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92021 年 2 月 25 日 星期四
关注·各地

　　新华社海口 2
月 24 日电（记者
柳昌林、罗江、王军
锋）清晨日头刚起，
85 岁的玉米育种
专家程相文戴上草
帽，穿上白大褂，依
次往兜里装好育种
袋、材料标签和试
验记录本，一头钻
进玉米地。
　 　 正 值 新 春 佳
节，三亚阳光明媚，
绿意盎然。跟程相
文一样，全国各地
的育种工作者“追
赶阳光”来到这里，
放弃与家人团圆，
守在田间地头，只
为不负春光投身南
繁育种科研。
　　素有“天然大温
室”之称的海南，是全
国最大的南繁育种
基地。南繁的开创应
用使农作物的育种
周期缩短了三分之
一到二分之一，新中
国成立以来育成的
农作物新品种中，
70% 以上都经过
南繁。
　　本应儿孙绕膝，
尽享天伦，但耄耋之
年的河南省鹤壁市
农业科学院育种专
家程相文仍在奋斗
路上。节前他赶到北
京，作为“最美科技
工作者”代表登上央
视春晚舞台后，大年
初一匆匆南下返回
三亚。自 1964 年来
海南开展南繁育种，
他在此已度过 56
个春节。
　　“几十年干的

是玉米，看的是玉米，想的是玉米，一天也离不
开玉米。”程相文说，眼下正是玉米套袋、授粉的
关键时期。在实验室里做研究失败了可以随时
重来，但作物一种一收，错过只能再等一年。
　　他每天下地五六个小时，带领助手套袋、
授粉，在标签写上材料信息后系上植株，仔细
观察玉米根系、叶片、籽粒长势并悉心记录。
　　程相文说，亲力亲为才能熟悉材料，光看数据
和报告无法发掘、利用好材料，选育出好品种。他
选育出的 14 个玉米新品种通过国家和省级审定，
其中“浚单”系列已在全国累计推广 3 亿多亩。
　　“南繁南繁，又难又烦”，南繁人广为流传的
这句话，是过去艰苦条件的真实写照。
　　今年春节，刚做完胆囊切除手术的农民科学
家李登海继续留在三亚工作。站在试验田边，他
回忆起南繁之初的艰辛：1978 年，他带着干粮咸
菜来到这里进行玉米育种攻关。住在黎村茅草
房，有时为了保护育种材料睡在地里，为防止蚊
虫叮咬只能全身套上麻袋。南繁育种没有周末和

“8 小时工作制”，由于长期高强度劳作和不规律
的作息，李登海全身上下已动过 5 次手术。
　　多年来，李登海培育的玉米高产品种已累
计为国家增产超过 1000 亿公斤。他创办的登
海种业公司已在海南各地建立起 17 个设施完
备的南繁育种基地。他说：“海南提供了这么好
的光热资源，现在条件也比过去好多了。我们要
珍惜，借着这块宝地加快种质资源创新。”
　　因常年高温暴晒，程相文皮肤黝黑、满脸皱
纹，摘下眼镜后和农家老汉并无二致。在海南育
种的近 60 年里，他有超过一半的时间租住在
农民家里，起初还要上山砍柴烧饭，独自一人找
地耕作、搞科研更是习以为常。
　　如今，随着国家南繁科研育种基地（海南）
建设的加速推进，南繁人已告别艰苦的工作和
生活条件。划定 26.8 万亩南繁科研育种保护区，
建设南繁科技城，建设专家住宿、科研、生活等
设施配套服务区，建成新品种测试实验室、种子
质量认证实验室、植物检疫技术研发实验室等
一批南繁公共实验服务平台，“南繁硅谷”雏形
初现。
　　刚刚公布的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打好种业
翻身仗，让坚守南繁育种一线的科技工作者们
备受鼓舞。选育出一系列高产品种的程相文仍
在继续科研攻关，致力于选育抗逆性更强、营养
成分更高、适合机械化收割的新品种。“中国饭
碗要盛中国粮食，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农民都种
上咱们国内育出来的种子。”望着郁郁葱葱的玉
米地，程相文满怀深情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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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癌小家”：生命寒夜中的微温

短视频、微电影、“晒宝”“献宝”“鉴宝”……

各地青年自觉擦亮党史“民间记忆”

