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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车站过年

脱贫攻坚一线见闻

今年 29 岁的周静 2015 年加
入警察队伍，目前是重庆铁路公
安处梁平车站派出所的一名警
员。周静的妻子谢亚林是开州区
长沙镇的一名小学老师。两人平
时分居两地，聚少离多。

因为工作需要，周静今年要
在达万线上的一个偏远小站——
文化站上度过他从警后的第五个
春节，妻子谢亚林决定到周静驻
地陪他过年。

图为 1月 21日，谢亚林在开
州区长途客运汽车站购买前往万
州的汽车票。

新华社发（黄伟摄）

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一盏清茶一缕烟，灶君大人上青天”，1

月 18 日适逢小年，年近七旬的左秀发老爷子

一大早祭完灶神便笑呵呵地出门晨练，“我身

体不好有哮喘，一直要吃药，现在政府的医疗

政策好，药费基本不用自己花钱，儿子们也有

出息了，我是越活越有劲！”

“可不是嘛，以前他普通话都不会讲，总

书记来了之后天天晚上守着电视看新闻联

播，现在跟游客们聊起来一套一套的，精神头

大不一样了嘞！”旁边的村民打趣道。

在大山深处的神山村，蜿蜒整洁的水泥

路旁有一堵引人注目的“笑脸墙”。三米见方

的墙壁上，贴满了村民们喜笑颜开的照片。

村支书彭展阳说，每一张照片后面，都有不一

样的“脱贫”故事。

神山村位于井冈山市黄洋界下的山旮旯

里，山多田少，交通闭塞，曾是典型的贫困

村。2015 年，全村 54 户，建档立卡的贫困户

便达 21 户，被人们戏称为“麻雀飞过不落地，

挑夫进村不伸手”。

日子的转机出现在 2015 年。那一年开

春，井冈山市组织 3000名党员干部进村入户，

在全市开展“精准扶贫大会战”，江西省科技

特派团井冈山果业团的专家们也来到了神山

村。经过规划，村里先后成立了茶叶、黄桃专

业合作社，并积极探索“产业+旅游+扶贫”的

模式。

2016 年 2 月 2 日，也是南方小年之日，

习近平总书记走进神山村，与村民们促膝

谈 心 ，做 出 了“ 井 冈 山 要 在 脱 贫 攻 坚 中 作

示范、带好头”的重要指示和“在全面小康

的 进 程 中 ，决 不 让 一 个 贫 困 户 掉 队 ”的 殷

切嘱托。

“精准扶贫大会战”和总书记的到访，使

曾经“穷怕了”的左秀发们看到了不一样的未

来。根据“基地合作社示范+贫困户优先+户

户参与”的扶贫思路，通过市县乡产业扶持、

部门筹集、社会捐助的方式，全村 21户贫困户

以每户 2.2万元的股金加入专业合作社，按本

金逐年递增分红比例，从而把农户尤其是贫

困户牢牢拴在产业链和价值链上，实现长期

增收致富。

村支委赖志成扳着指头说，短短几年间，

全村从无到有，先后开发出 200 亩茶园、460

亩黄桃园和 30 亩雷竹园，在专家技术指导和

公司联营支持下取得了良好的效益，累计为

贫困户发放分红逾 20万元。

“对内多业并举齐步前进，对外融入井冈

山全域旅游大格局，这条路算是走对了！”驻

村帮扶干部李燕平说。

在科特派专家的指导下，左秀发的大儿

子左香云从捣鼓简单的竹制品，到注册商标

批量生产“神山竹酒”，月营业额逐步攀升至

数万元。小儿子左春仁也凭着一手木雕手艺

做起了旅游工艺品，加上家门口的“打糍粑”

