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记者 邹靖方 通讯员 刘园园

时值隆冬，北风呼啸。在湘西大山深处的
桑植县澧源镇洋公潭村， 人们经常会看到一
位两鬓斑白的老人，奔忙在村寨的各个角落。
在贫困农户家，他就像家里人一样，经常是一
边帮着干农活、做家务，一边谈心、讨论脱贫
致富的事。

他，就是2017年获得全省“百名最美扶
贫人物”称号的省邮政公司退休干部朱柳新。

2015年，组织上安排朱柳新去洋公潭村
扶贫。2017年4月， 他正式办完了退休手续。
组织上征求他是否离开扶贫队意见时， 老朱
沉默很久，才说出一句话：“事情还没做完，我
心不安。”组织上理解老朱，成全了他想留下
来的心愿。

700多个日日夜夜， 老朱对洋公潭村一
草一木都结下了深深的情谊， 把这里当成了
自己的家。他扑下了身子，摸实情、重实干，把
准“脉搏”，找穷因治穷根。

“贫穷是病，根治必须找准病源。”在老朱
的眼里，致贫都是有原因的。

刚到村里， 老朱就听到村民议论纷纷：
“上面来扶贫，‘扶’了那些打牌赌博的，真正
贫困的受益不多。”还有的说，送点钱、送点
物，意义不大。

老朱意识到，扶贫不扶到根本，难免群众
不理解，有怨气。

刚到村里， 老朱把全部精力都放在摸清
底子上。他用3个多月时间，对全村288户村
民，平均进行了两次以上的走访，多的
达五六次。针对各种“病源”进行调查研
究，并反复听取和征求群众意见。在群

众监督之下，将村里的实际贫困户排名定性，
从中筛选出一批特困户，经村支“两委”讨论
公布，为精准扶贫打下基础。

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打牌赌博风气，老
朱与村支“两委”研究，出台了《关于贫困户打
牌赌博的处理意见》，并对一些有赌博恶习的
贫困户，给予了相应处罚。硬措施一铺开，村
里的打牌赌博风气很快被刹住了。

为了提高贫困户脱贫致富的积极性，老
朱特意为村里制定了一整套贫困户种植养
殖奖励办法，2年时间，村里种植养殖户比以
前增加了3倍。到2018年，种植养殖收入每户
将增加5000元以上。

钱给了，物给了，却没有好的口碑，这是
扶贫工作中经常发生的事。“让群众认可自
己，最佳办法，就是脚踏实地去干。”老朱说。

饮水问题，长期困扰着洋公潭村，近300
户人的村子，喝的是很脏的池塘“死水”，想喝
点干净水，需到村外很远的地方取。老朱驻村
干的第一件事就是解决村民“饮水难” 的问
题。

他往返省城10多次，争取资金；反复上
门做工作，争取村民把地让出来，架设自来水
管道。半年多时间里，他每天都在工地上，与

村民们一道挖基础、 埋管道。1.1万多米自来水
管道，在老朱的带领下，铺设完成，村民喝上了
干净的自来水。

“真情挂在嘴上没用，事实最能打动人。”老
朱认为，与村民打成一片，建立真感情，靠的是
办实事。

村民伍贤英等3家的房子在暴雨后出现严
重裂痕，有的裂痕达10厘米。老朱很快做好了紧
急预案，在村里搭起临时安置点，同时向有关部
门申请资金援助， 并到县民政局为每户争取生
活补贴，每月为每户提供400元租房资金，一直
到危房整修完工。

2015年9月，村民赵继维遇车祸，腿被车撞
断。老朱当天赶到长沙附三医院进行探视。

贫困户陈善才，养了1000只鸭，没有销路。
老朱又马上联系当地邮政公司，发动职工吃“扶
贫鸭”……

省邮政检查组曾暗地里向一位姓陈的非贫
困户了解工作队的情况， 这位村民说要给老朱
送一面锦旗。他说：“老朱在这办了很多实事，退
休了，还惦记着我们，把我们当亲人。”

老朱用劳动和汗水， 赢得了群众的真情。3
年过去，老朱的扶贫成绩单格外醒目，总脱贫75
户247人，占总贫困户数的97%。

把准“脉搏”治穷根
———记全省“最美扶贫人物”、省邮政公司退休干部朱柳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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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把“猴毛”
撒得出还要收得回

