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要闻主编：易鑫 编辑：欧媚 设计：吴岩 校对：刘梦 ·
2018年4月16日 星期一

03·

新时代奋斗者

英雄烈士谱英雄烈士谱
为了民族复兴为了民族复兴

在福州市区南郊的闽侯县
祥谦镇，一座庄严肃穆的烈士
陵园背倚青山，面朝一江碧
水。苍松翠柏环绕间，陵园大
门处矗立着一座花岗岩石雕砌
成的塑像：一个青年工人站得
笔直，泰然自若，双手抱于胸
前，目光坚毅地望着前方。

他，就是工人运动的先驱
林祥谦烈士。95 年前，在中
国共产党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
动最高潮——京汉铁路工人大
罢工中，林祥谦血洒大地，英
勇就义。

拾级而上，庄严肃穆的林
祥谦烈士纪念堂出现在眼前。
一件件珍贵的历史照片、烈士
遗物和历史文字资料，把参观
者带回了那个血雨腥风的年
代。

1892 年，林祥谦出生在
闽侯的一个贫农家庭。1906
年，年仅 14 岁的林祥谦进入
马尾造船厂，成为一名学徒。
他聪明好学，很快掌握了钳工

的技术。1912 年，林祥谦进
入京汉铁路江岸机车车辆厂当
钳工，1913 年转到工务修配
厂当铁路工人。当时，京汉铁
路是连接华北和华中的交通命
脉，有重要的经济、政治和军
事意义，铁路运营收入是军阀
吴佩孚军饷的主要来源之一。

1921 年中国共产党诞生
后，在工人中进行广泛而通俗
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宣传教育。
在这段时间里，林祥谦逐步接
触到进步思想，受到很大的启
发和教育，开始走上革命道
路。不久，他担任京汉铁路江
岸 工 人 俱 乐 部 干 部 ， 并 于
1922 年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
产党，被推选为京汉铁路总工
会江汉分会委员长，领导铁路
工人与帝国主义、封建军阀进
行坚决斗争。

1923 年 1 月，党领导下
的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决定
在郑州召开成立大会。当天，
参加会议的工人代表不顾生

死，冲破反动军警的重重包
围，高呼“京汉铁路总工会万
岁”“劳动阶级胜利万岁”等
口号，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成
立，并决定自 2 月 4 日起举行
全路总罢工。

2 月 4 日，京汉铁路 2 万
多工人举行大罢工，1200 公
里的铁路顿时瘫痪，总工会
对外发表宣言，并提出了维
护工人权益的五项条件。大
罢工引起了帝国主义和反动
军阀的恐慌。在帝国主义的支
持下，吴佩孚调集两万多军警
在京汉铁路沿线残酷镇压罢工
工 人 ， 制 造 了 震 惊 中 外 的

“二七惨案”。
2 月 7 日，林祥谦不幸被

反动军阀、湖北省督军府参谋
长张厚生逮捕，捆绑在江岸车
站的电线杆上。军阀用刀砍向
林祥谦，逼他下令复工。在屠
刀面前，林祥谦坚贞不屈、视
死如归，断然拒绝复工，献出
了年仅31岁的生命。

“我们还小的时候，就听奶
奶一遍遍地说起，在那个雪花纷
飞的寒夜，刽子手的屠刀一刀刀
地向爷爷身上砍去。爷爷拼尽全
力高喊‘头可断，血可流，工不
可复’，为革命献出了宝贵的生
命。”林祥谦的大孙子林耀武告
诉记者，“在我眼里，爷爷是一
个有信仰的人。他是一名共产党
员，他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
国。为了实现这个梦想，需要革
命先行者为之抛头颅、洒热血。
就算他看不到梦想实现的那天，
他也要用鲜血唤醒更多的人民，
所以爷爷视死如归。”