游客体验和妻子胡艳霞办的农家乐，日子越

来越红火。

今年 44岁的彭德良家门口，挂着“神山村

绿韵茶叶专业合作社”和“井冈山红茶业有限

公司神山基地”的招牌，堂屋内售货架上整齐

排放着十多种包装精美的茶叶产品。他曾经

是村里出名的蓝卡贫困户，为此不得不抛家

别子在外打工十余年，他自嘲为“不堪回首的

流浪日子”。在接待游客的空隙，彭德良小心

翼翼地拿出“股权证”算了笔账：去年股金分

红、茶叶代销提成和土地流转等等，年纯收入

不低于 6万元。“收入有保障了，还去流浪干什

么！”他笑嘻嘻地说。

在村西边山坡上的张成德家，女主人彭

夏英在忙着准备乔迁新居。“过去分家时，三

双筷子、三个碗、一箩谷子就是全部家当，后

来老公被砸伤了脚，干不了重活，我自己又不

小心摔伤做了大手术，日子真是苦不堪言！”

彭夏英说。

在扶贫加扶智、输血变造血的政策支持

下，2016 年，彭夏英率先在村里开起了农家

乐。她说，随着通往村里公路的改善和环境

整治的大幅提升，风光秀美的神山村迎来了

越来越多的游客，“饭店一年收入 10万不成问

题，加上合作社分红，腰包也越来越鼓了。”她

的喜悦溢于言表。

彭展阳介绍，家乡的大好形势吸引了越

来越多的青壮劳力返乡创业，过去仅有 30 余

名老弱病残留守的村庄，如今在外打工的不

足 30 人。全村几乎家家户户开办了餐饮住

宿、民宿体验、土特产销售等，最近，村口的振

兴学院也建成了，发展红色旅游培训有了更

为扎实的载体。

“村里发展了，年轻人都回来了，年轻人

回来了，村里肯定会发展得更好！”老支书彭

水生说。

摘去了贫困帽子的神山村，扶贫故事俯

拾皆是，富裕的未来正在描绘。

井冈山神山村：不一样的神山 不一样的人
——回访总书记挂念的那些地方（五）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2日电 （记者马
爱平）“对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

