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丝 路 行·看 陕 西丝 路 行·看 陕 西

新华社北京 6 月 26 日电 全国政
协 26 日 下 午 在 京 召 开 双 周 协 商 座 谈
会，就“大学毕业生创业就业环境优化”
问题建言献策。全国政协主席俞正声主
持会议并讲话。

座谈会上，全国政协委员徐辉、马
德秀、曹卫星、薛卫民、刘晓庄、刘建
平、吴晶、俞敏洪、张来斌、尚绍华、
郭稳才、高玉葆、万捷、石定果、郭大
成、李和平，以及郑功成、张德旺等专
家学者，围绕政策保障、制度建设、教
育改革、人才质量、资金支持等问题座

谈交流，提出意见建议。委员们认为，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大学毕业生就
业和创业问题，大学毕业生是国家宝贵
的人才资源。在全面深化改革过程中，
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化，
目前高等教育规模快速增长、就业压力
逐渐增加，切实解决大学毕业生就业和
创业问题非常重要。

委员们建议，完善政策措施，政府
要积极鼓励和引导市场吸收大学毕业
生，探索一条政府出资、社会化管理的
支持大学生创业的路子；不断深化高等

教育综合改革，优化高等教育结构，努
力适应社会需求；加快推进大学生创业
引领计划，着力营造大学生充分就业和
自主创业的良好环境，尤其要重视困难
家庭和民族地区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
题；要重视创业，注重培养创业精神，
树立正确的就业观，鼓励和支持大学毕
业生到祖国需要的地方去建功立业，开
辟大学生在农村基层创业就业的新天
地。座谈会气氛热烈，委员们发言踊
跃。俞正声认真听取意见，不时询问，
与大家交流。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介绍了大学毕
业生就业创业的有关情况。工业和信
息化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
家税务总局的负责同志出席会议并与
委员们互动交流。全国政协非常关注
大学毕业生创业就业问题，许多委员
通过提案、大会发言等形式提出意见
和建议。今年，民盟中央和全国政协
教科文卫体委员会分别围绕这一主题
进行了深入调研。

全国政协副主席杜青林、万钢、张
庆黎、陈晓光出席座谈会。

俞正声主持召开全国政协双周协商座谈会
就“大学毕业生创业就业环境优化”提出建议

6 月 13 日清晨，在黑龙江省鹤岗市
工农区人民法院审判大厅内，一起“刑事
故意伤人”案在这里开庭。坐在审判台正
中的审判长孙波皮肤黝黑，带着一副近视
眼镜，身穿法袍,威严睿智，很难想象他是
一位双肾衰竭，先后作了 9次大小手术，
2次换肾手术均告失败，如今只能靠每周
3次透析来维持生命的重病患者。

是什么力量支撑他与病魔抗争至
今仍然坚守在基层审判第一线？“我热
爱审判工作，审判已经是我生命的一部
分。我不愿离开审判台，每当审理完一
起案件，那种成就感、使命感使我觉得
活的特别有意义。”这位“70 后”的蒙古
族汉子告诉记者。

得知孙波生病后，高中同学偷偷地
跑到医院去做配型，想把自己的肾捐给
他，同学的妈妈默默地把多年积攒下来
的养老金拿出来帮他治病，黑龙江法院
系统员工自发地为他捐款，一起案件的
被害人家属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泪流满
面，“孙波是一个为百姓办实事的好法
官，我们不想失去他。”

坚持梦想的“工作狂”

1994 年，22 岁的孙波从 2400 多名
考生中脱颖而出，以笔试第一名的成绩
考入了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人民法
院。工农区法院是鹤岗市的中心区法
院，办案任务十分繁重。当时，孙波不
仅一个人承担了开庭记录、整理和装订
卷宗等工作，还承担着送达、宣判、提
押、报表统计、调研材料诸项繁多业务，
他经常吃住在办公室，一干就是一天一
夜。长年累月拼命工作，使孙波身体严
重透支。2011 年春节，孙波的身体持
续发烧，不停地流鼻血，妻子刘桂华劝
他去医院看病，他却说，“我还要开庭
呢，没时间，只是小感冒，挺挺就过去
了。”妻子实在拗不过他，就找到法院领
导逼他去医院做检查。为了不耽误工
作，孙波一直拖到“五一”假期才去检
查，医生诊断他已是双肾衰竭，必须停
止工作马上治疗。

