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坝头村曾经的村道，是修建于 1958年
的盘山路。山路十八弯，不免暗藏交通隐
患，同时，蜿蜒盘旋的山道将 3个村庄完全
割裂开来。

刚到任的郭梅峰，便下定决心一定要修
好这条路。

修路，不仅是郭梅峰的想法，也是坝头
村村民长久以来的愿望。但修路又是一项
复杂的工程，牵扯到方方面面，个中滋味，如
人饮水。这条才2.19公里的路，整整修了一
年之久，中间经历了诸多酸甜苦辣。

修路过程中，最让郭梅峰头痛的是，由
于个别村民的不理解，征地工作一度停滞不
前。为了尽快打通修路“卡脖子”路段，他和
村两委成员登门入户做村民思想工作。最
终，村民同意拆掉自家堆放杂物的灰楼，为
修路让道。

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村民纷纷为这条
达到三级公路标准的村道捐款，加上郭梅峰
争取到的多项补助款项，共筹集到 1000万
元资金，保障了连村路的顺利建成。从此，
一条连村路连起了三个被分割的自然村。

连村路完工不久，一条产业道旋即建
成，像一条玉带，缠绕在坝头民族村的山
间。产业道边上的土地经过平整，村里的农
业合作社打算全部用来种植当地一种畅销
水果——八月瓜。寿宁县南阳镇坝头民族
村党支部书记张高宋介绍：“八月瓜去年产
生的效益非常好，大概一亩地两万多元收
益，去年供不应求。”

产业路的修建，像是给村民一剂定心
丸，让村民更有信心发展农村产业。建葡萄
园、养石鳞、养小龙虾、养光鱼，村里几百亩
闲置的良田从抛荒的状态被解放出来。

郭梅峰说：“修建这几条路的过程中看
到村民思想转变，自己的人生价值也在为村
民做实事上得到实现和提升。”坝头村 2018
年实现脱贫“摘帽”，2019年人均年收入约
15200 元，2020 年村集体收入预计达 23 万
元，还荣获“福建省乡村振兴试点村”“福建
省乡村治理示范村”“福建省少数民族乡村
振兴示范村培育名录”等多项称号。

驻村 3 年来，郭梅峰共争取建设资金

2400万元，建设了沿溪连村路、坝头产业道、
金鸡山登山道，实施了路灯亮化、污水改造等
52个民生项目，使坝头村蝶变成一个“望得
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美丽畲村。

距离坝头村 24公里的大熟村，同样因
为修路而蝶变。

王道荣是福建省委组织部派驻宁德市
寿宁县大熟村的第一书记。在村里的每一
天，他都喜欢到沿溪路走一走。修建这条
1.1公里长、11米宽的沿溪路花费了他大量
心血。

大熟村是寿宁县少有的高山盆地，良田
数千亩，又毗邻寿宁县重要饮用水源——西
山水库，因此得名“田园大熟”，是寿宁县水
源保护地。

而正是这个水源保护地，给王道荣出了
一道难题。做农业生产不能施肥、打农药，养
殖业不能发展，城关的群众觉得大熟村民没
有把水源保护好。当时民间有一句俗语说，
城关的群众是喝着大熟村民洗脚水长大的。

王道荣了解到，因为水源地保护问题，
大熟村干群关系一直比较紧张。于是，驻村
伊始他就往县里、省里跑，筹措资金、规划项
目……一头扎进污水处理项目中。

快马加鞭之下，耗资 400多万元、日处
理量 200吨，宁德市第一座处理能级达到一
级A的村级生活污水处理站建成了。

然而，村民并不买账。王道荣清楚，村
民盼望着能够顺着污水管网铺设的路线，修
建一条沿溪路。计划修这条路之前，已经经
历了两届村两委，五六年过去了，始终没法
完成征地工作。

为了做好群众工作，王道荣走村入户 3
个多月，终于让所有涉及征地的村民认可了
村两委的拆迁方案。

在王道荣和村民共同努力下，1.1公里
的沿溪路以不到 160万元的低成本高标准
建成，节约造价近百万元，如今沿溪路成了
大熟村民的一个休闲去处，来此散步的人络
绎不绝。

