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有一个目标，现在还没实现。我希
望通过 3 年时间， 早稻亩产突破 700 公
斤，晚稻亩产突破 800 公斤，中稻亩产向
1200公斤进军，双季稻亩产向 1500公斤
冲刺。 这个目标达到后，湖南省四分之一
的稻田种上超级稻，就可产出全省粮食年
总产量的一半。 ”5月 18日，在长沙隆平
高科技园举行的“岳麓山种业创新中心”
揭牌仪式上，“90后”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
隆平首次讲述了自己的“新三年规划”。

去年 1 月， 湖南省政府与中信集团
签署共建种业中心战略合作协议， 拟围
绕种业创新重大问题， 聚焦现有成果转
化、核心技术攻关及重大基础研究，最终
提高种业自主创新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此后， 湖南投资 2 亿元建设了种业
中心实体化运作平台， 并启动探索股权
激励等体制机制创新和关键共性技术研
究中心、专业研究中心的建设。

湖南省科技厅厅长童旭东介绍，中

心拟设置运营管理、 技术研发和成果孵
化三大核心功能板块。 其中，专业研究中
心承担种业中心技术创新的功能， 将结
合湖南省农业特色优势， 聚焦水稻、油
菜、蔬菜、畜禽、水产、茶树、林果花草、中
药材等领域。 首期建设拟启动分子育种
技术和生物育种智能大数据这 2 个共性
技术研究中心和水稻等 8 个领域育种攻
关的专业研究中心，即所谓“2+8”建设。
二期则计划启动生物安全检测、 基因工

程等关键共性技术及其他物种领域关键
技术研究。

据悉， 种业中心将着力建成我国种
业关键共性技术中心、 国家种业安全战
略发展中心和国际种业技术交流合作中
心。 未来 5年内，他们力争创制出 100个
以上具有重大应用价值的新基因、 新材
料、新品系、新品种，实现种业产值超过
500 亿元，并孵化一批核心企业，实现在
科创板上市。 （俞慧友 刘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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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终于返回熟悉的校园了，最近还适
应吗？功课有没有努力追赶……”返校复
课后， 任教于武冈市第二中学的王正阳
老师第一次拨通了小蒋同学家中的电
话。 这个曾因家境贫寒而几度濒临辍学
的孩子， 幸得王正阳老师多年来不离不
弃的帮扶，学习才渐入佳境。

小蒋同学是王正阳老师在邵阳市双
清区新中小学任教期间对口帮扶的贫困
生，该生的父亲早年因病逝世，母亲随后
改嫁， 剩下孤苦伶仃的孩子与其 60多岁
的奶奶相依为命，“脱了缰”的小蒋同学在
遇见王正阳老师之前经常旷课，成绩在班

里倒数第一，是任课老师公认的“刺头”。
王正阳老师很执着， 从不认为小蒋

同学是位难教好的学生。 担任小蒋同学
的班主任后， 王正阳老师主动要求与她
对口帮扶， 课上课下都保持着对她的关
注，知道孩子偏科严重、无心学习，王正
阳老师便在每天放学后对她进行单独辅
导，由浅入深讲解习题，还每周到小蒋同
学家做一次家访，主动为她垫付生活费，
并发动学校教师为她捐助。

对口帮扶， 让全校师生都看到了后
进生的巨大转变。2018年，小蒋同学被评
为学校三好学生，2019年 1 月，还被评为
双清区新时代好少年，以强势“逆袭”的
姿态进入初中阶段的学习。 此时，她的良
师益友王正阳老师也调到武冈市第二中
学，开启了新的教坛之旅。

疫情期间， 与小蒋同学已有一个学
期未见面联系的王正阳老师记挂着这个
处在上升期的孩子。 他多次电话联系了

解该生近况， 得知小蒋同学因家中买不
起智能手机而无法跟班进行线上学习，
产生厌学情绪，准备辍学打工。王正阳老
师随即组织原班级的搭班教师， 一同来
到该生家中探望，了解学生的实际困难，
并资助了她一台智能手机， 鼓励她咬牙
坚持学习， 努力考上大学后报答奶奶的
养育之恩。

以德感人，为人师表。 在王正阳老师
的鼓舞下， 小蒋同学开学后的第一次考
试名列班级第二，年级第五。对贫困学生
的帮扶， 正是王正阳老师对教师职业的
坚守，更是对“师德”二字的最好体现。

一场暖心帮扶下的后进生“逆袭”
通讯员 江凡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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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4 日， 全省“5G+工业互联
网”现场推进会在长沙经开区举行。三
一集团、山河智能、树根互联等长沙经
开区一批“5G+工业互联网”应用企业及服务
商展示了企业基于 5G 技术做的创新应用。

