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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春走基层 新作为新变化

新品种助养殖户年年有﹃鱼﹄

一封饱含村民期盼的
“挽留信”
本报记者 蒋夫尔
一封饱含 161 名村民期盼的联
名信，日前引起了新疆工程学院师
生的广泛关注。这封联名信，是村
民写的“挽留信”，他们在信中请求
新疆工程学院的“访惠聚”工作队
队员继续留下来。
“工作队‘访民情、惠民生、聚
民心’，让我们村有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所有村民都感谢我们工作队的
老师，他们就是我们最亲的亲人。”
村民们在信中这样写道。这封凝聚
了新疆和田市吉亚乡阔塔孜买里村
全体村民浓浓情意的信，交到了和
田地委副书记、和田市委书记葛标
的手中。
阔 塔 孜 买 里 村 有 235 户 956
人，2017 年之前，贫困户有 127 户
624 人。村民观念落后，仅靠家里
的几亩地维持生活，又不愿意外出

务工，是和田市基层软弱涣散、重
2017 年，他被组织分配到和田
是没有顾上自己的家人。2017 年 5
点帮扶的一个村。2017 年，新疆工
市吉亚乡阔塔孜买里村驻村。村民
月夏木西丁的妻子哮喘病犯了住进
程学院驻村工作队入驻以后，立即
麦麦提明拆旧房子时，不慎从房顶
急救室，儿子考上大学，家里最需
组织村两委班子召开会议，理清发
上摔落下来，把腿摔断了，这让马
要他的时候，他都没能顾上回家。
展思路，规划了一年的整体工作。 上要盖房的麦麦提明忧心忡忡。夏 “村民们需要我，我不后悔。
”他说。
针对村民反映的就业难问题，工作队
木西丁得知后让麦麦提明放心，
在“挽留信”中，村民们用朴实
一方面利用媒体、宣传栏等各种平台 “有老大哥在，你家 盖房子的事情
的语言讲述了新疆工程学院驻和田
在村民中广泛宣传外出务工政策，另
就交给我了，我一定帮忙”。夏木
市吉亚乡阔塔孜买里村“访惠聚”工
一方面组织村民开展国家通用语言
西丁为了兑现承诺，每天干完工
作队的工作，
“铺路、修桥、装路灯，搞
文字和技能培训。截至目前，已组织
作，就来到麦麦提明家帮忙盖房
培训、安置就业……工作队在村里开
65 人到疆内、市内务工。
子，就这样麦麦提明的安居富民房
展各项民生工程建设，让村里的面
2015 年 1 月，新疆工程学院干
如期竣工。
貌焕然一新。年轻人都有了工作、
部夏木西丁积极响应自治区党委万
“‘访惠聚’工作队白天黑夜
干净的柏油马路延伸到村民家门
名干部下基层参加“访惠聚”的号
地为我们操心，就像我们的亲人一
口，天一黑路灯就亮起，这些在以前
召，主动报名下村开展帮扶。夏木
样，有什么困难都立刻帮我们解
是想都不敢想的……”
。
西丁来到和田市吉亚乡艾德莱斯
决，为我们村做的事真的数不完，
夏木西丁说：“我驻村 3 年，最
村，他用真心换真情，村民有求他
感谢党和政府，感谢‘访惠聚’工
大的收获就是村民的心，这也是我
必应，受到欢迎。第二年他又主动
作队。
”麦麦提明感动地说。
最欣慰的。2018 年我还会再申请驻
申请留任，这一留就是 3 年。
心系村民的夏木西丁最愧疚的
村，带领村民一起脱贫致富。
”

为了梦想坚守校园
本报记者 孙军 通讯员 杨安 唐铭爽
春节前，大部分学生返乡休假， “加分技能”，成为许多学生留校的
与家人团圆，往日热闹的校园也逐渐
不二选择。“这也是为自己以后的学
冷清下来。然而总有那样一群人，为
业 努 力 。” 在 校 学 习 德 语 课 程 的
坚守梦想仍在校园里奔波忙碌。近
2016 级学生王钰霖说。
日，记者走进坐落在青岛西海岸新区
2015 级音乐专业宫铭川为了得
的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看到了留校
到第五届国际音乐讲堂弦乐大师班
师生在寒假期间，不断挑战和充实自 “通行证”，放假后整天泡在琴房练
己，呈现不一样的精彩。
琴备赛，“想着能接受到大师的指
期末考试结束后，大部分学生
导，练琴也充满动力”
。
都回家了，2016 级财务专业学生许
这个假期，为了比赛留校“充
照慧却为提升英语水平，迅速投入
电”的学生还有很多。文学院刘
雅思的学习。掌握一门语言作为
莉、机电工程学院王佳丽、计算机

与通信工程学院张浩宇即将参加美
国大学生数学建模大赛，参加国际性
比赛对他们来说是个挑战，
“ 每天要
学习数学、编程、英语写作，近来的寒
冷天气有时会让我想家，但我们相互
鼓励，相信会取得满意的成绩。”刘莉
说。现在他们已经把洗漱用品搬到
自习室，
做着最后的冲刺。
做实验、测数据、写报告……
一整天埋头在实验室——2 月 4 日是
立春，储运与建筑工程学院 2015 级
本科生张颜龙和他的团队仍然奋斗

在学校。“平时大家课都很多，寒假
正好都可以集中精力来做。”张颜龙
很珍惜这段时间，“这个项目已经进
行到第二年了，我们为此付出了很
多，虽然一整天下来很累，但也有
很大收获。
”
“ 我 今 年 带 了 5 个 比 赛 项 目 。”
石油工业训练中心讲师马少华正在
带领他的学生攻克一个个技术难
关，为比赛做好准备。此外，马少
华还要为下学期的必修课和选修课
做准备，“每年都是腊月二十五前后
回家，都习惯了”
。
同样在学校忙碌的，还有土木
工程系主任张玉。从早上 9 点到晚
上 11 点，做实验、与研究生讨论课
题 …… 张 玉 一 刻 都 没 有 闲 下 来 。
“好几个项目就要结题了，所以这
一年非常关键，寒假也是为接下来
的工作打好基础。”张玉说。