路修成了，村里的工作也顺了起来，群
众们都支持。这也体现在大熟村修的另一
条通往仙岩景区的道路上。

仙岩路，长7公里，设计宽6.5米，需大量
开挖山体，经测算，需要耗资2700多万元。

上马这样一个庞大的工程，县级部门尚
且三思，王道荣却信心满满。原来，仙岩景
区地处福建和浙江交界处，每年 5月十里山
谷的杜鹃花盛开时，大量游客前来赏花。

无奈大熟村通往景区的道路狭小崎岖，
无法行车，即使是福建本省游客也要绕道浙
江前往景区。

“走浙江的路，吃浙江的农家乐，过浙江
的旅游节，来看我们福建的景区。而我们只
剩下打扫景区卫生了。”当地人如此自嘲。

修通通往景区的道路，成为当地人多年
来的殷切期盼，也成为当地发展旅游的关键
一环。

众人同心其利断金，大熟村干部群众的
合力很快形成。仙岩路征地标准以低于乡
里一半的标准通过，节省了 60多万元征地
补偿款。

通过王道荣的努力，在相关手续的报批
过程中，仙岩路项目也得到了省林业局等多
个省直单位的支持，省发改委重点办还专门
召开项目协调会。

寿宁县农业农村局局长、原寿宁县大安
乡党委书记王明峰说：“仅仅用 6个月时间，
400多万元的投资，硬生生地在悬崖峭壁上
凿开了一条天路。这个为大熟村今后实现
村旅、农旅的结合奠定了坚实基础。”

沿溪路建成，仙岩路项目顺利上马，让
王道荣由衷感到高兴，而更让他欣慰的是，
如今大熟村的干群关系越来越融洽了。

大熟村 2018年实现全村建档立卡贫困
人口全部脱贫，2020年人均年收入约 15100
元，村集体收入达25万元，曾获“福建省民主
法制示范村”“福建省森林村庄”“寿宁县先进
基层党组织”等荣誉。

3年多来，王道荣共争取各项资金 3200
多万元，建成处理能力达到一级A的村级污
水处理站，从根本上解决寿宁县水源地的保
护问题；建成宽 6.5米以上的旅游公路 8公
里，并配套完善农田水利、亮化、监控等基础
设施，为大熟村的振兴打下坚实基础。

（时代先锋微信公众号）

“在祖国搞研究，才是我的追求”

1934 年 10 月，徐洵出生于福建省建
瓯市。家中兄妹 6人，徐洵年纪最小。父
亲是一位中学教师，全家仅靠父亲微薄
的收入维持生计。中学时代，恰逢抗战
胜利初期，局势动荡，徐洵凭借坚强的毅
力，自学了大部分课程。中学毕业后，徐
洵以华东地区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被中国
医科大学录取。当时，中国医科大学名
师云集，他们深厚的学术素养、严谨的治
学理念、平易近人的待人态度、低调的处
事风格，深深影响了徐洵，让她至今心怀
感激。

在中国医科大学，徐洵敲开了“科学
殿堂”之门。1957年，徐洵大学毕业后，担
任中国医科大学教研室助教，从事酶的活
性在代谢调控中所起的作用研究。1978
年，徐洵调入中国科技大学生物系，这成
为她科研生涯的转折点。

3年后，徐洵作为中国科技大学生物
系代表到美国 10多所著名高校进行学习
交流。这次访问，让徐洵遇到了科研道路
上一位重要的良师益友杜立德（美国加州
大学圣迭戈分校生物化学教授）。随后，
杜立德两度邀请徐洵前往美国访学。在
美国学习交流期间，徐洵利用DNA重组
技术从海洋无脊椎动物体内首次克隆到
高等动物重要功能蛋白的原始基因，在该
蛋白质的进化上有了新发现，解决了分子
进化中生物学多年悬而未决的难题。

徐洵的成功引起了美国众多科研机
构的关注，纷纷向其发出邀请。国外优越
的工作环境、先进的技术基础和仪器设

备，对科研工作者来说是难得的机会，但
徐洵有着自己的答案。“美国终究不是自
己的国家，在祖国搞研究，才是我的追
求。”徐洵说。

“只要全身心投入，一定会有收获”

1990年底，徐洵千里迢迢回到祖国。
在国外从事海洋生物研究的这段经历，让
她深刻认识到国内海洋生物学研究与国
际一流水平的巨大差距。自此，她将目光
转向用国际先进的基因工程技术解决我
国海洋产业面临的实际问题上。此后，徐
洵来到海洋三所从事海洋生物学研究，开
启了她科研生涯的新篇章。

20世纪 90年代初，我国毛蚶污染问
题造成甲型肝炎流行，徐洵领导的课题组
建立了海洋环境中贝类受甲肝病毒污染
的快速检测技术，成功解决了甲肝病毒检
测难题，使检测时间由原来常规方法的
6～8周缩短到1天。

