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聚焦 人物

中国人要种出
世界最好的棉花

□本报记者 尹江勇

“花开天下暖，花落天下寒”，这是对于棉花的
至高赞誉。一簇簇洁白的棉团，关系到国人的温
暖，更凝聚了科研工作者无尽的心血。

如何才能种出世界上最好的棉花？为了破解
这一课题，国内知名的棉花育种专家、河南科技学
院教授王清连进行了长达40年的不懈努力。由
他主持培育的“百棉”系列棉花品种，目前在全国
累计种植5000万亩以上，增产效益超过70亿元。

“现在，国内 99%以上的主栽棉花品种都是
我们中国人自己创育的，我们已经牢牢掌握了中
国棉花的话语权。”11月 15日，王清连自豪地告
诉记者。

这一切源于一个朴实而坚定的心愿。王清连
刚开始研究棉花的时候，国家正处于物资匮乏时
期。“群众穿衣靠棉花、花钱靠棉花，但是当时全国
棉花种植面积有 9000 万亩，单产却不足 50 公
斤。”王清连说，“棉花多增产，百姓就能多赚钱，少
挨冻。”

从此，王清连几乎把全部时间都用在了品种
培育上，一干就是近20年。他常常告诉助手和学
生，“培育棉花种子就像养孩子一样，你对它认真
一点，它就会感恩你一点”。2001年，王清连成功
培育出了“百棉 1号”，实现增产 15.8%，因其高
产、稳产、广适抗病虫害能力强等特性，迅速推广
成为国内最主要的棉花种植品种之一。

随后几年间，王清连带领团队连续培育出百
棉2号、3号、5号、9号、15号，百棉985，百棉长6
等10多个重要的棉花新品种，为捍卫我国棉花科
研自主提供了重要的科技支撑，并在黄河流域棉
区及新疆棉区大面积推广应用。

现在，利用现代生物育种技术，与常规育种相
结合，我国棉花亩均单产可达100公斤，较 1980
年翻了一倍。他培育的“百棉长6”品种可纺330
支高档纱，由这种长绒棉织成的衬衣一件只有
100克，可以一把抓在手心里，中国的科研工作者
终于种出了世界最好的棉花。

除了育种，王清连还积极为中国棉业发展开
拓更广阔的天地。2004年，他带领育种团队走出
国门，在吉尔吉斯斯坦建设了 3000亩产业示范
园，推广的棉花品种比当地品种增产40%以上，
很快打响了中国棉花的品牌。目前，“百棉”系列
已在中亚五国得到了推广种植，成为“一带一路”
沿线一道亮丽的风景。

他善于把握最新科技前沿，注重创新。近年
来，河南科技学院联合中国农科院棉花研究所、美国
东卡罗莱纳大学、美国农业部等国内外高校、科研院
所和机构进行种质资源创新和分子设计育种，收集
了国内外千余份种质资源开展功能基因组学研究。

虽然成果累累，王清连却从未停止脚步。“这
两年，国内棉花种植业进入了低谷。由于成本高、
比较效益低，百姓不愿意种棉，种植总面积已经降
到6000万亩。”因此，以科研育种推动棉花产业供
给侧改革成为他当前最重要的课题，针对限制棉
花产业化种植的瓶颈，王清连开始主攻研究培育
高弹纤维棉、特优长绒棉等市场稀缺品种，以及株
型紧凑更适合机械化收割的棉花品种。

“国家和人民的需要，就是科研人员前进的号
角。”王清连说。⑥10

王清连在河南科技学院棉花试验田里查看棉花

□本报记者 马雯

人体器官捐献移植，连接着生与死之间的距离。对于
不幸离世的器官捐献者来说，他们的生命之光仍在延续；

对于接受捐献成功移植器官的人来说，他们幸运地重获新

生。

据统计，我国每年因终末期器官衰竭等待器官移植的

患者约有30万人，而每年器官移植数量仅约1万例，器官

捐献移植缺口巨大。我省器官捐献现状如何？存在哪些

问题？记者连日来进行了调查。

核心提示

满脸透着绝望，浑身插满导管，
靠一堆仪器或一次又一次的透析过
活……在记者走访的几家医院里，
这样的病人随处可见。他们每天最
重要的事就是盼望着幸运之神的眷
顾，在生命尚未走到尽头之时，等到
一个合适器官捐助源。