①
①日前，甘肃省金塔县
古城幼儿园小朋友在教师辅
导下手工制作灯笼，喜迎新
春佳节。
本报记者 张学军 摄
②2 月 10 日，一名小男
孩陪家长在青岛一家商场挑
选“福”字。
新华社记者 李紫恒 摄

②

③2 月 11 日，人们在山
东省青州市南阳河公园欣赏
红灯笼。
新华社发 （王继林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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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将至，
淡水鱼销售进
入旺季。这些
天，到浙江湖州
湖旺水产种业
有限公司来咨
询鱼苗的养殖
户络绎不绝，其
中不乏湖北、安
徽等省的外地
客户。
记者来到
该公司的养殖
基地，看到几个
温室大棚。公
司负责人费志
平介绍说，这些
育种室主要用
于培育鲈鱼和
本报记者
黄颡鱼的新品
种。
“湖州是中
国重要的淡水
鱼养殖基地之
蒋亦丰
一，过去以四大
家鱼为主。但
近些年市场竞
争激烈，养殖户
不大好赚钱了，
迫 切 需 要 转
型。”
费志平说。
在这个节
骨眼儿上，湖州
师范学院生命
科学学院博士
采克俊提出了
建议，现在鲈鱼
和黄颡鱼在本
地种质资源退
化，可以考虑引
进新品种，带动
当地养殖户开
拓新产品。
费志平接
受了采克俊的
建议和技术指
导，第一批鲈鱼新品种“优鲈 1 号”，
共 8400 斤，很快引进到养殖基地。眼
瞅着要来个开门红，可鱼儿迟迟不产
卵，把费志平急坏了。采克俊实地考察
后，建议把每亩放养数从 800 斤减到
300 斤。这招果然灵验，第二天鱼就开
始产卵。“多亏了采克俊博士，那段时
间他三天两头往我这边跑，帮我解决了
不少技术难题。
”费志平说。
采克俊向记者介绍了他的团队给费
志平定制的几项新技术。为了填补鲈鱼
的市场空窗期，他们利用“早繁”技
术，成功让鱼苗提前一个月上市。为了
更加适应浙江本地环境，他们利用当地
水库挑选鲈鱼种鱼进行选育，新品种将
在不久后全面上市。此外，他们还规模
化繁育了黄颡鱼新品种全雄黄颡鱼和杂
交黄颡鱼。
前前后后，公司投入了近千万元。
现在，到了收获的季节，公司实现总营
销额 4000 多万元。拿到新品种的养殖
户也尝到了甜头，按照现在的市场价
格，养殖利润非常丰厚。
“水产市场的核心竞争力是品种，所
以我们专业的着力点就在帮助养殖户选
好养好水产品，赚到有科技含量的钱。”
湖州师范学院副校长、浙江淡水养殖重
点科技创新团队带头人叶金云说。
记者从湖州师范学院了解到，不久
前，学院与湖州市政府、中国科学院水
生生物研究所三方合作共建“湖州水生
生物养护与开发创新中心”和“南太湖
水生生物生态与环境野外观测研究
站”。作为浙江目前唯一的针对淡水养
殖的本科水产养殖专业，目前已经开发
出“优质罗氏沼虾种苗”“养殖排放污
水控制和净化技术”“青鱼营养饲料”
等自主知识产权，把专业建在了地方特
色经济的产业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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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易鑫 黄鹏
举） 近日，教育部马克思主义理
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修订
工作推进会在京举行。教育部党
组书记、
部长陈宝生出席会议并讲
话。他强调，
马工程重点教材建设
是一项基础工程、铸魂工程、追梦
工程、政治工程。当前，
最重要的
任务就是推进党的十九大精神
“三
进”
工作，
真正把习近平新时代中
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教材。
陈宝生指出，全面修订 96 种
教育部马工程重点教材，要把握
好五个方面。一是作为政治任务
来办。要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解决好立场观点方法问题,完整、
准确、科学地体现党的理论创新
最新成果。二是按照教材规律来
办。既要遵循教材编写的一般规
律，又要遵循马工程重点教材建
设的特殊规律，突出马克思主义
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三
是依据修订规范来办。要认真研
究党的理论创新成果与各学科专
业理论知识的融合方式，既不能
做“披萨饼”，也不能做“三明治”
“肉夹馍”
，
要做成
“佛跳墙”
“大烩
菜”
，
真正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融入教材之中。
四是树立使命意识来办。要把修
订好教材作为党长期执政和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基础性工作来
抓，牢记使命意识，强化责任担
当。五是顺应时代特征来办。要
着眼新时代的新特征，体现党的
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事业发展
的最新成就和学科发展的最新进
展，
做好创造性转化，
让学生喜闻
乐见，
真正做到
“笑谈真理”
。
陈宝生强调，马工程重点教
材建设是为民族立魂、为人民立
命、为万世树绝学、为国家开太平
的大事，
要以高度的使命感、责任
感做好教材的编写、修订工作，
为
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
人作出更大贡献。
会议由教育部党组成员、副
部长朱之文主持，
党组成员、部长
助理、教材局局长郑富芝介绍了
教材修订工作方案，国务院发展
研究中心副主任王一鸣、国家教
材委委员顾海良、国家教育咨询
委员会秘书长张力就深入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推进教育现
代化，做好马工程重点教材修订
工作等作了专题辅导报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