徐洵说：“我相信，做任何事只要全身
心投入、认真执着、坚持不懈，就一定会有
收获。”彼时，对虾病害是水产养殖业面临
的重大难题，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由
徐洵领导的实验小组于 1999年在国际上
率先完成了困扰对虾养殖业多年的病原
研究——对虾白斑杆状病毒的基因组全
序列测定，有效提高了我国对虾病毒研究
水平。该研究成果于1999年、2000年被评
为我国“十大基础研究新闻”和“十大科技
新闻”。在此基础上，研究团队还建立了
对虾白斑杆状病毒基因检测技术，并应用
于我国东南沿海对虾养殖区。同时，徐洵
带领研究团队还完成了“对虾天然免疫的

分子基础”研究，首次从抗病对虾组织中
发现了一批具有抗病毒作用的对虾免疫
相关基因，初步揭示了对虾免疫作用的特
点。这些研究成果有助于进一步了解对
虾免疫抗病的分子机理，为对虾病害防治
提供了新途径。

此外，在徐洵的指导下，科研团队还
成功克隆了鱼的生长激素基因，构建了我
国第一个拥有知识产权的高效表达基因
工程菌，促使鱼类快速生长。

“培育海洋人才，我义不容辞”

在海洋三所，有一个大藏量、多种类
的微生物“银行”——中国大洋微生物菌
种库。库藏近 2600份大洋生物样品、2.6
万株海洋微生物菌种，面向全国开放共
享，为深海微生物研究与开发提供重要的
深海微生物样品。

自 20世纪 90年代初，徐洵积极推动
我国深海大洋生物资源研究与开发工
作。当时，国内海洋生物技术落后、资源
和人力严重匮乏，她四处奔走、筹集经费、
购置仪器……功夫不负有心人，海洋基因
工程实验室得以顺利创建，成为我国第一
个从事深海基因资源研发的实验室。随
后，海洋微生物菌种保藏中心、中国大洋
深海生物及其基因资源研究开发中心先
后建立。目前，该实验室的深海微生物菌
种库，成为我国深海生命科学，特别是深
海微生物学与深海基因资源开发利用的
重要力量，在我国深海生物学研究、深海
生物资源开发利用和生物多样性保护方
面起到了引领作用，为我国海洋基因资源
权益维护提供了有力支撑。

徐洵说：
“ 在 有 生 之
年 ，为 培 育
海洋人才方
面尽一点力
量 ，是 我 义
不容辞的责
任 。”如 今 ，
徐洵创建的海洋基因工程实验室被评
为自然资源部海洋生物遗传资源重点
实验室，一大批海洋人才脱颖而出。一
方面，她积极倡导和组织开展学术交流
活动，拓展科技人员的视野和思路。另
一方面，她鼓励和帮助新引进人才申请
科研项目，压担子、促成长。在她的悉
心培育下，该实验室现已成为拥有 40多
名高学历、高职称科研人员的创新团
队。其中，3 名科技人员获得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

“深海海底，将是地球的‘新世界’”

深海微生物因生存环境极端特殊，在
生命演化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多样性和
代谢机制，嗜冷、嗜压、嗜热、嗜碱以及抗
重金属等极端微生物资源丰富，是新结构
天然活性物质的重要来源。目前，深海极
端微生物在医药卫生、生物技术等领域展
现出巨大的发展潜力，开展深海生物基因
资源勘探和研究成为国际科学研究前沿
和热点。

自2000年以来，徐洵指导科研团队开
创了我国深海生物基因资源研究开发的
新领域，开展了对海洋生物，特别是深海
极端微生物的筛选和分子生物学研究、极

端酶的克隆表达和适应性等研究。
“随着新技术发展，人类已经认识到

深海蕴藏着巨大的‘宝藏’。从科学意义
上看，挖掘海洋生物资源有助于探寻全
新的物种和生命机制。同时，海洋生物
作为理想的药物和工业材料来源，具有
十分可观的潜在经济价值。”徐洵说，“至
今，人类探测的深海海底面积只占全球
深海的 10%，却已经展现出非常好的发展
前景。可以说，深海海底，将是地球的一
个‘新世界’”。

在徐洵看来，人类对海洋生物资源的
开发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还存在一些
薄弱环节。例如，缺少配套的采样设备，
很难探寻到高保真、高质量的深海生物样
品，深海采样工具与生物培养设备对接技
术尚不成熟，实验室模拟培养设备和船载
培养设备还需进一步完善，缺乏深海原位
微生物富集系统等。

