,美酒(!

还偶遇,牧童(骑过的老水牛!只是牧童

已不在)

,池州是一个非常宜居的城市!如果
可以!我很想在这里多住上几天)(李真
伊发出了这样的感慨)她笑笑说!网络上
面的介绍! 远远没有这一天领略到的生
动和精彩)

友谊天长地久

环平天湖欣赏!水面平静如镜
2

清澈
见底

2

在艳阳丽日下
2

湖光山色
2

美景如
画)美丽的桃花岛静静的坐在湖中央!矗
立在岛上的求礼亭露出端庄秀丽的面
容!迎接着那来自家乡的客人)

!**-

年
$$

月! 我市和求礼郡就进
一步加强双方旅游文化% 农产品加工技
术交流与合作% 举办节庆活动和建立友
好城市标志性纪念物等方面的合作达成
共识!签订*池州市求礼郡经济社会发展
合作战略框架协议+)

!**&

年!求礼郡将
具有韩国传统风格的,求礼亭(赠送给池
州市!我市将具有中国传统风格的,池州
亭( 赠送给求礼郡)

!**&

年
$*

月
$&

日
,求礼亭(在我市桃花岛落成)同年

$!

月
!1

日,池州亭(在求礼郡友好城市公园
落成)

求礼女中学生张秀英对自己的结对
伙伴盛汝菲说-,明天我就要回去了!希
望你看到这个来自我们家乡的亭子时!

能够想起我这个来自求礼的朋友)(,是
的!3池州亭4在你们求礼郡!希望你也能
记得我!我们是好朋友)(

求礼郡社会青少年担当韩相一说-

,池州中学生明朗!健康!积极!进取的精
神风貌!让求礼中学生领略池州!认知池
州!挚爱池州!让求礼的中学生度过一个
充实%快乐%难忘的

1

天!难忘的
!*$$

年
暑假)(

,虽在不同的国度! 却同享一片蓝
天! 有着相同的情意! 此次活动为我们
两地学生搭建起了交流平台! 加深了彼
此文化的了解 ! 建立珍贵而难忘的友
谊) 友谊之花在两地青少年间会越开越
艳! 愿友谊长存)( 市外办侨办副主任
朱华说)

责编!郭建伟 电子邮箱!

6"7$<='()*+,-./0

热线电话!

14,3,4, 14,3,*5 *,945+++:;9 14**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内贼夜盗配件 民警细查深挖
本报讯 &通讯员桂宏伟$ 近日! 市公安局开发区派出所通

过细查深挖! 成功破获企业生产配件被盗案件
!

起! 追缴价值
近万元的被盗物品)

)

月
!1

日凌晨
!

时许! 开发区派出所接到辖区一公司门卫
报警! 称在其公司围栏外抓住一个小偷) 接到报警后! 民警立
即赶到现场! 将这名男子带回派出所进行审查)

经了解! 该男名叫姜某! 是开发区某企业员工)

)

月
!!

日
$)

时至次日凌晨
!

时! 姜某在公司车间上夜班! 趁人不备! 将
自己正在加工的塔吊配件从公司围栏缝隙间扔出) 下班后! 其
骑车在园区溜达一阵后! 再回到公司围栏边! 准备将配件放入
车上拿走时! 被该公司门卫抓获)

审讯中! 民警发现姜某说话间眼神异常! 表情紧张) 根据
多年的办案经验! 民警判断姜某还有其他违法犯罪行为! 便加
大审讯力度) 经过三个多小时讯问! 姜某的心理防线被攻破!

最终交待了其在
)

月
!$

日使用同样手法盗窃塔吊配件的犯罪事
实) 根据姜某交代! 民警在其家中找到了被盗的物品)

目前! 姜某已被公安机关刑事拘留! 案件仍在进一步审理中)

:

月
*

日" 东至县东流镇团委组织青年志愿者冒着酷暑"

到镇主要街道# 社区等人群流动相对集中的场所开展 $暑假青

少年儿童如何加强自我保护意识% 宣传活动& 通过发放宣传单'

张贴公告# 面对面宣传等形式" 有效提高了全镇青少年的自我

保护意识和防范能力( 章四忠 摄

创新群众文化 服务和谐社会
!

方锋

群众文化作为文化系统的子

系统! 在新的历史时期要抓住机

遇! 在继承的基础上通过不断创

新!运用新的思路"新的举措"新

的机制不断改革! 使其适应时代

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服务#

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 对群

众文化事业产生了极大的促进作用$群众文化要适时顺应时代发

展!使群众文化事业朝着多元化%现代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群众

文化与社会生活紧密结合!它传播人文精神和人文理念!传播健康

观念!引导人们追求健康向上的精神生活!展示丰富多彩的精神追

求$在多种经济形式并存发展的今天!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和

精神生活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尤其是群众业余生活自娱自乐意识

的增强!群众文化工作者在观念意识方面必须与时俱进!在工作内

容与方法上有突破性的更新! 使之成为人民群众需要的物质与精

神相结合的具有时代感的新型文化形式$

群众文化要着重创新$群众文化的创新!不仅需要内容创新!

而且需要在形式和手段上不断创新$现今城市广场文化与社区文

化的出现都是群众文化的创新形式$ 通过开展各类形式的活动!

让群众文化活动成为城市精神文化活动的一项重要内容$我们的

群众文化已经向大文化渗透!我们广大群众文化工作者在社区文

化"广场文化"企业文化热潮中增知益智!不断创新思路!打造公

共文化服务的品牌! 同时进一步推动城市的和谐社会建设进程$

网络的发展也为群众文化创新提供了空间平台$当今社会已进入

了一个崭新的信息时代!网络无处不在$通过科技创新!扩大信息

交流平台!从而提升群文工作效率!更新了我们的工作方法!扩展

了群众文化工作的平台与空间!为丰富群众文化生活起到了积极

的推动作用$ 我们要把网络科技和群众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为

构建和谐文化搭建起平台$

一段动人的唱腔"一项奇异的风俗"一个传统性节目&&如

今活跃在各个舞台上的丰富多彩的群众文化节目!就是从这些唱

腔%风俗中发展起来的!它们是今天群众文化的源头与基石!无不

蕴藏着时代变迁的印记%传承着民族文化的历史$我国历史文化丰

富!民俗文化特色鲜明$这些古老的弥足珍贵的不可再生的非物质

文化遗产!是人类的文化创造和遗存!对我国的政治%经济以及社

会精神文化发展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意义$然而!许多罕见而宝贵

的民间技艺和民风民俗!正逐渐遗失$没有过去就没有将来!没有传

承就没有创新$保护文化遗产!守卫精神家园已经成为今天的共识!

文化工作者要以时代赋予的使命感%责任感为己任!从现在做起!从

点滴入手
2

保证并传承文化遗产$

群众文化是一代又一代创业者%改革者%继承者%发扬者不断

探索发展的!一个新的艺术的产生!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加以更新%

创造!没有更新和创造!群众文化就永远不会向前发展$我们要通

过学习不断更新管理理念! 用科学发展观指导群众文化工作!激

发人民群众的文化创新活力!与此同时!我们还要加强与各行各

业交流与合作!从而取得社会各方面都对我们群众文化关注和支

持!营造社会文化开放氛围$这样我们群众文化事业就有了发展

的动力和潜力!沿着良性循环的健康轨道不断向前发展!从而进

一步促进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

欢迎投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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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地中学生在池州一中体育馆举行乒乓球表演( 盛文鹏 摄

!

记者 唐国安 实习生 喻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