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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阳县委书记 蒋伟

近年来，邵阳县全面实施“教育强
县”战略，高位推进、多措并举，全面改
善农村学校和薄弱学校办学条件 ，加
快推进“四改三化”和教育信息化建设
进程， 教育教学质量和县域义务教育
均衡程度不断提升。

邵阳县义务教育学校分布广、 底子
薄，但邵阳县委、县政府始终坚持“教育
就是最大的民生”理念，高度重视教育，
优先发展教育。成立了县委书记为顾问、
县长任组长的义务教育均衡发展领导小
组，定期研究教育工作，解决教育发展重
大问题。制订出台了《关于进一步推进教
育强县的决定》等纲领性文件，提供了有
力的政策支持。持续加大教育专项投入，
2018年县级财政预算内教育经费支出为
83190万元 ， 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的
22.06%，比上年增长14.87%。

为消除义务教育大班额， 出台了
《邵阳县消除义务教育阶段大班额专项
规划》。 2018年秋季，全县411个超大班
额全部消除。 塘渡口镇五完小、思源学
校、 芙蓉学校等正在加紧建设， 力争
2020年秋季投入使用，届时将实现全县
大班额清零。

为加快学校提质升级，制定了《邵
阳县2014-2018年 “全面改薄” 学校规
划》，投入40107万元，创建合格学校191
所。2019年底将实现全县教育“班班通、
校校通、人人通”，教学资源得到进一步

合理利用。
邵阳县是劳务输出大县，全县有留

守儿童32482人，占在校生37.1%。 县委、
县政府出台了 《关于加强农村留守流
动少年儿童工作的意见》， 各学校成立
关爱领导小组，做到学习有教、监护有
人、生活有助、健康有保、安全有护；将
每年12月12日定为“全县留守儿童快乐
日”，开展形式多样的活动。

全县建立了覆盖各教育阶段、各级
各类学校、 所有家庭经济困难学生的
资助政策体系。2018年，由政府配套，落
实20657名义务教育贫困学生教辅免费
政策， 资助困难幼儿2789人共256.3万
元， 义务教育阶段家庭经济困难寄宿
生9164人共2643万元，资助高中阶段贫
困学生2424人。

强教必先强师。邵阳县落实了武陵
山片区农村教师人才津贴、 乡镇补贴
两项政策，发挥职称评审、评优评模、绩
效工资等政策向一线教师倾斜的导向
作用，启动教师公租房建设项目，让农
村教师下得去、留得住、教得好。充分发
挥“国培计划”项目县优势，实施教师全
员培训，完成省、市县级培训1万余人。

近年来，全县各级各类学校全面落
实素质教育。 县七中女子足球队、职业
中专女子排球队进入全省前三名 ；县
二中学生勇夺2019年全国跆拳道ITF搏
击锦标赛冠军； 青少年科技创新获国
家级、省级一等奖10余个；近几年先后
有10余名学生被北大、清华录取。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有一种能导航的抗肿瘤药物， 因为瞄准后
再给药，疗效更确切，在全球制药界方兴未艾。

抗体偶联药物就是这么一类药， 其以抗体
当导航，连接毒性强的小分子作弹头，又被誉为

“智能生物导弹”。 目前全球获批上市的抗体偶
联药物共有5种，分别用于治疗霍杰金淋巴瘤等
5种肿瘤。 今年，国际著名制药公司阿斯利康斥
资69亿美元， 与日本公司第一三共就开发抗体
偶联药物达成全球合作协议， 协议签订首付款
13.5亿美元。

最近，在国际天然产物权威期刊、美国化学
学会旗下的《Journal� of� Natural� Products》，
中南大学段燕文教授团队以论著形式在线发表
了最新研究成果。 团队发现了两种新的洋浦霉
素系列分子物， 对多株肿瘤细胞株具有优异的
活性，显示对癌细胞打击力度更强，是目前小分
子抗癌药物阿霉素和丝裂霉素的1000倍以上，
作用时间更快效率更高，不易产生药物耐受性。

“和现有的抗体偶联药物连接的小分子相
比，这些威力巨大的新分子好比是‘核弹头’，而
且运用我们独创的技术，可以同时携带2-3枚弹
头，对原发和转移的肿瘤组织一道打击。 ”段燕
文告诉记者， 这项突破建立在团队20多年持续
研究的基础上， 展示了更为广阔的开发和应用
前景。