“当前，深海生物资源开发利用迎来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徐洵认为，在我
国海洋生物科技资源获取困难、总量不足

的情况下，应当鼓励研发科技资源，特别

是生物样品资源合理共享，提高科技研发
的专业化和规范化水平。
（转自《中国自然资源报》记者：兰圣伟）

致力于求解深海生物之谜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徐洵

从小时候开始，烹饪就是简冰倩最大的爱好。凭着
这股热情，2016年她踏入集美职业技术学校，开始系统专
业地学习烹饪技巧。那时的她可能想不到，4年之后她能
代表福建省参加全国技能大赛，并且取得全国第五的成
绩。这一切，都是她一步一个脚印走出来的。

刚入学时，她偶然得知学校有一个西餐烹饪的实训
小组，对于组员的选拔非常严格，必须具备一定水平的基
本功。“当时我十分向往成为其中的一员，可转念一想才
入学的我，连拿着雕刻刀削橄榄的手都是微微颤抖的，进
入小组简直就是天方夜谭呐！”可当简冰倩看到学长学姐
穿着厨师服全神贯注训练时，她的内心被深深地触动了。

从那时起，无论是上实操课还是放学时间，简冰倩都
泡在实训室里练习基本刀工。慢慢地，她积累了一些必
备的基本功，当老师在挑选实训组员时成功入选，成为梦
寐以求的实训小组中的一员。

进入实训小组后，每天都是重复地训练与职业院校
比赛相关的三道基本西餐菜肴，刚开始觉得重复枯燥，也
曾想过放弃。这时厦门市集美职业技术学校校长杜志忠
老师给她讲述了日本寿司大神小野二郎的故事，他的这
种在日复一日的重复工作中，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深深
地打动和鼓舞了简冰倩。她立志向小野二郎学习，给自
己设定高标准目标，更加刻苦地钻研专业技能。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不断的训练中，简冰倩掌握了优
秀的基本功，也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这些都为她参加第46
届世界技能大赛厦门市选拔赛并以第一名的成绩入围省
赛奠定了基础。

从市选拔赛成绩公布后接到省选拔赛的通知到正式
比赛只有一周时间，好在之前的训练及比赛打下的基础
让她更有底气。在短暂的准备时间里，简冰倩每天专注
训练省赛的规定菜肴，时常练到废寝忘食，有时已然过了
十几个小时，而她身在其中浑然不觉。

时如逝水，一周时间转眼不见，比赛的前一天她准备
到凌晨两点，却全身透着一股兴奋劲，浑然不觉累。经过
拼尽全力的 11个小时比拼，她最终取得不错的成绩，以
第一名的成绩赢得国赛入场券。

全国选拔赛又是全新的考验，面对新的高度与难度，简冰倩付出了加
倍的汗水。当训练过程中菜肴在一遍遍调整下还是有误时，面对老师与教
练的不断纠正，在紧迫的时间与比赛难度的双重压力下，她也曾濒临崩溃，
也会大哭一场，而后又重新调整情绪，调试新的配方、纠正手法上的错误，
继续投入到紧张的比赛准备中。

“比赛不是终点，每一次比赛都是一次新的成长，在比赛中不断地发现
问题、完善自我，不断取长补短，然后以更加优秀的自己去面对未来更高强
度的比赛，这才是我努力的目标。”进入国家集训之后，简冰倩将与全国各
地顶尖的高手切磋厨艺，期待中带着忐忑，但她不会退缩：“能站在这样的
平台是我人生重要的经历，我感恩学校，感恩老师，我会尽全力为学校、为
老师、更为我自己奋力一搏。” （福建人社微信公众号）

“谁能夺得深海生物资源开发先机，谁就能推动经济快速发展。”中国工程院院士、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研究员徐

洵说。深海具有丰富的生物多样性，深海水体、沉积物、海底平原、海沟、冷泉、海山等构成了特殊的生态系统，是巨大的生物

基因资源宝库。多年来，徐洵专注海洋生物基因工程研究，带领科研团队创下了多个第一：利用DNA重组技术首次在海洋低等

生物中发现人功能蛋白的原始基因，创建了我国第一个海洋基因工程实验室，构建了我国第一个拥有知识产权的海洋基因工

程菌，率先破解了严重危害对虾养殖业的对虾白斑病病毒基因组密码……

脱贫致富路带给乡村美丽蝶变
——记福建省委组织部派驻寿宁县坝头民族村第一书记郭梅峰、大熟村党支部第一书记王道荣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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