1928 年，党组织派人帮助
林祥谦烈士的妻子陈桂贞运送烈
士棺木回到家乡，草草掩埋在闽
侯县枕峰山下。

新中国成立后，为了纪念林
祥谦烈士的丰功伟绩，党和政府
决定在烈士的家乡枕峰山西麓建
造陵园。1963 年初，陵园完工
并对外开放。

站在覆鼎形的烈士墓前，花
岗石砌筑的照壁式墓碑上镌刻着
郭沫若手书“二七烈士林祥谦之
墓”。微风呜咽，英雄沉睡在壮
阔山河之中。清明节已过，依然
不时有群众前来祭扫烈士墓，敬
献上洁白的雏菊。

“ 有 信 仰 ， 有 正 气 ， 有 纪
律 ， 克 随 性 ， 有 爱 心 ， 乐 助
人。”如今，林祥谦烈士的后人
将他的精神浓缩成这样一则家
训，并一代代传下去，教育子
女，影响他人。

“每一个时代的人，都要有
自己坚定的信仰。爷爷在那个年
代，为了信仰选择了英勇就义；
生于和平年代的我们，更要弘扬
正气、为祖国建设添砖加瓦，让
烈士的鲜血不白流，让烈士的精
神永远传递下去。”林耀武说。

新华社福州4月15日电

工人运动先驱——林祥谦
新华社记者 陈弘毅

十年磨一剑。对科研的执
着追求让东北林业大学教授邹
莉成果丰硕，她是成功“驯化”
暴马丁香桑黄菌的世界第一
人；多项食用菌栽培技术革新
与发明专利达到了国际先进、
国内领先水平；独创的木耳优
质高产新技术每年能为黑龙江
省黑木耳产业增收2亿元⋯⋯

面对荣誉、面对金钱，邹
莉平静而淡然，始终把教书育
人作为自己的天职，在学生

“邹妈妈”的称呼中感受着为
人师者的幸福与满足。

“学这个专业将来
一定大有用武之地”

邹莉对森林的热爱是与生
俱来的。儿时，跟着身为森林
采运专家的父亲去林区科考是
她最开心的事情。白桦的树皮
为什么是白色的？核桃楸上掉
下的核桃为什么跟平时吃的不
一样？⋯⋯邹莉对林场充满了
好奇，“林场于我，就像现在
孩子眼里的迪士尼乐园，载满
了童年的欢乐 ”。邹莉爱思

考、爱琢磨，更爱挎着小竹筐到
林场采蘑菇。

“长在活力木上的蘑菇其实
是一种菌灾，对树木生长是有害
的。”父亲无意中的一句话让邹
莉陷入了苦闷：美丽的林木和美
味的蘑菇竟然是一对矛盾体！

伴随着对森林诸多的喜爱与
好奇，邹莉迎来了高考。数学成
绩全区第一，综合成绩全省前
列，清华大学招生人员希望她报
考该校数学系。

知女莫若父。在别人的惋惜
声中邹莉最终报考了山东大学微
生物工程专业。“这个决定是父
亲替我做的，他说学这个专业将
来一定大有用武之地。”

本科毕业后的邹莉回到东北
林业大学的前身、东北林学院任
教，开始从事森林保护研究工
作。年幼时对林木与蘑菇的困惑
和所学的微生物专业挂了钩，邹
莉越学越有兴趣，“专业对口”
让她在喜爱中确立了食用菌研究
的科研方向，并为此倾其半生。

“研究食用菌不但能通过生
物分子学的理论研究，探明菌害
的分子阻断机制，减少活立木上
的病害，而且能发挥食用菌自身
的有效价值，做到物尽其用，有益
于区域经济发展。”在学习研究
中，邹莉进一步理解了父亲“大有

用武之地”那句话的深意，用实际
行动守护与传承了两代人对林木
科学利用与保护的职责。

“只要农民用技术脱
了贫致了富，我就没白
研究”

教授、博导，主持或参加国
家“973”前期研究专项、国家
自然基金项目、省部级项目近
20 项，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二
等奖 3 项，三等奖 1 项，主编或
参编学术著作、教材 5 部，公开
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授权专
利 8 项⋯⋯邹莉并不在意别人眼
里自己的“光辉形象”。

