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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6点整，一声嘹亮的起床
号吹响，只见一群穿戴整齐的“小
军人”从宿舍奔跑而出，整齐有序
地在宿舍门前列队集合。

“稍息、立正！”
“开始报数！”
“一、二、三、四、五⋯⋯”
6 点 40 分，早操号响起，在教

官的带领下，各班齐喊口号跑向
了操场。

这是记者近日在甘肃省张掖
市综合实践学校（张掖市甘州区
青少年校外活动中心）蹲点采访
时看到的一幕。来自甘州区北街
小学、西街小学和青东小学的806
名学生，在这里接受为期 10 天的
封闭式管理和军事化训练。

张掖市综合实践学校前身是

张掖青少年军校，主要为当地中
小学生提供军训以及素质拓展技
能培训，包括生活、军事、拓展、手
工、科技等八大类活动，180 多门
适合中小学生“分层体验”的实践
课程。

校长徐选告诉记者，每年甘州
区都会组织城区所有五年级、七年
级、高一学生和农村七年级学生分
批次参加训练。训练期间，学生以
班为单位，参加“站好一夜岗，值好
一天勤，学会擒敌拳，争当少年兵”
军营体验活动，开展“叠好自己被，
洗净身上衣，节约一粒米”等生活
实践。实践学校根据不同年龄段学
生的知识结构、身心特点等有选择
开展拓展训练。

记者注意到，从早上到晚上，

一天的训练活动排得满满当当，
训练项目由简到深、由易到难。

“整理内务”是第一个训练项
目，也是学生每天的“必修课”。

甘州区西街小学学生齐奇第
一天就遇上了“难堪”：从小没有
叠过被子的她怎么也叠不出有棱
有角、四四方方的军被，看着同伴
们都叠好了，她急得脸都红了，汗
水一个劲儿往下淌。

这时候教官看到了，为她重
新示范了一遍。倔强的齐奇咬紧
牙关，按照教官说的要领，慢慢把
被子叠起来，再用手一遍又一遍
轻轻抹平棱角。最终，她的被子通
过了“验收”。

“被子都不会叠，好丢人！以
后，我要更加坚强，无论是在学习

还是生活上，遇到任何困难都要
努力克服。”齐奇说。

在接下来的训练项目中，无论
是“爬人梯”“过电网”“梅花桩”等
拓展项目，还是“万箭齐发”“滚珠
穿盒”等思维创新项目，齐奇都表
现得非常顽强勇敢。

“现在很多青少年，尤其是城
里孩子，生活条件好，从小娇生惯
养，自理能力差，缺乏过硬的身体
素质和顽强的意志品质。”徐选
说，实践学校作为普通学校教育

的补充，通过校内外教育有机结
合和合理对接，从锻炼身体入手，
锤炼青少年的坚强意志和心理承
受能力，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记者随手翻开家长留言簿，一
位家长写道：“实践学校磨炼了孩子
的意志、强健了体魄，也让孩子养成
了独立自理的好习惯。他仿佛一下
子长大了、懂事了。”

目前，张掖市综合实践学校共
开展活动 45 期，60 所学校近 3 万
人次参加了各项教育实践活动。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记
者近日从山东省教育厅获悉，山
东省高职高专院校今年将继续实
施招收建档立卡贫困家庭学生专
项计划，共招收贫困家庭学生
1170人。

据介绍，专项计划招生院校
为山东职业学院等 13 所高等职
业院校。山东规定，山东省建档
立卡的贫困家庭学生，同时符合
普通高校招生统一考试报名条
件，且参加 2017 年春季高考或
夏季高考，可以报名参加。符合

条件的考生通过县、市资格审
核、公示，经山东省教育招生考
试院将考生信息与高考报名系统
数据进行校验，核查无误、经公
示无异议的考生方可参加相关院
校的志愿填报及录取工作。

