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施泉江 通讯员
吴小敏 朱凌云）北京时间11月5日，在美国波士
顿举办的2019年度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大赛
（iGEM）全球总决赛落下帷幕，由国防科技大学
文理学院生物与化学系合成生物学研究团队指
导的参赛队伍“NUDT_CHINA”再次夺得大赛

金奖， 这是该校团队自2014年参加该项赛事以
来第五次斩获金奖。

据了解，该团队提交的参赛项目为“用于血
糖稳态调控的肝细胞工程化改造研究”。该项目
基于多种国际前沿的合成生物学顶尖技术，设
计了一条智能监测和调节血糖水平的基因线

路，在细胞平台上验证了该基因线路的有效性。
作为一种新型智能血糖控制策略，这项研究在2
型糖尿病治疗领域展现出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和
应用价值，为拓展合成生物学工具箱、丰富基因
调控手段做出了新的贡献。

目前， 国际遗传工程机器设计大赛是生物
学领域最高级别的国际性大学生科技竞赛，该
竞赛由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于2003年创办， 很快
发展为全球性的赛事， 本届竞赛吸引了来自全
球不同国家375支队伍注册参赛，数量比去年增
加10%。

国防科大学员在国际遗传工程
机器设计大赛中再获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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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11月8日讯 （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张明明 黄林键）今天，湖南师范大学第十九届
研究生“麓山论坛”迎来了诺贝尔奖得主、中国
科学院外籍院士弗里德·穆拉德，他以“一氧化
氮信息系统和新药研发”为主题，带来了一场别
开生面的学术报告会。

弗里德·穆拉德为1998年诺贝尔医学和生

理学奖得主、美国科学院院士、德克萨斯大学休
斯顿医学院教授、一氧化氮功能的发现者。此次
受中国工程院院士、 湖南师范大学生命科学院
院长印遇龙教授邀请前来。

报告会上，穆拉德教授介绍，一氧化氮是人
体内不可缺少的“健康信使”，人体内生成的一
氧化氮小分子可以穿透任何细胞、 到达任何组

织，既能保持血管清洁且通畅、减轻心脏负担，
还能对付细菌杀死多种病原体。 他分享了一氧
化氮的发现、 在医学上的运用以及一氧化氮在
治疗心脏等疾病的新药研发。现在，一氧化氮技
术的应用，可以有效改善心脑血管发病的状况。

据湖南师范大学副校长匡乐满介绍， 该校
印遇龙院士团队所研发的添加剂产品在国内畜
禽养殖企业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 他希望通过
此次学术交流，弗里德·穆拉德教授的团队能与
印遇龙院士动物肠道生态与健康国际联合实验
室开展合作， 共同推动一氧化氮在我国卫生和
畜牧领域的应用。

诺贝尔奖得主弗里德·穆拉德
“麓山论坛”讲学

湖南日报11月8日讯（记者 沙兆华）
“信息如水滴，舆论如河水，意识形态如
河堤。当前，网上意识形态工作面临着
严峻挑战，应该顺应互联网发展规律，
提高用网治网水平，在网上讲清中国
道理，讲好中国故事，走好网上的群
众路线。”今天，2019年度省直机关中
心组大课堂专题讲座上，中央网信办
网络社会工作局副局长易涤非作了
题为《信息网络化变革与意识形态工
作》辅导报告。

此次讲座由省直机关工委、省委网
信办联合举办。讲座中，易涤非介绍了
信息网络化深刻变革的社会背
景，阐明了信息、舆论与意识形态
的相互关系， 就如何进行网络空
间治理、维护国家政权安全、回应
社会关切等给出借鉴性的建议，
对做好意识形态工作有前瞻性思

考，也提出建设性意见。讲座结合理论
和实践，视野宽广、语言生动、案例丰
富，给人以启迪。

省直和中央驻长单位党组（党委）
中心组成员以及机关党委专职副书记
（党委办主任、 党群工作部部长） 共计
570余人聆听专题讲座。 听完讲座后，
大家纷纷表示将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
任制， 牢牢掌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
旗帜鲜明开展网上舆论斗争，让互联网
这个“最大变量”成为发展“最大增量”，
进一步巩固省直机关意识形态领域积
极健康向上的良好态势。