于邹莉而言，研究成果的意
义更在于能为百姓带来实惠，能
为社会发展创造效益。“我的研
究并不高大上，都是实实在在能
用得上、能解决实际问题的，只
要农民用我的技术脱了贫致了
富 ， 我 就 没 白 研 究 ， 就 知 足
了。”邹莉团队的发明专利生产
转化率达到了 90%以上，仅木
耳优质高产新技术一项每年就能
为黑龙江木耳产业增收2亿元。

黑龙江和吉林绝大多数地栽
木耳农户的几十亿个菌袋也都靠
着这项技术。有人问邹莉为什么
不向他们征收专利使用费，邹莉

只是笑着说：“我是高校老师，怎
么能在农民身上做文章呢？只要
农民腰包鼓了，我就觉得这项技
术有价值，我没有白研究。”

邹莉“木耳专家”的称号口
口相传，许多农户写信咨询、登
门请教。现在邹莉通过微信与农
户们联系，上午 9 点之后是固定
的“出诊”时间。至今邹莉仍保
持着每年 3 月至 12 月下乡到农
户家里无偿指导的习惯。她说：

“只有实地了解木耳栽培的具体
问题，才能‘对症下药’。有时
候，我们几句话就能解决农户的
大难题，这种科研的成就感和价
值感是什么都无可替代的。”

“无论创造多大的经
济价值，我的天职就是
教书育人”

随着木材采伐量大幅缩减，
木耳栽培原料、阔叶树木屑严重
短缺且成本上升成了农户们新的
问题。邹莉随即创立了以颗粒状
木屑为替代原料的仿野生地栽木
耳新技术，采用森林抚育采伐下
来的枝桠材作为食用菌栽培原
料，不仅降低了生产成本，还保
护了自然生态。

有些农户向邹莉反映，长完
木耳的菌袋顶部部分还有营养，

扔掉太可惜。邹莉就发明了黑木
耳袋顶出耳新技术，每个菌袋袋
顶能产出木耳 10 克，直接收益
0.6 元；看到农村地区随地丢弃
用完的菌袋菌糠，环境污染严
重，邹莉研究了木耳菌糠再利用
新方法，既降低了生产成本又减
少了环境污染；原来一亩地摆
8000 个菌袋，邹莉发明了“串
糖葫芦法”把菌袋串起来，现在
一亩地放4万个菌袋⋯⋯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邹
莉带领团队下乡举办培训班，无
偿传授食用菌栽培技术，累计培
训 5000 人 次 ， 这 些 受 训 后 的

“邹莉式”专家在龙江大地上指
导普通农户，传播邹莉的食用菌
生产技术，实现农户们的财富梦
想。

“无论创造多大的经济价值，
我的天职就是教书育人。”在众多
荣誉面前，邹莉最看重的是连续三
年获得的学校教学优秀奖二等
奖。她说，这是学生给教师打分评
比出来的，是学生对她付出的认
可，最能体现她作为教师的价值。

“教师的能力有大小，学问
有高下，但是在教书育人这件事
上 是 没 有 差 别 的 ， 必 须 拿 出
100%的责任心教育学生、关爱
学生。”作为师者，课堂上的邹莉
做到了传道、授业、解惑。

面对荣誉和金钱，东北林业大学食用菌专家邹莉平静而淡然——

“只要农民腰包鼓了，我就没白研究”
黄鹏 通讯员 孟姝轶 本报记者 曹曦

本 报 上 海 4 月 15 日 讯
（记者 董少校） 通过手机微
信登录专用答题系统，就能完
成国家安全知识竞赛模拟练习
和正式答题。上海市中学生国
家安全知识网络竞赛今天启
动，引导学生了解国家安全知
识，增强国家安全观念。

此次竞赛围绕总体国家安
全观，提供 300 个知识学习
点，实现知识育人。学生在网
上进行模拟练习，然后在 10
分 钟 内 完 成 50 题 的 正 式 答
题。从 4 月上旬开始，上海面
向中学生开展以“我的祖国，
我的安全”为主题的第三届全
民国家安全教育日系列宣教活
动。除了网络知识竞赛，还举
办杨浦区国防教育入营仪式、
开展国家安全课程教学、主题
吟诵和微情景剧表演等活动，
做到知识育人、仪式育人、课
程育人、文化育人。