专项计划单设投档单位、单设
志愿、单独划线。山东省教育招生
考试院根据生源及考生成绩分布
情况，划定专项计划高考录取控制
线，录取时首先进行高职院校专项
计划录取，未录取的考生可参加高
职院校其他计划录取。

本报讯 （记者 冯丽） 记者
日前从陕西省教育厅了解到，陕
西今年将招录250名中央财政支
持中西部农村订单定向免费本科
医学生，其中，临床医学 200
名、中医学 50 名。培养计划重
点向贫困地区、革命老区倾斜。

陕西明确，国家免费医学
生只招收农村学生，报考者须
参加 2017 年陕西省普通高校招
生考试，本人及父亲或母亲或
法定监护人户籍地须在陕西省
农村，且本人具有当地连续 3
年以上户籍。国家免费医学生
录取后、获得入学通知书前，

须与培养高校和定向就业所在
地的县级卫生计生、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行政部门签署统一
制式的定向培养和就业协议，
承诺毕业后到有关基层医疗卫
生机构服务 6 年。

陕西要求，未按入学前签署
的协议规定履约的，退还已减免
的教育培训费用、生活补助和以
上费用 50%的违约金；履约情
况纳入医师诚信管理，公布违约
记录并记入人事档案。国家免费
医学生毕业后拒绝履约的，5 年
内不得应聘全省行政范围内的各
级各类事业单位。

关注2017年高考高招

陕西：招录250名国家免费医学生

山东：高职专项招收贫困生1170人

砥砺奋进的五年
记者蹲点记

甘州好少年 军校去磨炼
本报记者 尹晓军

“三塘湾村河堤垮塌，1000
名灾民必须迅速转移，请学校做
好灾民的运送和安置工作！”

7 月 1 日凌晨 2 点，湖南省
桃江县牛田镇中心学校党总支书
记胡益兵，接到牛田镇防汛指挥
中心的指示后，立即组织学校党
员干部开展救援。整个夜里，数
辆校车穿梭在三塘湾村和牛田镇
中学之间，陆续将灾民转移到学
校，并将他们安顿在教室、食堂
休息。

早上 7 点，桃江县防汛指挥
部发布最新消息：桃江水位达
43.97米，水情加重，情况紧急！
桃江二中 800 名师生被洪水围
困，食物短缺。

汛情就是命令。
桃江县教育工委书记、局长

黄志刚立即组织召开班子紧急会
议，要求教育系统党员干部赶赴
各受灾点，参加抗洪抢险救灾，
把“七一”主题党员活动开展到
防汛一线。

早上 8 点，教育系统 129 名

党员干部赶赴城关垸大堤参加抢
险。武潭镇中心学校党员干部分
头 行 动 ， 紧 急 采 购 餐 具 3000
套、大米 1200 斤、方便面 800
桶、食用油 100 斤、矿泉水 100
件等救灾物资。

中午 11 点，所有物资送到
了受困的桃江二中800名师生手
中。

在守护师生、抗灾自救的同
时，桃江县教育局服从县防汛指
挥部指示，将桃江玉潭学校和县
职业中专定为支援桃江抗洪抢险
官兵临时驻扎营地。6 月 30 日
晚以来，有 1200 多名官兵进驻
营地。黄志刚到现场接待官兵，
并嘱咐两所学校负责人，要为子
弟兵提供最优质的后勤服务。

一方有难，八方支援。桃江
县教育系统抗洪救灾过程中，各
级政府也鼎力相助。大栗港镇、
马迹塘镇、武潭镇等乡镇党委政
府多次组织冲锋舟、机帆船等运
送被围困师生，确保受困师生生命
安全。

防汛一线的“党员活动日”
通讯员 高晓莉 本报记者 赖斯捷

“手中有粮，心中不慌”。粮
食安全事关国计民生，一代代科
研工作者为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提高粮食产量和品质，将汗水洒
在田间地头，将青春驻留在实验
室，赵瑜无疑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
一辈子坚持做好事；做出一项科
研成果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坚
持在一线搞科研。在西北地区较
为艰苦的自然环境和科研条件
下，赵瑜克服工作和生活上的重
重阻碍，矢志专攻小麦育种技术，
一干就是半个多世纪，为提高我
国小麦产量和品质作出突出贡
献，是名副其实的“麦田追梦人”。