来自信阳的刘先生告诉记者，
他 15岁的女儿因患尿毒症一直在
进行透析，“已经等了两年多，但还
没有等到合适的肾源，这样的日子
太煎熬了。”他红着眼睛说。事实

上，我省2015年登记维持性血液净
化的尿毒症患者有20000多人，而
2015年开展的肾脏移植例数仅有
465例。

“每次查房，总会有病人拉着我
问何时才能进行手术，看着他们期
待继而失望的样子，作为医生心里
也不好受。”郑大一附院肾移植科主
任丰贵文表示，“合适的供体太少
了，许多患者只能在等待中死亡。”

目前，公民器官捐献是我国器
官移植的唯一来源。据统计，目前

我国可供移植的器官供需比例仅为
1∶30，远远无法满足患者需求，而
美国器官供需比例则为1∶4。

此外，作为世界第二器官移植
大国，我国的公民自愿捐献器官率
较低。数据显示，我国公民对开展
器官捐献的支持率达69.61%，但实
际捐献率却远远低于这个数字。中
国器官捐献与移植委员会曾在武汉
和广州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40%
以上的人表示不确定是否会捐器
官。

漫长的生命等待A

B 珍贵的生命礼物

据了解，为了动员更多人加入
到捐献志愿者行列，我省红十字会
于2011年底开始设立“人体器官捐
献协调员”。“器官捐献协调员很重
要，可以说没有协调员就没有器官
捐献。”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说。

蒋欣就是这支队伍中的一员。
作为郑州人民医院器官移植中心的
一名医生，他以自己的努力为患者
搭建起新生的“桥梁”。“器官捐献协
调员是一种很特殊的职业，一旦他

们出面‘劝捐’，就意味着该病人从
医学角度来讲，已经没有了治愈的
可能。”蒋欣表示，“人体器官捐献遵
照‘双盲’原则，许多人会因质疑器
官移植后的去向而拒捐。”

此外，中国人对身体的传统观
念，以及制度层面对捐献者及其家庭
人道救助尚不健全等，也成为阻碍器
官捐献的主要原因。一些器官捐献
协调员告诉记者，由于对捐献者家庭
仅能在治疗费用、丧葬事宜等方面给

予有限的事后救助，所以他们通常只
能用“以情动人”的方法来“劝捐”，
非常无奈。

在采访中，记者也了解到，早在
两年前，省红十字会就已开始对器
官捐献进行相关调研，准备出台《河
南省人体器官捐献条例》，但截至目
前仍未有进展。许多业内专家也呼
吁，应尽早出台相关法律法规，从制
度层面保障、引导、促进更多人加入
到器官捐献的爱心队伍中来。⑥10

器官移植缺口大 公众支持率不高

生死“器”约，如何延续生命之光

有人将器官捐献比做“送上生
命的礼物”。当生命之旅即将抵达
终点时，也有一群人，选择将器官无
偿捐献，用自己即将熄灭的生命之
火，去点亮另一个濒临绝望的生命，
为他们送上最珍贵的“礼物”。

十几天前，上蔡县的11岁学生
李智博因颅内肿瘤死亡，其父母将
他的肾和肝脏捐献。“孩子的器官一
定要用来帮助他人。”李智博的母亲

李双红说，而李智博的生命将在 3
位患者身上得到“延续”。

同样为他人点亮生命之灯的还
有武警河南总队驻马店支队年轻战
士袁明贵。他所捐献的肝、肾、肺，
将让 4 名生命垂危的患者获得新
生。

随着器官捐献者的增加，越来
越多等待移植的患者有了生的希
望。据省红十字会相关负责人介

绍，我省刚开始实施捐献时，一年只
有几例捐献，后来人数日益增加，仅
今年前 9个多月，就已有 200多人
进行了捐献。

截至目前，我省共有 554例公
民逝世后器官捐献案例，共捐献器
官 1638个，挽救了 1600余名终末
期器官衰竭患者的生命。据国家卫
计委统计，河南公民逝世后器官捐
献数位列全国前6位。

C 架起新生的“桥梁”