面向大学生的主题教育活
动也别具特色。今天，第一届
上海市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
主题微影视作品征集展示活动
在华东理工大学启动，学生以
微电影、微视频、微动画、微公
益广告为载体，表达对国家安
全的理解。该活动旨在引导学
生在参与过程中形成自觉，把
思想引领融入青年成长。

上海开展国家安全
知识网络竞赛

／部／委／新／闻／ ■

本报讯 （记者 万玉凤） 4
月 14 日，教育部科技委在北京
举行“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科
技前沿与战略圆桌会议,分析并
研判人工智能的发展以及对未来
教育的影响。教育部党组成员、
副部长杜占元出席会议并讲话。

杜占元指出，党的十八大以
来，我国教育信息化工作取得突
破性进展，以“三通两平台”为
标志的各项指标普遍实现翻倍增
长，信息化应用广泛普及，应用
水平大幅提升，取得了超预期的
成效。人工智能技术是当今世界
各国竞争的焦点,它既是工业革
命的延伸,更是新的革命起点。
在推进人工智能发展中要注重学
科群的构建,要兼顾专业应用与
集成应用的关系、通用应用与个
性化应用的关系,要加强智能安
全的研究。

杜占元强调，人工智能技术
的发展将会对现代教育产生重要
而深刻的影响,一是对教师职业
的影响,二是对学习方式、教育
模式的影响,三是对学生学习能
力的影响。教育部高度重视人工
智能科技工作和对教育影响研
究,近期发布的 《高等学校人工
智能创新行动计划》 将引导高校
不断提升人工智能领域科技创
新、人才培养和服务国家需求能
力，为我国人工智能发展提供战
略支撑。

中国工程院原常务副院长潘
云鹤院士、教育部科技委主任赵
沁平院士等专家作了专题报告。
有关战略规划、人工智能和教育
领域高层专家，教育部科技委委
员，教育部相关司局和直属事业
单位负责人，教育部科技委战略
研究基地负责人等参加了会议。

科技前沿与战略圆桌会议
聚焦人工智能与未来教育

上课看小说，下课打游戏，就
业后频繁跳槽⋯⋯曾几何时，苏
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汽
车系主任谢永东也为学生不爱学
习，毕业后发展后劲不足而发愁。

“学生对专业不了解，学习兴
趣不浓，学习动力自然不足，发展
也不会有后劲。”谢永东不断反
思，该怎样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

“核心就在于素质素养。”谢
永东认为，如果学生没有良好素
质素养，也不会有长远职业理
想。职业教育必须发挥自身专业
优势，结合学生兴趣去建设专业
文化体系，发掘专业文化的育人
功能，不断培养学生的职业兴趣。

有了思路，那如何建设专业
文化？“借鉴 CIS （企业识别系
统），从三个方面入手打造汽车
专业文化育人氛围，一是厂容、
厂貌等物质层面的硬文化；二是
管理体制、规章制度等制度文
化；三是价值观念、群体意识等
精神文化。”谢永东说。在物质
层面的硬文化方面，汽车系参照
企业环境建实训基地，在校区内
建立了专门的汽车文化主题广
场；在制度文化方面，汽车系在
实训教学中全面导入企业 5S 管
理模式；在价值观念、群体意识

等精神文化方面，确立了“培养
汽车医生”的专业定位。

有了专业文化体系，怎样让
学生爱上自己的专业？

“结合学生兴趣和专业特点
建立社团，让他们在社团活动中
边玩边学，初步体验到知识和技
能的价值。”谢永东介绍，从
2013 年起，汽车系帮助学生组
建两个赛车社团，让学生独立设
计、自主制造赛车，并驾驶自己
制作的赛车参加全国比赛，培养
学生工程实践能力。