基因垂钓技术探宝天然产物库
癌症是严重威胁我国人群的重大疾病。 根

据国家肿瘤中心2019年初的统计， 平均每天超
过1万人被确诊为癌症。 为抗体偶联药物寻找毒
性强的小分子作弹头来治疗癌症， 是科学家们
孜孜以求的目标。

烯二炔， 作为细胞毒性最强的小分子化合

物之一，进入了科学家们的重点搜寻圈。 但是，
由于烯二炔超强的细胞毒性和非常复杂的分子
结构，全球目前也只发现了13个烯二炔分子，其
中成药的已有4个。 如此高的成药比例，使其成
为潜力巨大的抗肿瘤药物先导物。

那么，到哪里去寻找烯二炔分子？ 地球经过
亿万年的演化，产生了无数的天然产物，是人类
药物发现最主要的灵感源泉。 这里孕育着希望，
也充满了挑战。 从海量的宝库里高效率地发现
目标，就是一场争分夺秒的全球竞赛。

对小分子抗癌药来说， 微生物来源的天然
产物是其重要来源。 放线菌，是在自然界分布广
泛的微生物。 土壤特有的泥腥味，就主要是放线
菌的代谢产物带来的。

“20多年来，我们建立了全球最大的放线菌
菌种资源库， 搞清了它们产生烯二炔分子的生
物合成机制， 找到了机制背后关键的基因和基
因簇，然后再把它作为探针，在来自土壤、海洋
和陆地植物的微生物里面去探寻。 通过我们研
发的高通量筛选技术， 看哪些菌种含有这种生
物合成基因簇，因为有了这种生物合成基因簇，
菌种才可能产生烯二炔分子物。 ”段燕文说。

当然，这是理想的状况。 复杂的基因会和人
类玩“躲猫猫”的游戏，常常有沉默不表达的时
候， 即使找到了含有烯二炔生物合成基因簇的
菌种，也不产生烯二炔分子。

“所以我们还要激活沉默的基因，使之能代
谢产生烯二炔分子物。 从我们自建的菌种库和
公共资源菌种库里， 经历了一个海量的基因测
序和激活过程， 最后才在来源于海洋的菌种里
找到了洋浦霉素这个烯二炔新分子。 ”段燕文透
露， 最新发表的论文中提到的两种新的洋浦霉
素系列分子物， 就是从一万多个放线菌菌种基
因组库中，通过独创的基因垂钓技术获得的。 这
两个分子物包含一个独特的邻二醇结构， 可更

方便地与抗体偶联， 成药的适应症范围更大
了。

建起了大规模获取新分子的
中试生产工艺

经过20多年努力， 段燕文团队找到了天赐
米星、洋浦霉素等多个梦寐以求的新分子，可以
为抗体偶联药物充当“核弹头”。 微生物天然产
物在野生菌株中的产量往往很低， 如何大量获
取这些新分子， 为临床应用和产业化奠定物质
基础？ 新的难题又摆在了段燕文团队面前。

“我们成功建立了高表达工程菌或细胞合
成工厂和生物发酵新型中试生产工艺， 建立了
大规模获取这些‘核弹头’分子的能力。 ”段燕文
介绍， 如通过对天赐米星生产菌的核糖体工程
和发酵生产工艺优化， 成功将天赐米星的单位
产量提高了60倍， 通过对洋浦霉素产生菌的定
向进化和微生物发酵生产新工艺的建立， 将洋
浦霉素的产量提高了10倍以上。 这些新发现的
烯二炔天然产物和其高产条件的建立， 将为中
国抗体偶联药物的自主研发奠定坚实基础。

在世界范围内， 原创药物研发的金钱和时
间成本都很高。 据统计，近20年来，全球上市的
原创新药约600种，平均每年30种。 段燕文告诉记
者， 自主研发一款抗体偶联药物还有许多需要深
入研究的领域，如“弹头”如何与抗体精准连接、如
何在到达目的地后及时与连接臂脱离、 如何释放
威力直达肿瘤组织等， 团队这些年持续研究的最
终目的就是要用于临床实践，服务社会。