目前没有特效药物。北京的 10 个病例第

一时间均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治疗方案，激

素应用非常谨慎，并针对患者不同体质，辨

证论治使用中医汤剂进行治疗。从救治来

看，达到了预想的效果。不过在早期预防

上，还没有证据证明中药板蓝根有预防效

果。”22 日，在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召开

的防范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科普宣教

媒体沟通会上，北京中医医院呼吸科主任、

主任医师王玉光介绍。

“目前北京市共确诊 10 例新型冠状病

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均为输入型病例，并没

有出现社区内传播，还处于疫情早期传播

阶段。”北京市疾控中心北京全球健康中心

办公室主任、研究员杨鹏提醒，为防控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和流感，建议市民少

聚会，少旅行，不去或少去人员密集场所，

乘坐公交地铁火车航班等全程戴口罩，室

内常通风，勤洗手；如有不适，及时就诊，如

发热，速到发热门诊就诊。

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新闻发言人高

小俊介绍，北京市委市政府已成立了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防控工作领导小

组，下设医疗保障、交通保障、商品供应、重

大活动服务保障、舆情应对、社会稳定、高

校工作等七个小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联

防联控应对机制也已启动，协调各区各部

门形成防治合力。同时，发布了全市 89家

设有发热门诊的医疗机构名单和发热患者

就诊指南。

“北京市已对全市医疗机构防控措施

落实情况进行了督导检查，已累计开展近

7000 户次。市区两级成立防治专家组，指

定救治定点医院，全面加强人员培训，规范

诊疗服务，对患者采取中西医并重方法进

行治疗。”高小俊说。

防控新型肺炎疫情专家指出

北京10病例均用中西医结合方法治疗

肖 颖 本报记者 寇 勇

新华社广州1月 22日电 （记者李雄鹰）
17 年前的农历正月初六，一位铁路民警为了

春运旅客列车的安全，用自己的一腔热血和

年轻的生命，避免了一场重大事故的发生。

他就是广州铁路公安衡阳公安处衡北车站派

出所青年民警雷宏。

雷宏，1979 年出生，湖南省衡阳市人。

2001 年 8 月，雷宏参加公安工作，在从警 554

天时间里，累计加班加点 60 余天，先后参与

查处治安案件 148起、破获刑事案件 13起、抓

获犯罪嫌疑人 8 名等，为维护站场治安秩序，

保卫铁路运输生产安全作出贡献。

2003 年 2 月 6 日下午，雷宏执行线路安

全巡查任务时发现，两个村民推着一辆摩

托车横越铁路，摩托车的前轮卡在股道中

心动弹不得。这时，从北京西开往广州的

T15 次列车飞速驶来，村民弃车而逃。眼看

一场车毁人亡的事故即将发生!危急时刻，

雷宏跃上铁路，将摩托车拖出了股道，及时

排除了险情。此时，L606 次列车从另一股

道飞驰而来，两列列车交会所产生的巨大

真空漩涡和冲击力，将尚未站稳的雷宏撞

倒，雷宏当场牺牲。

2003 年 4 月，中共湖南省委、省人民政府

追认雷宏同志为中共党员、革命烈士。雷宏

先后被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一级英雄模范、

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人民铁道卫士、全国优秀

共青团员、全路优秀共青团员、铁路青年五四

奖章等荣誉称号。

雷宏牺牲后，衡阳报刊连续推出了《时代

呼唤英雄》《弘扬雷宏精神，争做文明市民》等

系列评论员文章，将雷宏纳入“建文明城市，

做文明市民”活动中。雷宏的英雄事迹也感

染了衡阳市当地学生，衡阳市南华大学专门

成立雷宏志愿者服务队，长期在衡阳火车站、

衡阳东高铁站开展志愿服务活动。广州铁路

公安局衡阳公安处每年在清明节、烈士纪念

日都会开展雷宏英烈祭扫活动，并组织青年

民警开展向英烈学习座谈会。

雷 宏 ：舍 身 救 列 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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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北的伦坡拉盆地，我们又发现了一

种鲶，还没命名，正在研究。”近日，在中科院

物理所咖啡馆举办的第 46 期科学沙龙，中科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所长邓涛介

绍。他以“演化千万载，生命逐山高”为题，讲

述了青藏高原和生物共同演化的故事。

印度与亚洲的碰撞，是约 5500 万年以来

地球历史上发生的最重要的造山事件，由此

导致的青藏高原隆升，对东亚乃至全球的环

境产生了重要影响。青藏高原也因此成为生

物多样性发展的重要演化枢纽。

在藏北高原的尼玛盆地南缘及其以东的

伦坡拉盆地，古脊椎所的研究人员先后发现

了丰富的鱼类化石。其中创建了一个鲤科鲃

类化石的新属新种，被命名为张氏春霖鱼，据

他们推测生活在晚渐新世时期（2600—2300

万年前）。这种鱼接近现代亚洲热带的鲃类，

应该是一种生活在低海拔温暖地区的鱼类。

还有一种被命名为西藏始攀鲈的鱼，也喜欢

温暖湿润的环境。彼时，尼玛盆地一带还是

温暖湿润的低海拔环境。

“公元前 2020 万年的某一天，朝阳照在

藏北伦坡拉湖岸的针叶林梢。附近的火山

口冒着袅袅烟尘，但无角犀完全没有察觉到

什么危险，正在惬意地咀嚼着它喜欢的灌木

枝叶。裂腹鱼已经开始了在冰水中的畅游，

从此独霸高原。”邓涛描述着来自远古的一

幅图景。

据在那曲地区比如县布隆发现的西藏三

趾马和植物化石指示，该地区 1000 万年前海

拔低于 2500 米。而不同于西藏三趾马，在阿

里地区札达盆地发现的札达三趾马善于奔

跑，生活在 460 万年前的高山草原上。邓涛

说，这意味着札达盆地至少在当时就已经达

到现在的高度。

札达盆地是个宝，连续发育并出露完好

的晚新生代地层。在上新世早期（440 万年

前）地层中，发现了雪豹的祖先，被命名为布

氏豹。“根据札达盆地古地磁测年和丰富的哺

乳动物化石，我们建立了精细的年代框架。”