　　“我家的红色传家宝，是太爷爷的《革命军
人证明书》。1951 年，只有 18 岁的太爷爷王正
杰成为了一名中国人民志愿军，他经常对我讲
起和战友们浴血奋战的故事……”六安市解放
路一小二年级学生唐博玮用稚嫩的童声，讲述
着一段家国记忆。
　　这是唐博玮和家人们为安徽省六安市

“红色传家宝抖音大赛”特意准备的短视频作
品。在这场全部由普通市民参与的活动中，近
百件属于一个个家庭的“传家宝”走出了“家
门”。
　　 2021 年，中国共产党迎来百年华诞。97
年前，中共就在六安建立了党组织，这座大别山
中的城市也被称为“中国革命的重要策源地、人
民军队的重要发源地”。
　　 1920 年《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旧杂

志、1951 年颁发给老兵王正杰的《革命军人
证明书》、抗洪牺牲的基层干部何必山 2015
年写给儿子的家书…… 12 件“传家宝”最终
赢得比赛，它们的时光跨度超过百年，擦亮了
普通人心中的中共党史记忆。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中国要更好应对
前进道路上各种可以预见和难以预见的风险
挑战，必须从历史中获得启迪。
　　 2 月 20 日，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在
北京召开。立足党的百年历史新起点，中共中
央决定，在全党开展党史学习教育，激励全党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新时代不断加强党的
建设。
　　和互联网一起成长的中国青年一代，喜欢
借助网络和社交平台，为历史配上图片、视频和
音乐，在朋友圈和亲友圈中多元重温中共党史
的故事。
　　“一方面，‘传家宝’以小见大，老百姓都
有话说、有共情；另一方面，新媒体平台的使
用，先‘抖’再‘晒’，让历史回忆与现代呈现交
融，降低了参与门槛，提高了关注热情。”六安

市田家炳实验中学高中二年级化学老师姚
俊说。
　　仅在新媒体平台抖音上，“传家宝”活动
就激发了数百名市民“翻箱底献宝”，总决赛
吸引了十余万观众线上、线下共同“围观”，
而微信、微博等社交平台及视频平台上，“转
评赞”的传播量更是不计其数。
　　至今，活动主办方之一，中共六安市委宣
传部文化文艺科科长孙炜还不断接到市民来
电，打算“晒宝”。孙炜说，这次活动中，“90
后”“00 后”成了“献宝”“鉴宝”的主力军。
　　青年一代，是中国的未来。他们正通过创
作党史题材的文艺作品特别是影视作品，让
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
　　在浙江嘉兴学院，青年师生自编自导自
演的话剧《初心》，以中共一大的真实史料记
载为主要情景，通过人物塑造和剧情设置，再
现“红船精神”的时代魅力。自 2017 年首演
以来，3 年间几届学生演《初心》、学党史，团
队中先后共有 200 多人次递交了入党申
请书。

　　微电影等更为轻快、活泼的形式也逐渐
成为党史普及的关键。第三届红色微电影盛
典中，从全国征集来的微电影、微视频作品达
到 4446 部。
　　安徽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
究中心省委党校基地研究员张彪认为，做好
党史学习教育还要进一步创新教育模式，讲
好革命故事，比如加强党史好故事、好声音
的收集和整理，以实现“触动心灵、春风化
雨”。
　　全程和孩子一起参与活动的唐博玮妈妈
王娟告诉记者，自己的外祖父将珍贵的《革命
军人证明书》送给重孙，就是为了让子孙后代
都铭记历史、不忘来处，走正道、行正事，做一
个对祖国有用的人。
　　“一个个有形的传家宝背后，是老一辈顽
强奋斗的精神，和传给下一代的良好家风，找
到这些无形的传家宝，继承和发扬它，这才是
我们回望过去最终的目的。”王娟说。
  （记者刘菁、代群、马姝瑞、姜刚、陈诺）
        新华社合肥 2 月 24 日电

　　新华社北京 2 月 24 日电（记者丁静、林苗
苗、任超）2 月 22 日，哆哆（化名）与妈妈进入首
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血液内科造血干细
胞移植病房，开始至少一个月“与世隔绝”的生
活。患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的哆哆，将接受
造血干细胞移植，这是她获得治愈的唯一希望。
　　治疗费用相当于这个普通家庭至少 10 年的
收入。幸运的是，哆哆一家免费住进了公益组织为
来京求医困难家庭搭建的“小家”。这个被疾病负
担压得透不过气的家庭，在异乡有了落脚之处。
　　聚沙成塔，在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的
发起下，这样的“小家”在全国已有 40 多个。众人
汇聚的温度，温暖着在生命的寒夜中前行的人们。

