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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提高教育“三包”政策补助标准
新华社拉萨 6 月 10 日电 （记者刘洪明） 为进一步改善学生学习生
活条件，持续增强教育“三包”政策保障能力，日前西藏进一步提高
教育“三包”政策补助标准，在现行基础上年生均增加 240 元，自今年
秋季学期开始执行。
记者日前从西藏自治区财政厅获悉，调整后的资金标准为，学前
教育阶段：二类区 3120 元、三类区 3220 元、四类区或边境县 3320 元；
义务教育阶段：二类区 3620 元、三类区 3720 元、四类区或边境县 3820
元；高中教育阶段：二类区 4120 元、三类区 4220 元、四类区或边境县
4320 元。经费结构比例为伙食费占 80%至 87%，服装费及装备费占 10%
至 15%，作业本和学习用品费占 3%至 5%。
西藏自 1985 年开始实施教育“三包”政策，在免费接受义务教育
的基础上，对农牧民子女实行了包吃、包住、包学习费用的“三包”
政策，对城镇困难家庭子女实行了同等标准的助学金制度和财政补助
政策。

青岛西海岸新区强化国际理解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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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光能直接转化为电能

经过多年的发展，中国在太阳能电池硅材料生
产、电池和组件生产、专用设备等方面取得很大进
步。在王占国看来，这些突破和进步还是不够的，与
国外最先进水平相比，仍然存在一些差距，主要表现
在技术水平、产业和市场发展等方面。比如，无论是
单晶硅还是多晶硅，其实验室效率都要比国外的来得
要低一些。在太阳能电池制造设备方面，王占国认为
要加强自主研发力度，实现进口设备的国产替代，一
方面可以节省资金，进一步降低终端成本；另一方
面，可以避免受制于人，实现技术自立。
在科研方面， 中 国 太 阳 能 光 伏 领 域 在 目 前 阶 段
具备更雄厚的基础条件，应该瞄准最前沿领域。薄
膜太阳能电池是太阳能光伏发电领域研究的重要方
向，该类电池放弃或大幅减少对晶硅体材料的使
用，直接采用薄膜，具有安全、可折叠、方便连
接、轻巧、抗热性能好、不易破损等特点和优点，
适应了太阳能电池高效率、低成本、大规模生产发
展的需要。中国科学界和产业界要携手合作，争取
尽快把薄膜非晶硅太阳能电池的转换效率提高到新
水平，率先真正实现薄膜太阳能电池的低成本、大
面积、高效率使用。

共读中华书

发力薄膜太阳能电池

在今年的“六一”国际儿童节这一周，北京
第二实验小学五年级的多数教室里空荡荡的，学
生们都去哪儿了？原来，该校组织学生走出校
门，奔赴实验二小在各地的集团校，开展了主题
为“爱在蓝天下，共读中华书”的游学活动。
游学古已有之，所谓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只是近年来，“游学”的目的地似乎仅指海外学
校，不少家长花费一大笔费用，在寒暑假送孩子
参加各种海外名校游学夏令营、冬令营。实验二
小校长芦咏莉认为，创造条件，引导孩子加深对
中国的了解是第一位的，对此中国的教育工作者
责无旁贷。
出发前，每个参加游学的学生都有一张任务
单。自主报名，自愿组成小组，年级老师带队
——这种活动形式让学生体会到了主人翁精神；
没有家人的陪伴，来到陌生环境，入住寄宿家
庭，结识新的伙伴——这种活动体验让学生感到
新奇和兴奋。在随后的学习、参观和生活中，他
们体会更多、收获更多。
和贵阳集团校的学生们一起，体验了采茶、
制茶。作为北方人，许多学生连茶树都没见过，
更不要说采茶了。这次他们不仅亲身体验了采
茶，还学习了中国的茶艺，喝上了自己亲手采的
茶。了解到杯中一片小小茶叶的制作过程，许多
同学感受到茶农的不易，对茶叶愈加珍惜。好多
学生把自己采的茶叶小心收好，准备拿回家让父
母尝尝。
和江西赣州集团校的学生们一起，走进共和
国的摇篮——红色故都瑞金，开启了“追寻红色
足迹”的旅程。走进瑞金中央革命根据地历史博
物馆，感受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为缔造新中国
而付出的流血牺牲；在红军烈士塔前，献上亲手
制作的小白花，以表达对革命先烈的缅怀之情，
树立起报国的理想。
和甘肃兰州集团校的学生们一起，来到甘肃
省博物馆，看到了语文课文中“马踏飞燕”的真
品文物，无不感叹于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和中国
古人的伟大，铸造出这么精美、巧妙、独特的艺
术品。
赴山西芮城集团校的学生，到达当天正好赶上该校的“六一”晚
会，参加游学的学生仅用一个下午，就把在实验二小京剧课堂学习的京
剧排练好，当晚登上晚会的舞台进行表演，赢得当地同学的热烈掌声。
此次游学活动，不仅增进了不同地方的学生之间的交流、了解，
还由于学生的综合能力得到锻炼，从而加速了他们的成长。通过游
学，孩子之间建立起纯真的友谊，不少学生都和寄宿家庭及集团校结
识的小伙伴相约，下次北京相见。
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这次别开
生面的游学活动，不论对实验二小，还是对各地集团校；不论对老
师、家长，还是对学生，都受益颇多，它将成为学生心中的一段难忘
记忆。