邓涛说。

披毛犀、喜马拉雅原羊、邱氏狐、雪山豹

鬣狗……第四纪冰期来临后，这些生活在高

原上的动物率先适应了寒冷环境，开始了全

球“旅行”。邱氏狐的后代北极狐，在北极圈

附近留存至今；雪山豹鬣狗的后代豹鬣狗远

达北美地区；布氏豹的后代更有美洲豹、金钱

豹、非洲狮等。

邓涛说，经过冰期严寒气候的筛选，上新

世喜暖动物群的大多数成员绝灭，青藏高原

寒冷适应性动物群成员成为第四纪冰期动物

群主体，并由此奠定现代动物多样性基础。

古生物化石告诉你青藏高原演化史
本报记者 杨 雪

科技日报北京1月22日电（邹争春 记

者崔爽）心力衰竭是否可防？抑制心肌肥大

或可阻止其发展。陆军军医大学陆军特色

医学中心心血管内科教授曾春雨带领团队

研究发现并证实，长链非编码 RNA（ln-

cRNA）心脏的高表达量能抑制心肌肥大发

展，减缓心力衰竭发生进程。相关研究论文

在线发表在美国《循环：心力衰竭》杂志上。

过往研究中，团队曾发现人为升高某些

长链非编码RNA含量（如lncRNA-P21）能

够改善动脉粥样硬化的发生。那么lncRNA

对心力衰竭是否还有作用？团队成员吴庚

泽带领课题组针对lncRNA在病理性心肌肥

大及心力衰竭中的作用展开研究。

病理性心肌肥大常见于高血压，心肌病

等，发病机制尚不明确，是心血管疾病尤其

是心力衰竭的关键病理环节。研究中，课题

组通过对小鼠主动脉缩窄诱导的心肌肥大

模型进行转录组检测，筛选出了一个心脏富

集的长链非编码RNA——抑制心肌肥大相

关转录本（lncRNA-Ahit）。研究发现该ln-

cRNA存在于人、大鼠和小鼠中，在心脏受到

外界压力时，如心脏后负荷增加、心肌细胞

受到肾上腺素刺激等条件下表达升高，可能

在抑制心肌肥厚的发展中具有重要的作用。

心血管内科博士余骏逸等以小鼠为模

型，使用腺相关病毒9（AAV9）靶向抑制ln-

cRNA-Ahit在心脏中的表达，结果显示主

动脉缩窄诱导的心肌肥大明显加重；相反，

过表达lncRNA-Ahit后心肌肥大得到了有

效的抑制，说明 lncRNA-Ahit 是抑制心肌

肥大的有效靶点。同时，研究人员对临床

诊断为高血压心脏病的患者和没有心肌肥

大的患者血清标本收集分析，发现心肌肥

大患者lncRNA-Ahit表达量是对照组非心

肌肥大患者的约 1.5倍，从临床角度显示了

lncRNA-Ahit在心肌肥大中的重要性。

据曾春雨介绍，这项研究提示人为增

强或抑制心肌肥大相关长链非编码 RNA

表达或可成为心力衰竭的关键治疗手段。

抑制心肌肥大或可减缓心力衰竭发展进程

（上接第一版）老同志们希望全党全军全国

各族人民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

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下，高举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伟大旗帜，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