背井离乡，只为给孩子生的希望

　　“我的好妈妈，下班回到家”，3 岁的哆哆总
是用稚嫩的声音，不时唱起欢快的歌。
　　穿上带有蝴蝶结的粉色裙子，哆哆格外高
兴。与这身女孩装扮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哆哆的

头上没有头发。
　　哆哆一家来自山东潍坊。2020 年 7 月，
哆哆突然开始发高烧并不停反复，直到 10
月份仍会每周高烧一次，因此成为医院急诊
室的“常客”。因当地治疗经验有限，当地的医
生建议尽快去北京治疗。
　　在北京，经过骨髓穿刺等多种痛苦的检
查，哆哆被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确
诊为慢性活动性 EB 病毒感染。
　　“这是一种较为罕见的血液疾病，甚至比
儿童白血病更为凶险。”首都儿科研究所附属
儿童医院血液内科副主任医师张蕾介绍，由
于患者自身的免疫系统存在缺陷，导致 EB
病毒在体内造成反复的、持续数月以上的活
动性感染，如不加干预则致死率达 100%。
　　诊断结果犹如晴天霹雳，哆哆妈妈当场瘫
倒在地。夜深人静时，夫妻俩经常偷偷掉泪。
　　幸运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化疗，哆哆对
化疗药的反应不错，病情暂时稳定，具备进行
造血干细胞移植的良好条件。

　　“对于哆哆这样的慢活 EB 感染者来说，
还有进展为恶性淋巴瘤的趋势，而造血干细
胞移植是彻底治愈的唯一有效手段，移植的
成功率近 80%。”张蕾说。

给困难患儿家庭一个“家”

　　结束化疗后，哆哆一家得到通知：春节后
就能进行造血干细胞移植。欣喜的同时，高昂
的费用让一家人犯愁。医生说，进入移植仓治
疗仅押金就要 30 万元，后续很可能还需要
抗感染等治疗，因此建议至少准备 50 万至
70 万元。这相当于全家至少 10 年的收入。
　　哆哆爸爸为了给孩子治病，只能找便宜
的地下室住。毕竟，从山东到北京，检查和化
疗的费用已至少花掉了约 20 万元。
　　听说哆哆得了病要移植，20 多名亲戚朋
友出手相助，加上陌生人通过互联网公益平
台的捐款，终于凑齐了入仓所需的押金。
　　在陌生的城市，哆哆和家人还面临“住”

的难题。为应对孩子的突发情况，血液病患儿
大多租住在医院附近。因位于城市核心地段，
一居室的月租金就得 5000 元左右。
　　幸运的是，看到哆哆一家的困难，首儿所
一位护士长向他们介绍了公益“小家”，让一
家人又看到了希望。
　　原来，河南省儿童希望救助基金会在几
家大医院旁租下民房，为来京就医的贫困患
儿家庭提供一段时间的免费住所。经过“小
家”管理员的审核，哆哆一家符合入住条件。
  这个“小家”尽管位于老居民楼里，但收拾
得干净温馨，每个家庭都有一间宽敞的卧室。
　　搬入新家后，一家人的生活发生了很大变
化：家长可以每天用高压锅给患儿做饭；3 个
家庭同住，大家可以彼此照应、安慰；有志愿者
每周过来看望，还有各方捐赠的生活物资。

聚沙成塔，让爱延续

　　 2 月 10 日是腊月二十九，高岩等几名
志愿者又来到了助医小家，他们给孩子们带
来了精心挑选的玩具，和家长们一起准备可
口的饭菜，一起贴福字，提前庆祝春节。
　　“我每周都来陪孩子们聊聊天，讲讲故
事。家长带孩子治病面临着身心、经济等多重
压力，常常忍不住掉眼泪，我们就耐心倾听。”
高岩说，这项志愿工作她已经坚持了四年。
　　家长们都说，小家这个形式特别好，不仅
为困难的患儿家庭提供了落脚地，而且带来
了家的温暖。
　　儿童希望北京小家相关负责人杨起燃
说，北京、上海、广州等约 10 个城市陆续建
立了 40 多个这样的“小家”。在北京，就有 9
所“小家”，主要接收血液病、实体瘤等大病患
儿，5 年多的时间里免费接待了 1277 个家
庭。“希望更多企业和爱心人士伸出援手，我
们想再建几个‘小家’。”杨起燃说。
　　 2 月 22 日，哆哆和妈妈顺利进入首都
儿科研究所附属儿童医院血液内科造血干细
胞移植病房，也就是传说中的“移植仓”。
　　爱在汇聚，也在延续。
　　患儿结束治疗回家后，很多家长给“小
家”寄来自己种的玉米、土豆、水果。
　　“社会给了我们这么多，等哆哆治完病，
我也愿意成为一名志愿者。”哆哆妈妈说着，
眼圈又红了。
　　等到哆哆出院时，寒冬已过，应是春暖
花开。