在全社会大力提倡“工匠精
神”的今天，不少人或许认为

“工匠精神”是产业工人和手工
匠人的“专利”，其实各行各业
都需要同时也都存在“工匠精
神”，而数十年如一日心无旁骛
的专注和对“产品”质量精益求
精的追求，正是“工匠精神”的
写照。从这个角度说，赵瑜一辈
子醉心小麦育种事业而痴心不
改，是对“工匠精神”的生动诠
释。

年复一年坚守在田间地头，
一次次培育出优良品种，一次次
迎来金色的丰收时刻，任何艰难
困苦都不曾打倒他，赵瑜能做到
这些，在于他有两大精神支撑：
兴趣和信仰。“兴趣”是指他做
的是自己喜欢的事，能把兴趣转
化成一生的事业，无疑是幸运

的；如果这件事有益于国家和人
民，更是莫大的幸福。“信仰”
是指他心中常怀对国家和人民的
爱，而他表达这份爱的方式，就
是为人民群众培育出更优质的小
麦品种，让他们更多享受到丰收
的喜悦。

在社会上弥漫急功近利氛围
的当下，以赵瑜为代表的教育工
作者和科研工作者，他们对工作
和事业的那份痴，对祖国和人民
的那份爱，弥足珍贵。而在赵瑜
背后，还有千千万万像他一样的
科技工作者在为国家的富强和人
民的福祉而默默奋斗、无私奉
献。让我们向他们致敬，因为他
们才是真正值得铭记的时代偶
像，是国家和社会的脊梁。

执着和大爱铸就“工匠精神”
本报评论员

这辈子，赵瑜就认准了一件
事：做小麦育种。

为育种，他放弃了留京和在
省级机关的工作，来到后稷曾“教
民稼穑，树艺五谷”的陕西杨凌，在
陕西省武功农业学校（今陕西杨凌
职业技术学院）工作，之后在偏僻
的学校农场一待就是一辈子。

他从零起步，在经费十分有
限的情况下，潜心钻研半个多世
纪，创出低投入高命中率的育种
奇迹。在 60 亩试验田先后培育
出 5 个小麦品种，累计推广面积
8000 多万亩，帮农民增收 48 亿
元，并在甘肃兰州地区成功将春
小麦改种成冬小麦，实现当地小
麦耕作制度的重大变革，累计推
广10余万亩。

如今，82 岁的赵瑜仍坚守
在农场继续小麦育种研究，作为
一名共产党员，他心心念念的还
是“让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实现
国家粮食安全”。近年来，赵瑜新
育成的 3 个优质小麦良种已陆续
进入区域试验和审定阶段。他
说，自己正处在小麦育种的“黄金
期”，还要为祖国健康工作20年。

执拗一生为育种

了解他的人都说，赵瑜身上
有股拗劲儿，认准的事一定要干
到底。这让他在人生的十字路
口，每每做出常人难以理解的选
择。从甘肃永登到北京、西安，
最 后 落 脚 在 偏 僻 的 豆 村 农 场 ，

“倒 V 字”形的人生轨迹中，赵
瑜一路的选择都指向小麦育种。

“我始终忘不了恩师、全国著
名小麦育种专家蔡旭院士说的

‘搞育种离不开土地和农民’这句
话。”1959 年从北京农业大学（现
中国农业大学）毕业时，门门功课
优秀，又是带课教师看准的科研
尖子，赵瑜的选择让师生们惊讶：
谢绝留校，去陕西。他一心想去
武功（今杨凌）做小麦育种。当
时，陕西武功和江苏南京是我国
两大著名的农业科研“硅谷”，业
界有“南金陵北武功”之说。