沈家源

传统化石能源消耗对环境造成的危害日
益突出，世界各国都纷纷把目光投向了可再
生能源，希望可再生能源能够改变人类的能
源结构，实现可持续发展。而太阳能以其独
有的优势而成为人们重视的焦点。丰富的太
阳辐射能是重要的能源，是取之不尽、用之
不竭的、无污染、廉价、人类能够自由利用
的能源。据测算，太阳能每秒钟到达地面的
能量高达 80 万千瓦，假如把地球表面 0.1%
的太阳能转为电能，转变率 5%，年发电量
将是世界上能耗的 40 倍。
光伏就是对太阳能利用的直接方式之
一。由于光照能使半导体材料的不同部位之
间产生电位差，这就是光生伏特效应。太阳
光伏发电就是依据此原理，把将太阳光中的
光子直接转化为光电流的一种能量转换技
术。发电原理也决定了其不涉及机械部件，
大部分是电子元件，主要构成器件是太阳能
电池板、控制器和逆变器，具有低噪音、耐
磨耐用等优点。
目前广泛应用的太阳能电池板主要采用单晶硅、多晶硅等半导体材料，利用
半导体界面的光生伏特效应，将一个个小的太阳能电池进行串联，封装后组成大
范围电池组合件，一块块的太阳能电池板可以构成光伏发电阵列，通过功率控制
器就可以将太阳能转化成电能直接供家庭使用或者通过逆变器将产生的电能供给
输电网。
对太阳能光伏发电的优势，已故中国光伏行业泰斗、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崔容
强教授曾将其总结提炼为 4 个方面：一是光伏发电是将光能直接转换成电能的能
量转换技术，是一种直接的能量转化，不像水力发电、火力发电和风力发电等需
要涡轮转动，光伏发电在发电过程中没有机械做工，故而损耗小；二是太阳能作
为一种可再生能源，无枯竭危险，分布区域广、光照时间长且可再生，不需运输
燃料，就地生产、就地消耗，是一种理想的能源；三是光伏发电在整个发电过程
中，绿色安全，不会产生污染气体，也几乎没有噪音，是一种理想的发电技术；
四是光伏发电设备相对简单，其安装和拆卸都很方便，运行中不需值守，很少需
要维护，维护成本非常低。这些优势使得太阳能光伏技术成为各国竞相投入研发
和取得突破的重点领域。

1978 年 3 月，在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上，有一项科研成
果获得重大科技成果奖，成为走进“科学春天”最先绽放的“迎
春花”，这就是“NP 结硅太阳电池”。彼时，这项科研成果还鲜
为人知，而其应用对象则是运行在九天之上的中国实践一号卫
星，这是中国自主研制的科学试验卫星系列首颗星，于 1971 年 3
月发射升空。为了克服性能衰减，给实践一号装配性能更优越的
太阳能电池，中国科研人员进行了夙兴夜寐的苦战攻关，终于研
发成功，使其在 8 年的寿命期内，功率衰降控制在设定范围。曾
参与该项攻关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半导体所研究员王
占国不仅留下永恒的记忆，而且手上也留下攻关时被灼伤的疤
痕。
“美国 1957 年左右拉出了首块硅单晶，中国 1958 年也研制出
了首块硅单晶，随后，中科院物理所新成立的半导体研究室正式
开始研发太阳能电池。”王占国对中国太阳能光伏技术在起跑阶
段取得的成就充满自豪之情。在上世纪 60 年代中期，中国太阳能
光伏电池研制水平与国际上相差不大，并且在相当长时间主要应
用于空间领域。王占国介绍说，进入改革开放初期，中国与国际
同期开展了砷化镓太阳能电池研究，这类新型太阳能电池具有很
高的光发射和光吸收系数，经过约 20 年潜心攻关，到 1999 年，使
这类电池的转换效率大幅提升。从整体上而言，上世纪八九十年
代，由于需求端牵引力不强等因素制约，中国太阳能光伏电池的
研发工作进展并不快。就研发项目而言，比较大的是 1986 年国家计委在农
村能源“1986—1990 年第七个五年计划”中列出的太阳能电池专题，当时
全国有 6 所大学和 6 个研究所进行晶体硅电池等的研究。
在科研攻关的同时，中国太阳能光伏应用也逐步从空间领域拓展开
来，随着在浙江宁波和河南开封等地成立太阳能电池厂，太阳能电池开始
进入批量生产阶段。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中国引进了多条太阳能电池生产
线，使中国太阳能电池的生产能力由原来的几百 KW （千瓦） 一下子提升
到 4.5MW （兆瓦）。
随着国家于 2000 年之后启动“送电到乡”“光明工程”等一系列项目的
实施，随着光伏发电技术成熟、成本逐步降低、上网电价初步明确以及国
家改善能源结构的需要日益增加，集中式光伏发电得到迅猛的发展。从
2009 年开始，我国启动了旨在促进光伏发电产业技术进步和规模化发展、
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金太阳示范工程”，带动了大型光伏电站和分布式
光伏快速增长。之后，《关于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关于发
挥价格杠杆作用促进光伏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 等接连出台，光伏产业迎
来跨越式增长时期。2016 年 11 月出台的 《太阳能发电发展“十三五”规
划》 提出，到 2020 年底，中国太阳能发电装机达到 1.1 亿千瓦以上。

