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符圣玉的新家，敞亮、干净。两个孩子的

奖状贴在最显眼的地方，明晃晃昭示着父母

的骄傲。

卧室房间的门大多敞着，但有一间房不

一样。“进来的时候先敲门！”门上贴着作业

纸，用彩笔写着这句“温馨提示”。

那间卧室，是 11岁女孩符叶姜的小天地。

女孩遇到成长的烦恼

前几年，“进房前先敲门”，其实是个奢侈

的要求。

符圣玉是海南省儋州市大成镇新风村

下辖的邱繁村村民，也曾是一名建档立卡贫

困户。新风村曾是儋州市“十三五”建档立

卡贫困村，全村共 609 户近 3000 人，建档立

卡贫困户就有 171 户 865 人，贫困发生率最

高达 21.6%。

符叶姜记得，小时候，他们和大伯家还有

爷爷住在一起，不大的老房子里挤进了九口

人。他们一家四口住一间房：爸爸妈妈睡一

张床，符叶姜和大她一岁的哥哥睡一张床。

符叶姜想有自己的房间。如果有不想被

人看到的小心事，她只能偷偷放在书包里。

但那时，大家都没有独立空间，生活是敞

开的。

不仅是生活，在刮风下雨的日子里，符叶

姜觉得连房子都是敞开的。他们住的是瓦

房，盖得并不严实。外面下雨，屋内就会渗

水；雨再大一些，水就顺着缝隙漏进来。下雨

太讨厌了，村里的路也都是土路，雨水一灌，

就成了泥。

“住得不舒服。”符叶姜说。她话不多，

对科技日报记者的提问，更多时候是回答

“嗯”“对”，然后就沉默下来。“你小时候想

有自己的房间吗？”这个问题，她答得很爽

快：“想！长大啦，应该自己一个人住，我也

有隐私的。”

但这个愿望，符叶姜放在心底，她知道家

里条件不好。“爸爸妈妈赚钱，不容易的。”

有了独立空间，想去
看更大的世界

爸爸符圣玉是一路“苦”过来的。小时

候，因为家里穷，他只念到小学三年级就辍了

学。十几岁，就出去打工挣钱了。

后来，他有了家庭，又添了儿女。孩子要

上幼儿园，生活也愈发捉襟见肘。符圣玉和

老婆也去外地打过工，但不放心孩子，又回了

海南。“有零工就打点零工，没工做就去山上

挖竹笋出去卖。”符圣玉说。

变化也就发生在几年之内。

过去，新风村产业贫瘠，产业结构单一，

大多数村民以割胶和种水稻为生，没有村级

集体经济，发展严重滞后。

产业兴才能经济兴，产业旺才能百姓

旺。新风村采用了“农户+村集体+乡投公司

（市属国企儋州市乡村振兴投资开发有限公

司）+社会企业”的产业扶贫发展模式，整合闲

置土地，创新政策支持，将农民手中的“死”资

产变成“活”资本。

自 2018 年下半年以来，通过统筹 171 户

贫困户约 180 万产业扶贫资金投资笋壳鱼养

殖、生物质颗粒等产业，村里已累计获得分红

10.2 万 元 。 农 家 乐 、民 宿 等 项 目 也 已 经 于

2020 年 5 月投入使用，项目经营预计为村集

体带来不低于资产投入 6%的年收益分红，为

当地村民提供各类固定及临时就业岗位 30个

以上。

2019年，新风村已经实现了整村脱贫。

符叶姜并不知道这些门道。她眼中最直

观的变化，是全家住进了政府盖的新房子，不

漏雨了；更重要的是，她和哥哥都有了自己的

房间。

“特别特别开心！”2018 年，符叶姜正式

拥有了自己的独立空间。这像是一份成长

礼物。 （下转第四版）

“进来前先敲门”，11岁女孩有了自己的小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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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科技日报讯 （记者李丽云）7 月 17 日，由