新华社记者 杨柳

齐天大圣一把毫毛 “根根能变、 应物随
心” 的广大神通被神通广大的中国科学家变
成了现实， 他们成功突破了克隆灵长类动物
的世界难题———北京时间25日凌晨， 克隆猴
姐妹“中中”和“华华”的萌照登上了国际权威
学术期刊《细胞》的封面。

成功克隆在基因上与人类最接近的灵长
类动物，这个重大创新性成果着实令人兴奋。
不少闻之者不由得欢呼起来———猴子都能克
隆， 下一步是不是就能……看来长命百岁不
是梦了！

不！“克隆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唯一目的是
服务人类健康， 但科研人员不考虑对人类进
行相关研究”，中国科学家坚守科学伦理底线
的回答铿锵有力。

神话与科学的分野就在于， 神话可以天
马行空，科学必须恪守伦理。孙悟空的毫毛想
变就变，克隆技术的应用则必须戴上金箍。这
个金箍就是伦理。

自绵羊“多利”诞生之日起 ，围绕克隆技
术的伦理争论就从未停止过。 到底是该支持
治疗性克隆、禁止生殖性克隆，还是该全面禁
止，众说纷纭。

在这一问题上，我国的态度历来明确：中
国政府反对生殖性克隆、支持治疗性克隆。人
的生殖性克隆也就是克隆人， 违反人类繁衍
的自然法则，损害人类作为自然人的尊严，会
引起严重的道德、伦理、社会和法律问题 。所
以， 现阶段生殖性克隆绝对不可以应用于人
类本身。

同时， 生殖性克隆和治疗性克隆的研究
高度相关 ，就隔着一层 “窗户纸 ”。允许治疗
性克隆， 必须防止有人把这层 “窗户纸 ”捅
破 。这就需要科研人员严守道德底线 ，不随
意使用 “幻化之术 ”，同时更需严格立法 ，规
范科学研究，把治疗性克隆置于严格监管之
下，给孙悟空戴上小花帽，常念紧箍咒。

科学技术上能够做到的， 不一定就是应
该做的。 克隆技术的推进应该是漫长而审慎
的， 尤其是克隆技术应用于人事关人类未来
命运，必须保持高度警惕，以免人类反被自己
铸就的科技利剑所伤。

（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新华时评
用一把毫毛，变出千百个一

模一样的猴子———《西游记》里
的神话正在成为现实。

克隆猴在中国成功了。
中国科学院公布，世界上首

只体细胞克隆猴“中中”于2017
年11月27日诞生，10天后第二
只克隆猴“华华”诞生。国际权威
学术期刊 《细胞》 北京时间1月
25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在线发布
该成果。

克隆猴为什么难？它的诞生
有什么价值？ 带着这些疑问，记
者第一时间采访了研究团队。

经过体检，记者戴上口罩、穿上白大褂，在
中科院神经所研究员孙强的带领下， 走进克隆
猴宝宝的“育婴房”。

世界上首只克隆猴“中中”，和她的妹妹“华
华”正在恒温箱里嬉戏。姐姐比妹妹年长10天，除
了体型大小略有差异，姐妹俩看不出什么区别。

她俩的基因， 都来自同一个流产的雌性猕
猴胎儿。 科研人员提取了这个猕猴胎儿的体细
胞（非生殖细胞），通过技术手段将其细胞核“植
入”若干个“摘除”了细胞核的卵细胞。“中中”是
第一个发育成型并顺利诞生的幸运儿。

克隆猴的诞生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中国将率先建立起可有效模拟人

类疾病的动物模型。”孙强说，利用克隆技术，未
来可在一年时间内， 培育大批遗传背景相同的
模型猴。 这既能满足脑疾病和脑高级认知功能
研究的迫切需要，又可广泛应用于新药测试。

孙强介绍， 如果实验对象的遗传背景不同，
“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说服力就不够强。传统医
药实验大量采用小鼠，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鼠类可
通过快速近亲繁殖， 培育出大量非常相似的小
鼠。但由于小鼠和人类相差太远，针对小鼠研发
的药物在人体检测时大都无效或有副作用。

中科院神经所所长蒲慕明院士说， 克隆猴
的成功，将为脑疾病、免疫缺陷、肿瘤、代谢等疾
病的机理研究、干预、诊治带来前所未有的光明
前景。“这是世界生命科学领域近年来的重大突
破。”他说。