（参与采写：樊浩宇、陈梦竾、刘宇辰、邓冰雪）

敦煌文化学院：让“文化自信”入脑入心

　　新华社兰州 2 月 24 日电（记者张玉洁、郭
刚）敦煌，世界文明长河中的璀璨明珠，中华民
族文化自信的生动样本。
　　 2020 年 7 月，甘肃省敦煌市与中国人民大
学合作创办敦煌文化学院。这个全国唯一以“文
化自信”为主题的培训机构，正通过丰富的实践
体验课程，让文化自信在更多人心中扎根开花。
　　【实践故事】
　　聆听讲座《文化自信看敦煌》，观摩文化遗
迹莫高窟、玉门关、锁阳城，参观红西路军安西
战役纪念馆……
　　回想起半年前在敦煌文化学院的培训，来自
浙江省东阳市委组织部的赵思阳仍记忆犹新。

“通过理论学习和实地考察，敦煌从一个遥远
的地名变成了深刻的文化体验。学员们不仅拓
宽了个人视野，也增强了文化自信。”
　　 2020 年 8 月举办的东阳市拔尖人才“一
带一路”国情研修班，是敦煌文化学院成立后
承接的首个培训项目。截至目前，学院共承接
各类培训 12 期，参训人数达 1400 余人。学院
已经被多家单位确定为干部培训实践基地。
　　敦煌地处古丝路咽喉之地，荟萃多元文
明。中华文明以开放的胸襟、坚定的自信，不断
吸收外来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
　　“创办敦煌文化学院，就是为了弘扬中华
优秀传统文化，搭建坚定文化自信的学习平
台。”敦煌文化学院院长赵虎说。
　　一方面是深度挖掘当地文化资源。学院
设置了世界文化遗产莫高窟、玉门关汉长城
在内的 87 个教学实践点。千年文化遗存展

示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
　　另一方面是广泛利用智力资源。中国人
民大学、敦煌研究院、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等
机构的专家学者，以及敦煌本土学者、艺术工
匠等，形成了近百人的开放型师资库。
　　赵虎介绍，学院围绕文化自信、敦煌文化、

“一带一路”、党性教育等四大教学主题，推出
了数十套培训课程，并提供“菜单式”选课。
　　“文化传承不是空泛抽象的，应是魅力无
穷、引人入胜的。”赵虎说。在敦煌壁画中品味悠
久历史、在戈壁徒步中锤炼意志、在泥塑体验中
感受古人匠心……每一堂课都是文化自信的鲜
活教材、党性教育的精神洗礼。
　　赵虎说，面对纷繁复杂的国际形势，希望
通过教学实践活动，引导学员理解中华优秀
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
史观、国家观、文化观。

　　【案例点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发展与战
略研究院副院长陶文昭认为，敦煌文化学院
有特色、机制新。
　　与国内从事党性教育的干部学院相比，敦
煌文化学院聚焦文化自信。“辉煌的敦煌文化
艺术，展现了文明的荟萃、民族的交融。在‘一
带一路’背景下，在敦煌搭建平台传播文化自
信、助推民心相通是很合适的。”陶文昭说。
　　在办学机制上，敦煌文化学院通过合作办
学盘活各类资源，积极利用高校和相关机构的
科研力量。“外脑”增强了教育培训的理论深度。
　　在多元舆论环境下，中国故事应由每个人
参与讲述。中国故事要讲好，离不开文化自信
的底色。关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探寻中华文
明演进过程中形成的中国人看待世界、看待社
会、看待人生的独特价值体系、文化内涵和精
神品质，将使文化自信更好地“入脑入心”。

党的创新理论实践典型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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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月 5 日，在海南三亚崖州湾南繁科研育
种基地，青岛海水稻研究发展中心的工作人员
在田间播种。
          新华社记者周佳谊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