新疆伊河鲟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所、伊犁河流域

开发建设管理局组建的联合科研团队对外发

布消息，该团队成功攻克裸腹鲟的人工繁殖

技术，首次实现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裸腹鲟的

人工繁殖。

该团队于 5月 21日开启裸腹鲟人工繁殖

研究，获得 12万尾裸腹鲟鱼卵，并进行人工受

精，经核算鱼卵受精率达 50%；获得裸腹鲟鱼

苗 25200尾，苗种孵化率 42%。裸腹鲟鱼苗经

过 50天精心培育，还保存 6000余尾，已达到 6

厘米以上，现发育状态良好，摄食能力强。此

次裸腹鲟人工繁殖技术的成功突破，标志着新

疆伊犁河流域的生态保护工作，特别是裸腹鲟

的保护与增殖放流工作实现了跨越式进步。

据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黑龙江水产研究

所研究员张颖介绍，裸腹鲟是鲟科、鲟属鱼

类，俗名“青鳇鱼”，原产黑海、里海等流域，苏

联在 1933 年—1934 年将其引入巴尔喀什湖，

并进入我国伊犁河水系，成为伊犁河流域重

要水生野生物种。自上世纪 90 年代起，伊犁

河流域裸腹鲟种群数量骤减，被列为国家二

级保护动物。针对新疆伊犁河流域迫在眉睫

的裸腹鲟保护工作，该团队今年启动了联合

攻关，并取得了裸腹鲟人工繁殖技术的成功

突破，裸腹鲟人工繁殖所得苗种大大丰富了

裸腹鲟种群数量。

科研团队还将在现有裸腹鲟繁殖技术基

础上，以原有亲本和本次培育的苗种为基础

进行裸腹鲟鱼类繁殖生理、饲料营养、亲本培

育及苗种规模化培育等科学实验，经过分析、

总结逐步完善裸腹鲟保护技术，使此项技术

更加实用化，实现裸腹鲟苗种规模化培育，为

未来的裸腹鲟保护技术研究及增殖放流种群

恢复等工作奠定坚实技术与物质基础。

国家二级保护动物裸腹鲟实现人工繁殖

开栏的话 它们的名字并不被很多人

熟知，但在行业内却大名鼎鼎，是产业链

不可或缺的一环；它们可能不在任何一个

“风口”，却在一个不太起眼的细分领域精

耕细作成为龙头；它们的产品不直接到达

消费者，却与你我的生活息息相关；它们

可能产值不算大，却是中国创造的核心竞

争力……它们是低调的“隐形冠军”。坚

持、专注、创新……这些特质能解释它们，

却并非全部。本报今起推出系列报道，走

近“隐形冠军”，管窥中国制造崛起路径。

挑战来得猝不及防。

“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及多个美国机

构正在游说欧洲国家政府不要与同方威视

合作，转而选择美国公司的产品，相关工作

自上月起开始加快推进。”《华尔街日报》近

日援引文件和知情人士的话报道，美国正

将矛头对准同方威视技术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同方威视）。

“在你强大的过程中，必然会遭遇各种

阻力，而同方威视早些年就已经历不少类

似的事情，所以能相对淡定。”同方威视主

管研发的高级副总裁李元景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

这是一家很多人没有听过的公司，但

在全世界各地的机场及海关，你可能都见

过他们的产品。截至目前，在全球安检市

场，同方威视的总体占有率达到 15.6%，位

列第三，全球货物车辆检查系统的市场占

有率连续 8年保持第一。

“专注技术创新，专注安检市场，是同

方威视快速成长的‘密码’。”李元景一言以

蔽之。

始于“八五”攻关项
目的创新基因

同方威视带着创新基因诞生。

时间回到 1996 年。那一年的一件大

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法》的颁布实施。同一年，清华大学承担的

“八五”攻关科技项目大型集装箱检测系统

成果通过了国家验收。

同方威视应运而生。清华大学工程物

理系十余位专家，将“八五”攻关科技项目

的成果，“带土移植”进入同方威视。

“我们双方建立了安全检测技术联合

研究院，共同投入资源，共同研究开发，共

享知识产权，共担风险，共享收益。”李元景

介绍道，联合研究院与同方威视的研发中

心在前瞻性技术研究与产品开发方面各有

侧重又联系紧密。同方威视采取了技术使

用费的回报机制，明确了校企之间的利益

关系。

李元景坦言，安检是个市场容量较小

的细分行业，“这是个‘高峰型’行业，不是

‘高原型’的，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始终站在

山尖上”。

从透视成像技术到背散射技术、中子

技术等多种技术的融合创新；从最早研制

的固定式大型集装箱检查系统到车载移动

式集装箱检查系统，再到全球首套司机不

用下车的快检系统、整编列车检查系统、具

有物质分辨能力的双能检查系统……与清

华大学的密切合作，是同方威视立在“山

尖”的强大助力。

截至 2019 年底，同方威视围绕核心

产 品 在 全 球 范 围 内 提 交 5000 余 件 专 利

申请。

在国际同行眼里，前些年同方威视还

是个 follower（跟随者），现在则是 leader（领

导者）。

“擂台赛”打出来的
国际化经验
“高峰型”行业的另一特点是，必须抢

占国际市场。“因为国内市场就那么大，走

出去，参与全球竞争是必由之路。”李元景

感慨。

“2000 年左右，响应国家推动高科技

产品出海的号召，同方威视制定了‘借船出

海’和‘突破、布点、收获’的海外市场策略，

成功打入国际市场。”