从第一只克隆羊到第一只克隆猴，历时21
年。期间，各国科学家先后克隆出牛、鼠、猪、
猫、狗等多种动物，但对猴子一直无能为力。

2003年，权威学术期刊《科学》曾发表美国
匹兹堡大学医学院研究人员的一篇论文， 论文
称，用现有技术克隆灵长类动物“是行不通的”。

孙强介绍，克隆猴主要有
三个难点。难题之一，是细胞
核不易识别，“去核” 难度大。
作为受体的卵细胞，必须先把
细胞核“摘除”，才能容纳体细
胞的细胞核这个“外来户”。但
是，猴的卵细胞核去核难度非
常大。

孙强团队中，博士后刘真
是“去核”的主要操作者。借助
显微设备，刘真用一双巧手反
复练习，在最短时间内、用最

小损耗完成“去核”工作，为后续的克隆工作奠
定重要基础。

难题之二，是卵细胞容易提前激活。克隆过
程中，体细胞的细胞核进入卵细胞时，需先“唤
醒”卵细胞，然后才启动一系列发育“程序”。因
此，“唤醒”的时机要求非常精准。但是，使用传
统方式，猴的卵细胞很容易被提前“唤醒”，往往
导致克隆“程序”无法正常启动。

难题之三，是体细胞克隆胚胎的发育效率低。
被转移到卵细胞里的细胞核， 突然要扮演受精卵
的角色，“赶鸭子上架”很不适应，需要科学家采取
多种手段“保驾护航”。如果“保驾”不力，绝大多数
克隆胚胎都难以正常发育，往往胎死腹中。

经过5年不懈努力，孙强团队成功突破了克
隆猴这个世界生物学前沿的难题。 通过DNA指
纹鉴定，“中中”和“华华”的核基因组信息与供
体体细胞完全一致， 证明姐妹俩都是正宗的克
隆猴。

疾病研究、新药测试将大幅提速

“克隆非人灵长类动物的唯一目的是服
务人类健康， 但科研人员不考虑对人类进行
相关研究。”蒲慕明说。

科学家认为， 由于猴子与人在基因方面
非常相近， 克隆猴研究对于开发治疗人类疾
病的新疗法等将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

“这也是‘全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国际
大科学计划的关键技术。”蒲慕明说，我国目

前在该领域处于国际领跑地位，将进一步使我国
成为世界脑科学人才的汇聚高地。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表示，除了在基础研究上
有重大意义外，此项成果也将推动我国率先发展
出基于非人灵长类疾病动物模型的全新医药研
发产业链，为应对我国人口健康领域的重大挑战
做出贡献。

（据新华社北京1月25日电）

克隆猴“中中”和“华华”在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非人灵长类平台育婴室的恒温箱里。
本文图片均为新华社发

克隆猴“中中”。

克隆猴有啥价值？ 克隆猴为什么费劲？ 三大难点抬高门槛

不考虑对人类进行相关研究克隆猴之后做什么？

湖南日报记者 王晴 通讯员 王琼

1月22日，暖阳普照，地上铺上了一层
金黄色。 岳阳市君山区钱粮湖镇分路口社
区居民方赛群比平时还要起得早， 她要趁
着晴好天气把丈夫的床单洗一遍， 把棉被
拿出来晒一下消消毒，让丈夫睡得更香。

早上5时起床，煮稀饭，帮丈夫洗脸擦
身敷药喂早餐， 换洗衣服， 种菜种地……
6000多个日日夜夜，方赛群仿佛就是一个
永不停歇的陀螺， 用她瘦弱的身子守护着
一个摇摇欲坠的家， 用她朴实的爱无怨无
悔照顾植物人丈夫十八载。

1999年12月5日， 对方赛群来说是一
个刻骨铭心的日子， 好端端的丈夫突然因
为工伤事故变成了植物人。 医生看着当时
只有35岁的她，一双年幼的儿女，以及一贫
如洗的家， 劝她放弃治疗。“还能吃饭不？”
她用袖子擦掉眼泪， 只问了医生一句。于
是，她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凑齐了7万
多元手术费。 手术完后， 后续的护理费太
贵，方赛群借了车把丈夫拖回家自己照顾。

“我当时如果离开了，这个家就真的散
了。我从来不后悔！”方赛群讲起以前没钱
没米的苦日子，仍然止不住泪流满面。当时
有好心的亲朋劝她出去打工赚钱， 丈夫和
孩子交给爷爷奶奶照顾。 看着没有知觉的
丈夫、年迈的公婆和无助的孩子，方赛群坚

决地留了下来。为了养家糊口，尽早还清债
务，方赛群不仅要耕种自家的12亩水田，还
要趁着农闲去打小工。她没有任何技术，就
和男人们一起做力气活， 扁担磨破了她的
肩膀，手也磨出了厚厚的茧子。