在北京 309医院住院的 13个月里，
孙波经历了 9 次手术，两次肾移植手术
均告失败，即便这样，他总是书不离手，
妻子刘桂华看他这样心疼地说，“安心
养病吧，可别再累着。”他对妻子笑道，

“这辈子我是离不开书了，等我好了上
班时，这些知识都能用上。”第二次肾移
植手术失败后，孙波只能靠每周 3 次透
析来维持生命，回家养病没多久，孙波
便主动提出重返工作岗位。为了不影
响工作，孙波特意叮嘱护士长把透析时

间安排在晚上下班时间。院领导担心
他的身体，一再叮嘱他身边的同事，别
让他累着。可孙波却不以为然，直接找
到院领导请求多分给他一些工作任务，
多分给他一些有挑战性的疑难案件，他
说，“我既然上班了，就不能浪费资源，
我多办一件案件，就能多分担一下庭里
同志的工作压力。”

都病成这样了，为什么还要如此坚
持工作？面对记者的提问，孙波斩钉截
铁地回答，“生病以后，死亡对于我不再
陌生和遥远，我非常珍惜每一分钟，抓
紧时间多做一些事，做一名纯粹的法
官，是我坚持的一个梦想！”

审判台上的“公平尺”

孙波的清廉办案，在鹤岗市工农区
人民法院出了名。2009年，发生了震惊
全国的“白玉库雇凶杀人”案件，孙波担
任案件的主审法官。由于被告人白某多
次通过各种关系找到孙波询问案情，被
害人的妻子担心白某贿赂法官，使其不
能秉公办案，她怀着忐忑的心情找到了
孙波。孙波的一番话顿时打消了她的顾
虑，“请你放心，领导把案子交给我是对
我的信任，我一定依法办案。”开庭后的
第三天，此案就进行了公开宣判，宣判结
果得到了良好社会反响。

孙波生病重返岗位后，主动申请审
理“鞠某等 9 人犯罪团伙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敲诈勒索、故意伤害、非法持有枪
支弹药”一案，这是鹤岗首起拒不支付劳
动报酬的犯罪案件。此案涉及外地农民
工70余人，光卷宗就有十六七本。接到
任务后，孙波不顾身体疲劳昼夜阅卷。
开庭前，孙波做好了充分准备，并对坐在
身旁的审判员张建新说，“我一定要给农
民工兄弟一个交代。”开庭一段时间后，
孙波身体感到不适，豆大的汗珠打湿了

法袍，他用手撑着审判台，强忍着透析后
极度虚弱的身体，从上午 9 点开庭一直
工作到晚上 8 点多，坚持 10 多个小时，
成功审结了这起案件。庭审结束了，70
多位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得到了保障，农
民工代表喜极而泣，“他真是为我们农民
工办实事的好法官啊!”

从事审判工作20年来，孙波先后参
与审理刑事案件1890余起，在他主审的
430起案件中，没有一起超审限案件，没
有一起被改判和上访缠诉案件，刑事附
带民事案件调解率高达98%。

生活中的“热心肠”

在鹤岗采访孙波期间，记者常听到
他身边的亲戚、朋友、同事这样评价，“孙
波不仅是一位好法官，更是一个热心肠。”

孙波的同事申立红至今难忘一个

场景。多年前的一天，申立红到孙波办
公室送材料，一进屋，看见他正拿着
100 元钱往当事人兜里塞。申立红立
即上前询问情况，孙波再三叮嘱申立
红，“申姐，这是我审理案件中的被害
人，家里相当困难，连米、菜都买不起
了，就送给他一点钱，这事你见谁也别
说，我给的又不多。”可是有谁能想到，
当时孙波每个月工资只有 200多元。