和十九届二中、三中、四中全会精神，坚持和

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

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坚定信心，同心同

德，锐意进取，开拓创新，奋力夺取决胜全面

建成小康社会、决战脱贫攻坚的伟大胜利，

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

中央领导同志看望老同志

（上接第一版）我愿重申，在 5G问题上，法方不

会针对任何特定国家或特定公司采取歧视性

措施，愿同中方保持沟通。希望欧中投资协定

谈判早日取得进展。

马克龙表示，法方支持中方积极应对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愿同中方加强卫生合

作。习近平表示，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中方采取严密的防控防治举措，及

时发布疫情防治有关信息，及时向世界卫生组

织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信息。中方

愿同国际社会一道，有效应对疫情，维护全球

卫生安全。

两 国 元 首 还 就 伊 朗 核 等 问 题 交 换 了

看法。

习近平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

（上接第一版）
呼吸内科主任赵建平强调，抗击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隔离是第一位。一旦发现自己有症

状，一定要减少外出，居家隔离，与他人接触时

要保持一米的距离。对于新型冠状病毒，发烧

是非常重要的指标，如果 38.5℃以上持续了两

三天，一定要去发热门诊。要注意的是，少数

病人没有发烧症状，如果乏力气短，也要尽早

到发热门诊就诊。

急诊 ICU 主任李树生曾经参加过非典

战役。他提醒，尽管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形势

严峻，散发病人越来越多，但比起 2003 年，

如今各项技术手段已不可同日而语，市民不

用过于恐慌。目前重症病人主要是年龄较

大、有基础疾病的老人，所以老年朋友尤其

要防范，减少聚会，注意开窗通风，戴口罩，

勤洗手洗脸。

据悉，该《指南》由华中科大附属同济医院

专家组根据他们与武汉各大医疗机构诊治的

第一批患者的第一手资料而制定。

武汉推出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快速指南》

天还没亮，黄河头道拐水文站的职工就开始在结冰的黄河上凿冰。气温近零下20摄
氏度，手电筒的光成了雾气里的一抹亮色。头道拐水文站位于内蒙古托克托县双河镇麻
地壕村，这里是黄河上中游水沙变化的主要转折点、凌汛的重要监测地。黄河进入冰期，
这群水文人的工作仍在继续——观测水位、查看冰情，并在8点前将数据整理上报。

图为1月20日，头道拐水文站站长沈国庭蹲在冰面上观测水位。
新华社发（贝赫摄）

科技日报北京 1月 22日电 （记者张
盖伦）22 日，记者从教育部了解到，教育部

于日前发出通知，要求教育系统做好新型

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防控工作。

通知指出，各地教育行政部门要高度

重视防控工作，把广大师生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放在第一位，及时研究部署落实防

控措施，全力做好防控工作，坚决防止疫情

扩散蔓延，坚决维护社会大局稳定。启动

教育系统公共卫生类突发事件应急预案，

完善应急处置机制。各地落实属地管理责

任，把责任落实到单位、落实到具体人，及

时指导行政区域内教育行政部门和学校做

好防控工作。

通知要求，各地和学校要强化责任意

识，做好春节和寒假期间值班值守，狠抓防

控重点环节，非必要不举办聚集性活动，切

实落实学校传染病防控各项要求。

通知指出，各地和学校要摸清寒假期

间在校学习生活的学生情况，通过多种形

式开展宣传教育，做好留校学生防控工

作。面向离校学生，通过各种网络渠道发

放假期生活提示，开展健康教育，宣传普及

疫情防治知识和防控要求，引导做好防

控。区分已发生疫情和未发生疫情地区，

指导分类做好应对方案。发生疫情地区的

教育行政部门，要制定严谨周密的防控方

案，根据疫情发展情况，切实做好开学师生

返校预案及相关准备工作。要重点关注贫

困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等医疗卫生资

源条件相对薄弱地区学校的防控工作。有

关高校要关心关爱参与疫情防控工作的附

属医院师生，全力做好服务保障。

通知强调，部属高校、部省合建高校等

高校要主动参与科研攻关，配合科技、卫生

健康等部门专业力量共同攻关。组织引导

高校有关专家在科学宣传推广疫情防护知

识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教育部：发生疫情地区要切实做好开学师生返校预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