“刚开始学生很不自信，怀
疑自己能力，总感觉职业院校的
学生比不过大学生。”谢永东
说，赛车社团第一次参加全国比
赛，在技术上的确有很大差距，
但车的外观是最漂亮的，好多大
学生向他们请教涂装和钣金问
题。在这个过程中学生的技术在
不停进步，慢慢地也积累了自
信，2016 年和 2017 年连续两年
获得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
职业院校组冠军。

学校氛围也逐渐发生了变
化。“现在学生忙着查资料、画
图、做软件、做赛车、做公众
号。”在谢永东看来，这一切都
是专业文化育人的结果。

苏州建设交通高等职业技术学校汽车系发掘专
业文化育人功能，培养学生职业兴趣——

让学生爱上自己的专业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广西即将迎来壮族传统节日“三月三”。4 月 12 日，广西南宁市东葛路小学开展“三月
三”活动暨民族文化传承教育实践活动，让学生在课堂上体验学习壮族文化。当天，学生们
戴着自己手工制作的壮乡头饰参加歌圩赛歌活动，举行壮乡板鞋比赛，庆祝壮族传统节日

“三月三”。 本报记者 周仕敏 通讯员 黄意晴 何运斌 摄/文
庆祝“三月三”

本报上海 4 月 15 日讯 （记
者 董少校）《青少年运动技能
等级标准》 今天在上海体育学院
发布，确立“4 等 12 级”制的
基本等级体系，涵盖乒乓球、足
球、篮球、排球、羽毛球、网
球、高尔夫球、田径、体操、游
泳和武术等11个项目。

各项目 《标准》 的 4 等 12
级制中，1—3 级为入门级，4—
6 级为提高级，7—9 级为专业
级 ， 10—12 级 为 精 英 级 。 其
中，9 级相当于 1 级运动员水
平。目前，所有项目 《标准》 仅
对 1—9 级测试方法进行规定，
预留 10—12 级与高水平运动员
等级相衔接。另外，从 4 级开始
被试者须有一定的参赛经历。

各项目 《标准》 对测试场

地、器材、测试者等明确统一要
求，尽可能采用智能化测试手
段，保证不同批次间的一致性。
测试内容与方法均配有视频，便
于使用者了解掌握。

目前，上海市大学生体育协
会、市中学生体育协会已将 《标
准》 向市质量技术监督局申请为
团体标准，并开展相关培训及测
试等工作。《标准》 相关报名系
统也正在研究测试中，正式运行
后，广大青少年学生可以通过登
录网址或手机 APP 等方式进行
测试报名及信息查询等操作。上
海市教委相关负责人表示，《标
准》 的实施将有利于青少年学生
自觉参加体育锻炼，促进掌握和
提高运动技能，实现身心全面健
康发展。

《青少年运动技能等级标准》发布
确立“4等12级”制 涵盖11个项目

本报讯 （记者 余闯 李小
伟） 4 月 13 日，由教育部体育
卫生与艺术教育司主办，中国大
学生体育协会协办，中国人民大
学体育部、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奥
运研究中心承办的“推进冰雪运
动进校园”专题研讨会在中国人
民大学召开。

会上，北京、河北、辽宁等
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相关人员，就
本地冰雪运动进校园开展情况、
当前需要破解的难题，以及 2018
年至 2022 年冰雪运动进校园工
作规划与构想作了交流。来自清
华大学、东北师范大学、齐齐哈
尔民族中学等学校的与会代表，

围绕建设冰雪项目高水平运动队
介绍了各自开展冰雪运动的主要
做法、现存问题和相关建议。

会议提出，推进冰雪运动进
校园要同时布局普及和提高，同
步推动中小学冰雪运动特色学校
建设和高校高水平冰雪运动队建
设，尽快制定特色学校标准、扶
持政策和高水平运动队建设规
划。要加大试点推进力度，因地
制宜、创造条件推进冰雪运动进
校园。要形成冰雪运动进校园教
学、训练、竞赛和保障体系，与
冰雪体育产业、国家冰雪运动发
展规划有机结合，创新体制机制
广泛吸纳和融合社会资源。

推进冰雪运动进校园研讨会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