起初，赵瑜被安排在陕西省
农业厅科教处工作。整天坐办公
室怎么搞育种研究？他暗暗着
急 ， 和 领 导 软 缠 硬 磨 了 10 个
月，如愿把自己“下放”到陕西
省武功农业学校，“我有个固执
的想法，不愿去当时的西北农学
院和陕西省农科院等大的育种单
位，就想去个条件较好的小单
位，用自己所学独立搞育种”。

当时学校不搞科研，他就结
合自己所教的“作物遗传育种”
课，利用教研组的一小片农作物
标本地和育种实验室简单的仪器
设备，从零起步搞起了小麦育
种。宿舍的床下、桌子上，纸箱
里装的、墙上挂的，不是种子袋
就是未脱粒的麦穗。

1965 年春，陕西省扶风县
豆村农场划归学校作教学试验用
地。赵瑜喜出望外，抢先带着学
生下到农场。

当时，农场除了几间破烂不
堪的土房和草棚，就是大片远离
村庄的黄土地，饮水都要用卡车
从几公里外的县城运。不少学生
叫苦连天，赵瑜却暗自高兴：这
片土地位于关中平原西部腹地，
地势平坦，土质良好，不仅能代
表关中地区的生态环境和农业生
产条件，在黄淮麦区同类生态地
区中也具代表性。站在春风复苏
的大地上，他仿佛看到一片片金
色麦浪滚滚而来，他认定，这里
就是自己寻找的育种“宝地”。

赵瑜把根深深扎在了这里。
即使后来农场二度变换归属，师
生们都回校了，他仍执拗地留下
来，8 年 3 次易地而居，克服种
种困难，始终坚守在这里，持续
育种试验研究。

1970 年，赵瑜培育的第一
个小麦品种“武农 132”因增产
显著，深受农民欢迎。这一年，
农场大面积种植了“武农 132”
原种，赵瑜看着绿油油的麦苗，
来年万顷良田麦浪涌动的丰收场
景似乎已跃然眼前。

这时，一个突如其来的消息
如冷水兜头泼来：农场划给了别的

单位。赵瑜急了：他选育的育种材
料都种在试验田，这季试验要是保
不住，10年心血将毁于一旦！

他多方奔走，请求呼吁。情
急处，堂堂汉子甚至落下泪来。
从麦苗返青跑到麦子拔节，事情
终于有了转机，有关部门同意
60 亩育种试验田由赵瑜收割，
其他小麦由对方收割。

那可是 1200 多亩原种啊，当
粮食吃了太可惜！赵瑜痛惜中又
感到庆幸，保住育种试验田就保
住了育种基础，保住了命根子！

农场移交了，其他师生都撤
回了学校。赵瑜孤身搬到附近一
户农家住下，依然每天赶到试验
田，照常进行观察记载和田间选
育等工作，午饭常常带些干粮和
开水在地头凑合一顿。临时住的
屋子没有电灯，晚上看书写材料
的习惯也中断了。坚守到当年夏
收后，为了不改变育种基地的生
态条件，赵瑜搬到 8 公里外的巨
良农场继续育种研究。

也许是他的坚持感动了上
天，3 年后，豆村农场又回到了
学校手中，赵瑜也重新回到了朝
思暮想的试验田。

上大学前赵瑜就已结婚，妻
子是从小订的“娃娃亲”。婚后多
年，因条件所限，赵瑜常年只身在

外学习工作，妻子在甘肃老家种地
养猪，照顾一家老小，一年到头也
见不了几面。直到 1976 年，组织
特批给他的妻儿办了“农转非”，一
家人这才团聚在豆村农场，结束了
20余年分居两地的生活。

1983 年，学校领导班子调
整。领导看中已在育种研究领域
取得一定成绩的赵瑜，多次动员
他回校担任领导职务，都被他婉
言谢绝：“能当领导的人很多，
少我一个不少，而育种研究一刻
也离不了我。”