欧亚琦 摄影报道

“科技能为吐鲁番带来什么？ ”
抱着这个问题，2017 年 2 月，湖南省科

技厅国际与区域合作处副处长李红胜踏上
了援疆的征途。

跨越 3000 多公里，1000 多个日夜，他
交上了一份属于他的答卷。

谋创新
初入吐鲁番, 在走访了一区两县 30 余

家科技型企业和科技创新实体后， 李红胜
决定打造一批科技援疆示范项目和基地，
扩大湖南科技援疆影响。

葡萄， 是新疆地区久负盛名的优质水
果，如何将葡萄产业发展壮大，李红胜选择
从两方面发力。

一方面支持“吐鲁番葡萄干加工基地
建设”项目，另一方面实施“吐鲁番葡萄、哈
密瓜远程科技服务平台建设”项目，开发远
程协作平台湘疆科技手机农事 APP， 搭建
了农业智能化信息管理和服务系统。

如今，走进新疆农科院吐鲁番农科所，

最吸引人的便是“吐鲁番葡萄、哈密瓜远程
服务平台”，在巨大的电子屏幕上可以看到
吐鲁番市一区两县 19 个葡萄、哈密瓜种植
基地的实时画面。

促发展
科技如何助力经济发展， 李红胜把目

光聚焦在了吐鲁番“热经济”。
在李红胜的推动下，“新疆工业产品环

境适应性重点实验室” 在自治区科技厅立
项，“哈密瓜现代冷链物流体系建设与示
范” 项目开启，“铸铁散热器静压生产线研
究与应用示范”项目还新增吸纳附近 70 多
名贫困户农民就业。

有了项目，要更好的发展，需要培养出
专业人才。 科技特派员，开始出现在吐鲁番
的田间地头，围绕全市 18 个贫困村开展精
准扶贫创新创业“三个一”行动。

结合产业发展需求， 李红胜以湘疆科
创基地建设为载体， 帮助企业孵化和开展
“双创”培训，首次以夜校形式开设“技能

班”“亲情班”等，完成培训 20 余场次，培训
2000余人次。

稳民心
回忆起第一次住到吐鲁番吾甫尔·尼依

木家中的情况，李红胜觉得就在眼前。
“入住中，常听到老乡们喊我为‘卡德

尔’‘巴郎子’‘儿子娃娃’等。他们开玩笑说，
‘卡德尔’来家里后，看他能不能和他们相
处，要看他能否同他们一样，坐在炕头上，唠
着家常话。 ”

没想到这个从湖南来的“卡德尔”，没有
任何“讲究”，坐上了炕，唠起了家常，还说起
了老家的故事。 进疆后，李红胜与当地不少
家庭结为民族亲戚。

“他们都是我的家人。 ”3 年里，李红胜
定期去看望他们，了解他们的学习、工作和
生活情况，与全家成员同吃、同住、同学习、
同劳动、同娱乐，摸清家庭情况和思想动态，
帮助解决思想疑虑和困难问题，彼此加深了
民族感情。 （何青 蒋楠 陈加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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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12 至 15 日，
省科技厅政策与体系
处负责人带队深入怀
化市各县区和高校，
就 2020 年全国科技
活动周“科技列车怀
化行”活动选址、内容
等开展前期调研，宣
告正式启动“科技列
车怀化行”活动。

“科技列车行”活
动是自 2004 年 5 月
在全国科技活动周期
间， 国家为加强革命
老区、 少数民族地区
和边远贫困地区的科
普力度， 每年选择一
个省市组织开展的科
普活动。 省委省政府
高度重视、极力举荐，
科技部于 5 月 13 日
正式批复我省怀化市

在 9月举办 2020 年全国科技
活动周“科技列车怀化行”活
动。

在调研结束后的座谈中，
厅政策与体系处负责人指出，
“科技列车行” 是全国科技活
动周的重要内容，目前已成为
科技惠民与服务基层的一项
品牌活动。怀化市委市政府要
高度重视，统筹协调，成立专
班，尽快拿出具体可行活动方
案，通过“科技列车行”这个全
国性的平台，充分展现我省及
怀化脱贫攻坚成果，推动经济
社会发展。要加大统筹协调力
度，明确责任，收集需求，积极
与“科技列车怀化行”主办、承
办、协办部门对接，尽快促成
需求意向落实落地。

（科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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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红胜：智力援疆 授之以渔

长沙高一学生“抗疫神器”发明亮眼
近日，第 37届长沙市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落下帷幕， 其中孩子们结合
疫情发明的“抗疫神器” 格外引人注
目。备受专家评委青睐的“方舱医院智

能化护理单元” 能够有效监控调节单
元内的生态环境， 对新冠肺炎患者体
外病症信息(体温、呼吸状况)产生有效
的响应、采集处理和远程传递。

“我们看到抗疫过程中，存在
医护人员劳动强度大、心理压力大
等问题，因此选定这个问题进行研
究。 ”周南梅溪湖中学的王烨熙、麓
山国际实验学校的李昊都是高一
学生，他们解释这一作品从改善方
舱医院护理条件、提高护理效率和
护理安全的期望出发，从智能化远
程会诊和大型集装箱运输方式中
得到启示。

（徐运源 侯潇）

●发现

袁隆平的新三年规划“种”在“心”里
● 聚焦

三一重工的国家智能制造示范
项目 18 号厂房实现了大型复杂机械
的离散智能制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