过硬的基本功成为同方威视进入海外

市场的敲门砖。“2001 年前后，澳大利亚海

关几次派人前来考察，检测产品，并最终签

了订单。”李元景回忆。

第一个海外订单极大增强了初次试水

走出国门的同方威视的信心，但真正让其

扬名安检领域的还是迪拜“擂台赛”。

2002 年，德国、美国、中国 3 家公司的

设备一字码开，迪拜海关准备查验的车辆

在 3 个设备上都过一遍，美国设备因为不

能适应迪拜的高温在试运行一段时间后最

先“熄火”，只剩下中德之间的“较量”。其

中有一辆车，先走德国设备时被安全放行，

到了同方威视的设备检查时则发现有夹

层，当时德国人甚至怀疑是不是同方威视

查错了。于是被检查的车辆又走了一遍安

检设备，结果一样。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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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耸的长岭坡上，千亩柑橘林一片绿意

盎然，一面“金鼓”村标生动挺拔；村口池塘边

白鹅游弋，青山龙门镇掩映下新居如画……

四川省资阳市乐至县金鼓村，宛如现代版的

世外桃源。

“过去泥浆盖膝头，筒靴都要扯烂好几

双；如今水泥路四通八达，大家不仅住上了

180 多平方米的‘小洋楼’，村里太阳能路灯、

健身器材、电子商务中心一应俱全。金鼓村

‘石鼓’变‘金鼓’，实现了我们几代人的梦

想。”69岁的金鼓村原村委会副主任杨云平见

证着这片曾经“穷”出名的山沟沟，前所未有

的蝶变。

四川是农业大省，在全国每 10袋泡菜，就

有 7袋来自四川；每 10个柠檬、血橙，就有 8个

摘自四川的枝头；每 10头猪，就有 1头来自四

川。日前，科技日报记者走访四川多地广袤

农村，探寻当地群众依靠科技创新，以奋斗创

造历史，以实干成就未来的“小康故事”。

“蜀道难”变“蜀道通”

面积 1.8平方公里，总人口 1251人的金鼓

村，由于整村处于山峦脊梁之上，是典型的

“三缺”村——缺水源、缺道路、缺产业，村民

们只靠传统的种养殖业过日子。2013 年，全

村水泥路仅有 2.1公里，土路 12.1公里，有 3个

组甚至连泥巴路都没有。

“村民出行晴天一身灰，下雨两脚泥是常

态，农副产品拉不出去，肥料物资也运不进

来。”金鼓村党支部书记杨文武告诉记者，2015

年金鼓村被确定为省级重点扶贫村，一场轰轰

烈烈的脱贫攻坚“大战”，首先从修路开始。

为了解决脱贫的瓶颈问题，2015 年金鼓

村全面启动乡村道路建设工程，几年间水泥

路增加到 18公里，与生产道、机耕道、便民路、

入户路，构成了多层级的交通网络，彻底打通

了交通梗阻。

乡村的路通了，产业的“路子”也更加广

阔。目前，该村同时大力发展水果和黑山羊

两大支柱产业，园区务工农户人均收入 3000

元，全村平均年收入从当初的几千元提高到

了 1.6万元。

“以前出趟远门只能靠‘四条腿’的马。

现在路修好了，‘四个轮’的小车也能开到家

门口了。”毕业于西南民族大学的曲措回到家

乡四川巴塘县茶洛乡已经两年了，回忆家门

口的道路，她总有一段抹不掉的记忆：“小时

候陪着母亲上山放养牦牛，天不亮就要起床，

备上一天的干粮，在泥泞的小路上要走将近 8

个小时。”

今年 7月 5日，巴塘县措普沟景区旅游公

路正式通车，由中铁八局施工企业克服高寒、

冻土、沉降等重重困难修筑的公路，正串联起

周边天然温泉带、国家森林公园等，吸引大批

旅游公司入驻，巴塘县迎来发展新契机。曲

措心里一直有一个愿望：“我很希望大学里结

交的朋友们能来我的家乡看看，现在这个愿

望就要实现了。”

从“背井离乡”到“返乡就业”