走好网上“群众路线”
筑牢意识形态“河堤”

省直机关中心组大课堂举行专题讲座

湖南日报记者 徐亚平 见习记者 张璇

11月7日，秋日暖阳洒满江南。岳
阳渔都码头迎来一批特别的客人，他
们是由人民日报社湖南分社社长杜
若原带领的8人记者团队及北京著名
词作家彭亮，为宣传、保护长江与江
豚而来。

长江水质好不好？ 江豚数量多不
多？带着问题，记者们跟随岳阳市江豚
保护协会巡逻队员江科明等，深入洞庭
湖、长江，从实地考察中找寻答案。

9时出发时，杜若原说：“今天，我们
做一回江豚协会的巡逻队员，做保护长
江、江豚的志愿者。”

队伍从渔都码头出发，去往君山区
华龙码头。“不知道会不会有江豚出没，
要是能看到就好了。” 人民日报社湖南
分社采编部主任何勇对第一次下洞庭
湖、长江满怀期待。到达三江口时，江科
明放慢船速，在水上生活30多年的他，
深知这里是江豚最有可能出现的地方。

“快看！江豚！两只！”杜若原发现江
豚跃出江面，大家循着他的手指方向望
去。

“这是江豚妈妈和宝宝一起出来迎
客了！” 大家欣喜若狂。 词作家彭亮感
叹：“在家看江豚视频与现场目击效果
完全不一样！”

让记者孙超欣喜的， 是岸边连绵
不绝的绿意。3年前， 他曾下洞庭、长
江采访岳阳市江豚保护协会志愿者，
写下通讯《守护洞庭湖的精灵》。如今

旧地重游，他坦言：“长江岸线的变化
太大了。”

随行的君山区委宣传部副部长王
吉平道出“添绿”的艰辛：“近年来，君山
高标准整治长江堤岸环境，对于已关停
的码头，确保堆场和砂石、路面全部清
除清理到位，需要复绿或恢复自然岸坡
地段已经全部复绿。”

杜若原抬头远望，若有所思。原来，
长江北岸正是他的家乡———湖北监利。
与湖南一样，湖北同样经历着从经济为
主到生态优先的转型之路的阵痛。

日前， 长江全面进入10年休养生
息期的消息引起热议。记者申智林与巡
逻队员徐立君展开讨论：“江若无鱼，何
以渔？自2003年以来，长江全流域实行
每年3个月的禁渔制度。 但实行更大范
围、 更长时间的10年全面禁渔势在必
行，必须给长江水生生物留出更多休养
生息的空间和时间。”

徐立君建言：“政府在严格禁渔的
同时，须对渔民转产进行帮扶。”

天香风露苍华冷， 云在青霄鹤归
来。长江江心出现一片绿洲，一群水鸟
翩翩起舞， 记者何静和王云娜欢喜不
已：“母亲河好美啊！”

一路上，记者们观看江豚保护协
会纪录片《江豚保卫战》，聆听该协会
举办的《“南海姑娘”的山河壮游》等
生态讲座。铭记习近平总书记“守护
好一江碧水”的殷殷嘱托，杜若原和
同事们更加坚定了践行使命的决心
和信心。

云在青霄鹤归来
———人民日报社湖南分社“守护一江碧水，

珍爱万千精灵”活动侧记

湖南日报记者 张颐佳

“这批农民，年底就能搬新房啦，我就跟我
要搬家一样高兴。”从杨兴高办公室的窗户就能
望见一片高楼， 这是已经落成的双河湾农民安
置房，年前将有4000多户安置农民拿到钥匙。

拆迁拆违号称“天下第一难事”，杨兴高参
加工作近20年， 先后担任了11个拆迁拆违项目
指挥长，拆迁面积达5000多亩,涉及1.2万余人，
全部实现高签约率、高腾房率，未发生一起恶性
矛盾纠纷。

其秘诀何在？ 长沙市洪山管理局党委副书
记、 开福区浏阳河街道党工委书记杨兴高摸摸
胸前的党徽说：“不管多烫手的山芋， 秉承着为
老百姓谋幸福的初心，定有冲破荆棘的办法。”