醉心育种的赵瑜，十分重视
实践教学，经常把课堂搬到试验
田，一边讲授育种繁殖的各个知
识点，一边带着学生亲身实践，
任何一个环节都不马虎。他还引
导学生尽可能多学涉农领域相关
知识，既要当“专家”，又要当

“杂家”。在他的帮助下，不少学
生成长为当地种植业的行家里
手，毕业几十年依旧与他联系密
切，情谊深厚。

1996 年，因为实在割舍不
下即将出新品种的试验田，已到
退休年龄的赵瑜写信给省长，请
求能留下继续搞育种研究，被特
批获准。从那时起，他的小麦育
种事业进入厚积薄发的“黄金
期”：继“武农 132”“武农 99”

“武农 113”之后，先后育成推
广了“武农 148”“武农 986”两
个品种。近10年又突破性育成3
个优质高产品种。

“很多人笑我傻，其实我心
里明白得很。”追忆过往，满头
白发的赵瑜认真地说，“这辈子
我就一个想法，培育小麦良种，
造福国家和人民。如果没有那些
舍弃和坚持，我不会有现在的成
绩，这把年纪也不可能继续做自
己喜欢的事。”

十年一剑创奇迹

1971 年夏，在一列通往北京
的列车上，一个中年人引起周围
人的好奇：每隔一会儿，他就要看
看随身携带的一个长一米五、宽
二三十厘米的长木箱。令人意外
的是，箱子里装的并不是什么稀
罕物，而是几束完整的小麦植株。

这个中年人就是护送“武农
132”植株标本去北京参加农业部
展览的赵瑜。“武农132”是赵瑜历
经 9 年培育推出的第一个小麦品
种。该品种1969年通过陕西省认
定，抗旱、抗寒、抗病能力强，适应
性广，亩产 300 至 400 公斤，比当
地原有品种增产10%至30%。

（下转第三版）

麦田追梦人麦田追梦人麦田追梦人
———记扎根偏远农场—记扎根偏远农场5050余载的小麦育种专家赵瑜余载的小麦育种专家赵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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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长沙 7 月 2 日电 （记
者 陈文广 陈宇潇）“虽然错
过了毕业晚会，但是能够参加这
次防汛抗洪，尤其是今天还是党
的生日，我觉得特别有意义。”1
日上午，湖南桃江县依然下着雨，
马龙飞蹲在县城的大堤边吃着包
子。他衣服湿透、鞋上满是黄泥。

今年 22 岁的马龙飞是国防
科技大学指挥军官基础教育学院
的大四学生，再过几天他就要毕
业了。6 月 30 日晚本来是学校
既定的毕业晚会，他很期待。但
是晚会前，他和同学们一起接到
了立即出发，驰援桃江县防汛抗
洪的命令。

6 月 30 日 ， 由 于 连 续 降
雨，湖南四大河流之一的资江水
位全线暴涨，位于资江边的桃江
县防汛形势极为严峻，急需支

援。灾情就是命令，马龙飞等
200 名国防科技大学的师生迅速
整装出发、上堤抢险，一干就是
一个整晚。记者 1 日凌晨在桃江
县城的资江大堤上看到官兵们正
挥动着铁锹往编织袋里装沙子，
构建子堤。

国防科技大学抗洪抢险第一
梯队总指挥孙安敏大校介绍，经
过三个营轮番不间断的“车轮
战”，用了数万个沙袋，他们终
于构筑起来一道长约500米、高
过 1 米的子堤，并且经受住了 1
日早上一次洪峰的考验。

“现在洪峰还没有过完，如果有
需要的话，我们会一直坚守在这
里。”孙安敏站在堤上，身边走过的
官兵们正在雨中对子堤进行巡查。
记者了解到，这样的巡查每二十分
钟进行一次，遇有险情马上加固。

抗洪大堤上的“毕业考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