“团队发现的新分子都申请了国内和国际
专利，未来的抗体偶联药物将重点攻克乳腺癌、
肝癌、肺癌、胃癌和直肠癌等，这也是中国人的
肿瘤高发种类。 ”段燕文透露，“理论上我们可以
做到100%抑制肿瘤， 因为打击威力非常大，速
度非常快。 ”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陈薇）
今晚，由湖南卫视、湖南经视出品的音
乐纪录片“《时光的旋律》（第二季）：为
祖国歌唱”最后一集节目———《在希望
的田野上》准时播出，也为这部纪录片
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在这集节目中， 青年歌唱家雷佳
再唱经典歌曲《在希望的田野上》，这
段熟悉的旋律也拨动着观众的记忆琴
弦。 据了解，为更好理解歌名中“希望”
两字的意义， 雷佳专程拜访了词作者
陈晓光， 获知了他与曲作者施光南当
年创作的经历。 同时， 雷佳还请教了
“90后”农业专家、“共和国勋章”获得
者———袁隆平院士， 并前往中国农村
改革的第一村小岗村拜访了当年按手
印“大包干”的带头人。 节目传递给观
众满满正能量，虽然不
同年代的人对“希望”
的期许不一样，但“通
过勤劳获得美好生活”
的朴素理念永远不变。

据了解，这部音乐
纪录片共16集，精选了
《我的祖国》《我爱你中
国》《我和我的祖国》
《乡恋》《长江之歌》《军
港之夜》《常回家看看》

《浏阳河》等16首歌曲作为背景进行创
作，节目组邀请了雷佳、尚雯婕、蔡程
昱、周深、高天鹤、郁可唯、霍尊、平安等
16位青年歌手，以再唱经典、寻访歌曲
背后故事的方式， 讲述歌曲的创作经
历。

该节目自9月16日起开始在湖南
卫视、 湖南经视周一至周四黄金时段
播出， 同时通过芒果TV在网络播出，
相关短视频也在多家视频网站推出。
该片播出后，电视收视一路走高，并引
发网络热议热搜，名列今年9月以来全
国省级卫视纪录片收视第1位。 微博话
题阅读量已超1.5亿人次。 网友纷纷留
言点赞，称节目“歌曲好听，故事感人，
感情真挚”“曲曲唱响主旋律， 声声都
是家国情”。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 （记者 段涵敏
通讯员 朱鑫 黄娟）10月17日， 经过半年
多的角逐，2019湖南技能大赛·全省结核
病防治职工职业技能竞赛在长沙落下帷
幕。

本次大赛由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湖南
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与湖南省总工
会共同举办。 大赛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
阶段由各市州组织开展覆盖辖区所有结
核病防治机构的全员岗位练兵和市级竞
赛活动， 并选拔市州代表队参加省级决

赛；第二阶段由14个市州选派的代表队进
行省级决赛。

省级决赛历时一天半， 经过综合笔
试、技能实操（包含临床病例分析、疫情处
置推演、 实验室操作和影像学阅片4个类
别）和团队知识竞答三轮激烈角逐，共评
选出个人单项奖、团体优胜奖、优秀组织
奖等44个奖项，其中，桃江县疾控中心张
兵、株洲市二医院廖志恒、长沙市疾控中
心田斌3位选手被省总工会授予“湖南省
五一劳动奖章”称号。

� � � �湖南日报10月17日讯（记者 刘跃兵）
昨天，永州市李达中学丹桂飘香，书声琅
琅，永州市在这里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70
周年“我和我的祖国·书香永州”全民阅读
活动主题会议，社会各界200多人参会。

为倡导全民阅读，建设书香永州，永州
市决定持续推进“我和我的祖国·书香永州”
全民阅读活动。现场，专题短片推介全市“书
香机关”“书香校园”“书香企业”“书香社区”
“书香家庭”等读书体会和工作经验。永州市

公安局、永州市映山小学、永州市建行和优
秀阅读推广人代表，分享了他们的阅读故事
和阅读心得， 并向全市发出全民阅读倡议。
省作家协会副主席、湖南日报教科文卫新闻
中心执行主任兼《湘江周刊》主编龚旭东与
大家分享了读书心得：“多阅读经典，并且反
复阅读……”

大家纷纷表示， 要让读书成为习惯，
让学习成为享受， 努力营造崇尚书香、终
身学习的良好风气。

市州、县市区党政领导谈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湖南省教育督导委员会办公室主办

多措并举 攻坚克难
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

唱响主旋律 同叙家国情
音乐纪录片《时光的旋律》（第二季）昨晚收官

科教前沿

� � � �抗体偶联药物被誉为抗肿瘤药物中的“智能生物导弹”，其弹头的威力大小
直接关乎疗效。 中南大学段燕文教授团队历经20多年研究取得新突破———

从海洋菌种里找到抗癌药“核弹头”

全省结核病防治工作者“大比武”
3人获“湖南省五一劳动奖章”称号

永州举行全民阅读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