新华社发

□本报记者 史晓琪

5点半就得起床，天未亮，还有点冷。华
北水利水电大学赛艇队的小伙伴们跑到龙子
湖边时，已微微冒汗了。训练 6点开始，7点
半结束，1个半小时的晨曦泛舟，在别人眼中
浪漫而惬意。可是，从起初的胆战心惊、手忙
脚乱，到如今的轻松自如、从容默契，从起床
时穿着羽绒服还嫌冷到训练后光着脚浑身冒
热气，几多辛苦，只有他们知道。

可是，辛苦又有什么关系呢？当越来越
能体味赛艇运动的乐趣，当陌生队友变得亲
如兄妹，当身体和精神都更有力量，当站在领
奖台上为自己为学校争得荣誉，回头再看来
时的路，辛苦已是云淡风轻。

作为我省高校第一支赛艇队，2015年 5
月成立至今，只一年半时间，华北水利水电大
学丰合赛艇队已小有名气。11月15日，记者
走进该校，听赛艇队的故事，看学校的发
展。

“国家鼓励社会力量支持学校的体育发

展。为丰富校园体育文化，凸显华水的‘水文
化’特色，我校和郑州丰合赛艇俱乐部签署合
作协议，组建了华北水利水电大学丰合赛艇
队。这种合作创新模式，是学校创新育人在
体育方面的体现，为学生们提供了走进高雅
运动、接受专业训练的机会。”该校体育教学
部主任宋刚福的一番话，流露出学校对体育
工作的重视。

这种合作创新，为队员们带来了不一样
的大学生活。队员冯璐说：“走进赛艇运动，
我渐渐变得自信、有毅力了。到香港等地参
加比赛，让我们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
队员苗柏云说：“赛艇运动动中有静，很有魅
力。现在的我比以前沉静了，能专注地去做
事情，这对我的人生很有帮助。”

作为队长，韩书杰全程参与、见证了赛艇
队的成长，感叹自己收获颇多:去年9月，成立
仅4个月的赛艇队参加全国赛艇锦标赛暨首
届全国大学生赛艇锦标赛，夺得第八名，创学
校在全国大学生体育竞赛中最好成绩；今年6
月，参加中国西安“灞河竞渡”赛艇挑战赛，夺

得亚军；10月，参加第二届全国大学生赛艇锦
标赛，取得男子第五名、女子第六名的好成
绩，再创学校参加全国体育赛事成绩新纪录；
10月底参加第38届香港赛艇锦标赛，力克香
港大学等强队夺得银牌……

华北水利水电大学党委书记王清义表
示，赛艇队的成长不仅是学校体育工作发展
的一个缩影，更是华水整体步入快速发展轨

道的一个缩影。队员们屡获佳绩，靠的是“精
气神”。学校的发展，靠的也是“精气神”。去
年，学校入选“金砖国家网络大学”院校，成为
入选该组织的唯一一所非“985”、“211”地方
本科院校。将来，华水还要依靠“精气神”，围
绕建设网络经济强省，努力把“金砖国家网络
大学”项目建设好发展好，为全面决胜小康让
中原更加出彩作出新的贡献。⑥10

这支赛艇队不简单
透视

赛艇队员们一展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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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检察院开展扶贫领域专项警示教育讲座，让村干
部深入了解有关扶贫政策，知道了扶贫工作不可触碰的
纪律底线，教育深刻。”在许昌县检察院开展的警示教育
讲座中，一位村干部感慨。今年来，该院充分发挥检察职
能作用，有效助力精准扶贫工作。成立预防扶贫领域职
务犯罪宣讲团，结合案例以案释法，为村干部思想观念

“把脉”；对扶贫领域职务犯罪重拳出击，依法查办发展生
产脱贫、异地搬迁脱贫、生态补偿脱贫、发展教育脱贫、社
会保障兜底脱贫工作中的职务犯罪案件；开展精准扶贫
专项调查活动。对帮扶村分包贫困户开展摸底调查，了
解其家庭现状、致贫原因和扶贫需求，并详细了解扶贫款
发放情况，为精准扶贫“助力”。 （王晓磊 刘鹏）