孙波生病后，面对近百万元的两次
换肾手术治疗费，他的妻子刘桂华借遍
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如今还有50多万元
外债。但即便身处这样困境，他还是尽
量帮助身边需要帮助的人。孙波住院期
间，看到同病房的老大爷子女工作忙身
边没人照顾，就特意叮嘱妻子每天中午
给老人多带一份饭菜；初中同学梁旭多
年前在深圳打工生病成了植物人，孙波
每年过年都去看望他，为同学捐钱捐物，
即便在自己病重期间也从没间断过。

采访期间，孙波的妻子从他厚厚的
荣 誉 证 书 里 无 意 间 发 现 这 样 一 封 来
信。这是孙波资助的一名小学生马思
琪写给他的，信中有这样一句话：“孙叔
叔，知道是您资助了我，心中有说不出
的感谢，是您改变了我的生活，我会永
远记住您！”朴实的语言，道出了孩子对
孙波的感激。

“孙波做的好事太多了，可他从来都
不说，也不让我知道。”妻子刘桂华说。

多年来，孙波在自己的家庭生活并
不宽裕的情况下，多次资助家庭生活困
难的失足未成年人，这些青少年都感激
地称他为“法官叔叔”。

孙波曾先后被最高人民法院授予
“全国法院办案标兵”、“全国法院刑事
审判工作先进个人”、“全国法院先进个
人”等称号，近日，中宣部决定授予孙波

“时代楷模”荣誉称号。

做 一 名 纯 粹 的 法 官
——记黑龙江省鹤岗市工农区人民法院刑庭审判员孙波

本报记者 倪伟龄 通讯员 奚萌萌 徐 露

作为一位朴实无华的基层法官，孙

波在普通的岗位上始终牢记职责、默默

付出。多年的法官生涯，他真心为民解

难，用司法公正架起生命的支点、用实

际行动诠释责任的真谛，赢得了群众的

由衷赞誉。

孙波所做的看起来不是什么惊天动

地的大事，但平凡之中见精神。他以滴

水穿石的钻劲儿，在看似枯燥的法律世

界中不断求索；在众多疑难大案中挺起

铁肩担公义，为人民群众带来公平与希

望；长期忘我工作，身患重病后仍执著于

法律的追求，坚守在审判岗位上，展现了

爱岗敬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理想

信念。“做好审判工作，这是我的追求和

信仰。在基层一线直接面对的是人民群

众，解决群众的诉求，这是我的快乐。”孙

波的话语简单朴实，却掷地有声。

平凡中见伟大、细微中见精神。

孙波就是这样一个典型代表。他以自

己的踏实脚印，生动诠释了党的根本

宗旨，生动诠释了为民务实清廉的本

质要求，他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人

思考和学习。

为民情怀的生动诠释为民情怀的生动诠释

本报乌鲁木齐 6 月 26 日电 记者
徐惠喜 乔文汇报道：由国务院新闻办
主办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研讨会今天
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中共中央政治局
委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党委书记张春
贤，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蔡名照出席开幕
式并致辞。张春贤表示，丝绸之路经济
带这一战略构想在世界经济政治版图中
具有重要意义，此次以“丝绸之路经济带
——共建共享与共赢共荣的新机遇”为
主题的国际研讨会，将对促进丝绸之路
经济带沿途国家和地区加强沟通、合作
和交流发挥重要作用。

张春贤表示，新疆作为中国向西开

放的桥头堡，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具有
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中央提出要加
快新疆对外开放步伐，着力打造丝绸之
路经济带核心区，这是新疆的重大历史
机遇。新疆将发挥亚欧大陆桥核心地带
的地缘优势、4 大文明交汇的文化优势、
富集的资源优势，利用经济社会发展的
黄金时期，加大全方位开放力度，把新疆
建设成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区域交通枢纽
中心、商贸物流中心、金融中心、文化科
教中心和医疗服务中心，以及国家大型
油气生产加工和储备基地、大型煤炭煤
电煤化工基地、大型风电基地和国家能
源资源陆上大通道，努力当好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的主力军和排头兵。
蔡名照表示，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一