坚持民生与民心优先
1981年， 杨兴高出生于岳阳湘阴县的一个

农民家庭， 学工程预算的他2001年在长沙市金
霞经开区参加工作。

修路、 造预算、 跑工地……虽然晴天一身
灰，雨天一身泥，但他干劲十足。他习惯带一个
小本子，把修路沿线百姓的困难都记下来，再全
力找工程方，找单位帮忙解决。

2017年6月1日， 他履新浏阳河街道党工委
书记，摸清情况后，小本子上记下的第一件事便
是“最快让双河湾安置房交付使用”。

双河湾片区于2009年拆迁，原计划2年后可
首批安置，但由于土地、征拆各种原因，最早一
批拆迁群众已经漂泊了近10年。

“有位爹爹含着眼泪找到我说，这些年政府
的安置补贴一分没少我的，但我不想要钱，我真
想要个家。”杨兴高接过这个“烫手山芋”，一次
次走访拆迁户， 面对面与群众座谈，“我们就采
取挂图作战的方式，催工期、催进度、催配套，终
于完成了房屋竣工验收。”

杨兴高办公室从来不关门， 只要群众来了
他都笑脸相迎。在他的办公桌上，有一张街道特
殊困难群体帮扶表，共计123人。他说：“我经常
去看看他们，跟他们交流,对他们生活上多照顾，
以心换心,老百姓其实都很质朴、善良。”

坚持征地与优商并举
今年11月，在杨兴高的带领下，街道干部加

班加点、迎难而上，福元西路北侧439、156、395
三个地块1000亩土地3个月时间就拆迁完毕。

杨兴高说：“我们城区街道与园区不同，上
不了工业大项目， 但能以最快的效率把土地腾
挪出来，就为发展赢得了更大空间。”

近年来，万科、五矿、珠江等一批实业集团
纷纷选址浏阳河街道， 杨兴高的理念是地腾空
了，商户要留得住。

2018年11月， 沃尔玛长沙地区负责人刘石
炎走进杨兴高的办公室。

原来，沃尔玛2017年选址福元路，准备在长
沙开设第五家门店，万事俱备只待开业时，由于
开发商与施工方的矛盾，房屋验收久拖不决，沃
尔玛多次协调不成，每日损失数以万元计。

杨兴高得知后，立即向区委区政府打报告，
带队成立帮扶小组，政府多次召开“四方”协调

会，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验收，2018年12月6日,
沃尔玛超市顺利开业。

随后,街道为企业办了一桩桩实事，赢得了
街道商户的一片赞誉。2018年春节，沃尔玛还将
一面“帮扶企业解困局，亲清政商促发展”的锦
旗送到街道，说出了片区商户的心声。

坚持法度与温度并重
作为基层一线干部，面对复杂的社情民意，

杨兴高始终坚持法度与温度并重。
2015年，朝正垸一家饭店面临拆违，店主张

老板发誓要与饭店共存亡。 杨兴高没有退缩：
“你们房子没有规划、没有报建、没有手续，这样
的违法建筑一定要拆。”

了解到张老板是外地人， 杨兴高与十几位同
志一道更加耐心做工作， 翻出了所有签约户的档
案，并主动帮其找到过度安置房。凌晨3时，坚持了
近一天的张老板深受感动，终于拿起笔签字同意。

毛家垅社区曾友莲娭毑右腿残疾，2018年
当得知她的违章房要拆除时， 情绪激动四处上
访。杨兴高坚持“无情拆违、有情帮困”，联系区
民政部门进行帮扶， 并为曾娭毑装上了多年梦
寐以求的假肢；得知母子关系不和谐，杨兴高又
多次上门协调劝慰,架起了母子连心桥。如今，曾
友莲逢人便说：“党的好干部不计前嫌帮我，我
的生活更有盼头了。”

近几年，杨兴高先后被评为长沙市“两为”
干部、“新时代新担当新作为”干部。杨兴高说：

“我把青春、热血根植于基层，倾注于百姓，就是
对初心最好的坚守。”

不忘初心 牢记使命
———担当作为优秀干部

扎根基层守“初心”
———记长沙市洪山管理局党委副书记、开福区浏阳河街道党工委书记杨兴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