中牟县刁家乡“四个坚持”，着力构建从严治党新常
态。坚持“两个主体”责任，重点是乡党委书记和乡纪委
书记带头，切实履行第一责任人职责，并将范围扩大到
各村各站所各关键岗位，始终绷紧廉洁弦。雷打不动坚
持每周一廉洁教育，每周六中心组学习，定期开展廉政
谈话、廉政文化六进活动，拓宽教育渠道，筑牢拒腐防变

思想防线。坚持领导干部带头严格执行中央“八项规
定”和省、市、县委关于廉洁自律的各项规定，坚持纪律
约束，典型激励，反面警示，营造了不敢腐、不能腐、不想
腐的政治生态。坚持有访必接、有信必回、有案必查、违
纪必惩，坚持苗头性问题“三早”预防机制，加大案件查
办力度，共查处违纪案件7起，处理10人。 （尚军胜）

开封市鼓楼区征收办始终把坚持政策不走样、依
法征收严要求作为全力推进“两改一建”进程的基本
保证。法规和纪律是基础、是依据、是规范、是红线：
要求所有参加“两改一建”的人员，必须全面学习、准
确把握相关法规、政策和措施。公开、公正、公平、透

明是依法征收的基本原则：要求每项工作程序公开
化，对征收项目实行全过程监督检查，抓好廉政风险
防范管理。依法强制执行要有理、有力、有节：在房屋
征收工作中反复强调纪律，坚决维护政策的严肃性和
权威性。 （李艳）

“内乡县检察院通过信息化手段，推进了检务公开，
扩宽了控申渠道，保障了群众对检察工作的知情权、参与
权、监督权，让群众了解检察工作更直接、更便捷。”近日，
在全市新媒体建设座谈会上，南阳市网信办领导对该院
通过建立“1255”信息化新机制推动检察工作的做法给予
高度评价。针对信息化应用缺乏整体规划、建设分散、功
能交叉、管理杂乱等问题，该院统一整合资源，建立了

“1255”信息化管理模式，即成立一个信息中心机构，依托
互联网、检察专网两个网络，建设软件统一应用、涉密分
保、业务管理、事务管理、检务公开 5个信息化工作平台，
实现项目统一建设、资源统一管理、运行统一监督、系统
统一维护、技能统一培训，以适应信息化对检察工作的新
要求。该机制的运行提高了工作效率，增强了工作透明
度，便于社会监督，提升了监管效能，对打击犯罪、强化监
督、服务发展、促进检察干警更好地履职尽责起到推动作
用。“1255”信息化机制运行以来，共为业务部门提供信息
查询 80 余次，为自侦部门提供信息 23 件 28 人，并通过

“两法衔接”信息平台，审查行政机关执法案卷，深挖犯罪
线索，监督移送刑事案件16件 19人，移交职务犯罪线索6
件，强化了法律监督。 （杨月恒 吴夏冰）

近日，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新乡凤泉区人民检察院党组
书记、检察长董颖为全院干警上了一堂名为从“两学一做”看如何
做合格共产党员的廉政党课，引导全院干警进一步坚定政治方向，
强化宗旨意识，端正价值取向，砥砺职业操守。董颖检察长从增强
政治敏锐性、鉴别力；克服宗旨意识薄弱问题；克服规矩意识不强
问题；克服先锋意识淡化问题；加强自我约束监督，带头守纪律讲
规矩五个方面阐述如何做合格党员。董颖引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
对全体党员再次要求：“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都要牢
固树立党章意识，自觉用党章规范自己的一言一行，任何情况下，
都做到政治信仰不变，政治立场不改，政治方向不偏，要做政治的
明白人。”同时董颖还要求全体党员要把群众的利益作为谋划发展
的根本依据；要牢固树立接受群众监督的意识；要诚心诚意为群众
办实事、解难题。此次廉政党课旨在教育全体党员不忘初心，永葆
艰苦奋斗作风，克服队伍中存在的缺点，学会守纪律讲规矩，做一
个人民满意的合格共产党员。听课干警纷纷表示，要以此次党课
为契机，认真学习有关规定，以铁的纪律凝聚力量，不断提高自身
素质，进一步增强党性观念和党纪意识。 （娄苑）

凤泉区检察院廉政党课开讲

创新信息化管理模式

立足检察职能 助力精准扶贫

依法征收 维护公平

“四坚持”加强党风廉政建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