战略构想赋予了古老丝绸之路崭新的时
代内涵，是一项造福于沿途各国人民的
伟大事业，将成为引领欧亚合作的一面
旗帜，为建设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美
好世界提供了新思路新路径。建设丝绸
之路经济带，需要坚持和弘扬丝路精
神，坚持相互尊重，相互信任，坚持互
利合作，共建共享，坚持交流互鉴，和
谐共处。要大力促进各国人民之间相互
了解，扩大沿途各国民间交往，加强人
文交流与合作，加深沿途各国人民的
友谊。

商务部副部长钟山在演讲时表示，
商务部将在经济带建设中扎实推进经
贸合作，发挥好经贸合作的基础和先导
作用，为互联互通、金融合作奠定基础，
为注册对接和人文交流创造条件，推动
中国与经济带沿线国家形成高层次、宽
领域、全方位的合作新格局，支持新疆
扩大向西开放，充分发挥新疆在丝绸之
路经济带建设中的独特优势和作用，建
好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

国家发改委秘书长李朴民表示，中
国将推动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在
重点领域的合作，促进基础设施互联互
通，提升经贸合作水平，拓展产业投资合
作，深化能源合作，拓宽金融合作领域。

本次研讨会设两个圆桌会议，来自
中国、俄罗斯、印度、哈萨克斯坦、吉尔吉
斯斯坦、阿富汗、土耳其、美国等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丝
绸之路：过去、现在和未来”、“共建丝绸
之路经济带，打造互利共赢的利益共同
体”2个议题展开深入交流研讨。

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研讨会在乌鲁木齐举办
新疆将抓住机遇打造核心区当好主力军

2013年 4月 2日，孙波在单位图书室查阅资料。 新华社发

小小的手机触摸屏，包含着钨、

钼 等 多 种 金 属 材 料 。 陕 西 宝 鸡 是

“国家新材料高技术产业基地”。宝

鸡市科迪普有色金属加工有限公司是一家致力于钨、钼、

铌、钽、镍等金属材料生产与深加工，以及合金材料研发的

企业。今年 5 月，陕西高端装备投资基金为该企业投入了

3000 万元，用于钼铌合金和高纯靶材大型化生产。图为该

企业生产车间。 本报记者 张 毅摄

如何让自行车变得更轻更快？如

何让高尔夫球杆用起来又轻又给力？

那就得用上“钛”产品。陕西宝鸡市欧

亚化工设备制造厂专注于钛及钛合金产品开发、设计与生产，

拉长了钛的产业链，是“宝鸡·中国钛谷”的一分子。图为该企

业生产的产品。 本报记者 陈学慧摄

总部设在陕西宝鸡的互联网企业

“关天之窗”，是全国首家丝绸之路经

济带商业门户，致力于服务境内外中

小民营企业，旨在打造工业品互联网可视化数据中心。截至 6

月 25 日 17 点，注册用户已达 38663 家。图为“关天之窗”创始

人马可（左）在演示其可视平台。 本报记者 孙 璇摄

西府寻“宝”

“钛”轻

“网上丝绸之路”

“钼”秀

本报合肥 6 月 26 日电 记者文晶、通讯员陆应果报道：6
月 26 日，安徽首列装载 50 个集装箱“合肥造”家电、电子等的

“国际货运班列”从上海铁路局物流基地合肥北站开出。列车
途经西安、乌鲁木齐、阿拉山口直达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全
程 4954公里，预计运行时间 9天。

这趟中亚“国际货运班列”的正式开行，标志着上海铁路
局与安徽合肥市政府积极进行战略合作，联手打造合肥市新
亚欧大陆桥国际铁路货运通道，共同参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
带，进入实质性运作阶段。

安徽首列中亚货运班列开行

陕西大唐西市博物馆近日与丝绸

之路沿线国家博物馆签约，进一步加

强合作与交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

带。图为大唐西市博物馆馆长王彬在向记者介绍唐长安城西

市遗存。王彬曾任陕西历史博物馆副馆长，后参与大唐西市博

物馆筹建。 本报记者 张小影摄

共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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