本报电 近日，青岛西海岸新区太行山路小学三年级 6 班的同学借
助网络，与远在几千公里之外的俄罗斯彼尔姆市第二小学学生同上一
堂课，跟俄罗斯老师学习纯正的俄语，感受俄罗斯传统文化，让孩子
们眼界大开。同步课堂架起了不同国家的师生课堂互动和知识传递的
桥梁，有效满足了中外不同学校的教学需求，促进了中外课程的交
流，并最终实现了备课、教学、教研融汇贯通的这种常态化的教学应
用。
教育合作是上合组织国家之间合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教
育可以增强成员国之间的文化交流和相互理解。青岛西海岸新区，作
为一座开放、包容的新区，不断加大统筹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的力
度，加强与世界各国各地区在人文、教育领域的交流合作。随着上合
组织青岛峰会的召开，国际交流的氛围在青岛西海岸新区也越来越浓
厚，青岛西海岸新区通过举办一系列富有成效的活动，与上合国家之
间的教育合作在不断地深入开展。
近年来，青岛西海岸新区不断加强国际理解教育，与上合组织国
家的多所学校结为友好学校，积极利用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开展了多
样化的国际同步课堂，让学生了解、尊重和理解不同民族、地域、国
家的文化，培养学生尊重差异、合作共享的国际素养。
（徐全宝）

爱在蓝天下

近日，北京交通大学校园内的一幢楼成为很多
国的一些家庭。一批太阳能光伏的拥趸，特别是相
人关注的“网红”，该楼的一组照片出现在很多网
关科研人员更是身体力行，率先在自己的家里实践
站首页醒目位置。在微信等社交媒体上，这组照片
清洁能源生产理想，上海电力研究所原所长赵春江
也广为传播。这幢一共 10 层的男生宿舍楼到底有什
就是其中的一位先行者。早在 2006 年，他就在自家
么引人瞩目的特别之处呢？答案就在该楼的外墙
屋顶建造了光伏电站，实际上这也是中国第一个
上：大楼向阳一侧的外墙上“爬满”了太阳能光伏 “家庭光伏电站”。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赵春江的光
面板，其数量之多、安装之密集让人惊叹。这就是
伏电站不仅能完全满足全家使用，而且还实现了与
该校推出的太阳能光伏示范项目，通过外墙分布式
国家电网并网，把余电输送出去。
光伏和相关储能设备，既可以让该楼旧貌换新颜，
今天，当我们行进在中华大地上，不经意间会
又使宿舍楼这样传统上的能源消费中心变身为电能
发现，太阳能光伏早已经成为我们生产和生活中常
生产中心，静悄悄地完成了能源“身份”和“角
见的一部分，无论是荒漠戈壁还是江河湖滩，无论
色”的转换。
是高楼鳞次栉比的城市还是辽阔空旷的乡野，那一
这场由太阳能光伏技术引发的能源革命不仅发
片片深蓝色的太阳能光伏面板都随处可见，它们是
生在大学校园等大型公共机构，而且已经渗透到中
碧蓝的天宇下一道道亮丽的科技风景。

光伏发电跨越式增长

太 阳 能 光 伏﹃晒 出﹄绿 色 中 华

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科技系列报道之能源篇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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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教观潮

参加游学活动的同学们在瑞金红军烈士塔前举行默哀献花仪式。
北京实验二小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