就在曙光初现的时候， 灾难却再次袭
来。2010年正月的一天，天寒地冻。方赛群
把丈夫安顿在炉边烤火，自己去园里摘菜。
被子掉进炉里着了火，因为不能动、也不能
呼救，丈夫眼睁睁地被火焚烧，等方赛群赶
回家中，丈夫已经奄奄一息。亲戚邻居有人
劝她放弃，坚强的方赛群却擦干眼泪，再次
向亲朋戚友借钱为丈夫治病。 经过13天的
抢救，丈夫保住了性命，全身烧伤面积却达
60%以上，还欠下10多万元的医疗费。

“方赛群是个要强的人，从不叫苦叫累，
也不给别家添麻烦。每年‘双抢’，女儿照看父
亲，她和儿子都披星戴月在田里劳作。”村民
方许全告诉记者。日复一日的操劳，才50多
岁的方赛群早已疾病缠身：胃病、低血压、肾
结石。每次肾结石发作，她都强忍疼痛，在家
里吃点止痛片，舍不得上医院。

“只要他活着，我就有个伴！”在他们夫
妻俩的房间里，摆着两张床，窗明几净，没
有一点异味。方赛群边给丈夫搽药边介绍，
有时丈夫晚上把身上弄脏了， 她就会把他
搬到另外一张床上，自己好及时清洗。丈夫
的腿部已经严重烧伤， 几乎就是皮包着骨
头。 方赛群每天要给丈夫做5次翻身按摩，
还要定时搽药。18年了，方赛群从来没有离
开过丈夫一天，也从来没睡过一个安稳觉。
她说，丈夫现在看到她来了会叫。给他按摩
搽药，他也会很听话，病情越来越稳定了。

“虽然现在还很清苦，但是只要一家人
一起努力，还清债务就不难了！”有了坚强
妈妈的言传身教，一双儿女也已长大成人，
成家立业。儿子在外面打工，儿媳妇在附近
幼儿园教书，女儿、女婿都在岳阳找到了工
作，一大家子都在努力工作赚钱还债。儿媳
妇特别孝顺， 每次下班回家总是抢着帮婆
婆做饭洗衣，帮公公喂饭洗脸。孙女、孙子
已经读小学了，而且成绩优异，奖状贴满了
墙壁。小孙女徐锦红在上小学四年级，小小
的她有个大大的梦想：长大后要当医生，把
所有的病人都治好。

湖南好人·每周一星

大音希声，大爱无言。18年前，一场
意外让丈夫成为了植物人。 方赛群用深
沉的爱和坚守，扛起了沉重的家。尽管债
台高筑，公婆年迈，儿女年幼，但她不抛

弃，不放弃，一边精心照顾植物人丈夫，
一边种地种菜甚至打小工还债， 从不叫
苦叫累， 悲天悯人。 她用自己的实际行
动，续写着中国妇女的传统美德。

十八载无悔相守

方赛群用她朴实的爱无怨无悔照顾植
物人丈夫。 王琼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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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月25日讯 （记者 张尚武 通
讯员 胡明）记者从今天在长沙召开的国际农
发基金中国项目年会获悉， 国际农发基金湖
南省中西部地区农村综合发展项目效益显
著，9个项目县（市）减少贫困人口12.3万人。

国际农发基金是联合国专门机构，其宗
旨是筹集资金，以优惠条件向发展中成员国
发放农业贷款，扶持农业发展，消除贫困与

营养不良。自1998年开始，湖南共实施了两
个国际农发基金贷款项目，其中去年竣工的
国际农发基金湖南省中西部地区农村综合
发展项目，由省农委组织临湘、岳阳、桃源、
邵东、龙山、古丈、泸溪、凤凰、靖州等9个县
（市）实施，项目于2012年10月启动，总投资
9320万美元， 其中国际农发基金提供资金
4700万美元， 主要内容包括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特色农业生产与市场发展、项目管理能
力建设等。

2017年，9县（市）实施的国际农发基金贷
款项目相继竣工。经专家验收，项目实施5年来，
9个项目县（市）贫困人口减少12.3万人，项目区
农户人均纯收入的增幅比非项目区高8%至
15%，项目区农村基础设施、农民生产生活条件
明显改善，被评为优秀竣工项目。

国际农发基金助推精准扶贫
湖南9个项目县（市）减少贫困人口12.3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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