回家，在家乡找到一份稳定的工作，让妻

子不用独自照顾家庭，这是在外打工 10 年的

四川仁寿县禾家镇村民段科一直期盼的幸

福。今年 30 岁的段科，从 2009 年起在深圳打

工近 10 年，2019 年在仁寿县农民工服务中心

的协助下返回家乡，与妻子罗玉莲一起来到

仁寿一家显示器生产企业工作。

（下转第三版）

精准帮扶 绘就美丽和谐“天府画卷”

“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能够自食其力，

将女儿从初中供到了大学毕业，家里还买了

房。”左手臂截肢的刘树芬说着这些话时眼含

热泪，对于因为意外导致残疾的她来说，这不

容易。她也曾有过痛苦与消沉，在这里她找

到了工作，也重拾了生活的信心和希望，对她

来说这就是小康。

让残疾人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通过劳动

找到人生的价值和自信，刘树芬所在的四川吉

香居食品有限公司，通过实施残疾人就业帮扶

计划，针对残疾人的残疾类型成立了残疾人车

间和托养车间，目前有在岗残疾人479人左右，

占员工总数的27.3%。在这里重度残疾员工平

均收入能达到每月2600元，轻度残疾员工有的

收入能达到每月 4000至 5000元。这是四川省

眉山市帮扶残疾人的缩影，眉山市各级各部门

对残疾人群实施“量体裁衣”式服务，从弱有所

扶迈向弱有众扶。2019年，全市实现城乡残疾

人居家灵活就业2.5万余人。

“读书改变了我的命运，不只是我的命

运，我家乡的同辈人，都因为读书改变了命

运。”对于 29 岁的彝族小伙倮伍克的子来说，

小康是他亲身感受的生活变化。倮伍克的子

出生在凉山州冕宁县曹古乡大马乌村，小时

候家乡不通电、不通车，过年才能吃上肉，更

别提上学。是扶贫政策给乡亲们带来了希

望。小山村修建了公路，也通了电，倮伍克的

子一家告别了狭小破旧、漏水透风的泥巴房，

住进了宽敞明亮、冬暖夏凉的砖房。他免费

接受教育，到西昌铁路技校读书，毕业后进入

中铁八局工作，成为一名盾构机维保工，2019

年荣获“成都工匠”称号。

手磨出一杯苦咖啡，85 岁的王素清和 76

岁的杜云珍却过上了甜生活。在阆中市五龙

村，当地政府发展“特色旅游小山村”，征得两

人同意后邀请专业团队对两人的房屋按照

“修旧如旧”的原则进行升级改造。两位老人

将家中闲置的房间出租作为民宿，平时在民

宿内做一些简单的管理服务工作还有收入。

“在家就能赚钱”，这是五龙村独特的脱贫方

式。两位老人还学会了“绝活”手冲咖啡，现

在每天都有游客到家里来，喝咖啡，陪她们聊

聊天，这样的日子别提有多美了。

“社会主义道路上一个也不能少，全面小康

大家一起走！”这是习近平总书记在5月23日上

午，看望参加全国政协十三届三次会议的经济

界委员并参加联组会时说的一句话。这句话的

含义，在刘树芬、倮伍克的子、王素清、杜云珍，

这一个个普通人的身上有了生动的体现。

“全面小康大家一起走”就是要全体人民

共享改革发展成果、朝着共同富裕不断迈

进。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建立在每一个

人、每一个民族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之

上。“大家一起走”的小康之路，就是让我们每

个人，都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都享有梦想成

真的幸福。

“大家一起走”的小康之路

随着北京进入汛期，近日，北京市消
防救援总队在石景山区莲石湖公园举行
了北京市 2020 年防汛应急救援综合实
战演练。演练以实战为目的，模拟北京
局部地区突降特大暴雨，引发游船侧翻、
人员溺水、车辆涉水、群众被困孤岛等险
情，展示应急救援队伍的救援技术、快速
反应及协调能力。

图为救援人员展示水上救援。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应急救援

综合演练

陈可轩 本报记者 盛 利 雍 黎

本报记者 张盖伦 王祝华 刘 昊

记者手记
陈可轩 本报记者 雍 黎 盛 利

走近“隐形冠军”

7月17日，苹果三里屯零售店在北京全新亮相。据了解，零售店将100％使用可再生
能源，房顶还集成了太阳能电池组，可以为门店提供电力，这也是苹果零售店在亚太地区
首次实现类似的设计。

图为顾客在零售店中挑选商品。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