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记者走进东北师

范大学数学与统计学院，这里依然是一片忙

碌的景象。就是在这里，东北师范大学数学

与统计科研团队数十年如一日，继承和发扬

着“勤奋创新 为人师表”的校训精神，默默

坚守在科研和教学的第一线，取得了一项又

一项令人瞩目的成就。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团队成员史宁

中教授是改革开放后的首批公费留学博士

生。1989年，史宁中教授在日本九州大学理

学部拿到了博士学位。当时，在国外拿到博

士学位后直接留在海外工作的人比比皆是，

但史宁中教授毅然选择回到东北师范大学

任教。回国后，他带领团队开创性地将“约

束条件下的统计推断理论”引入国内，为统

计学在中国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在团

队里，和史宁中教授有着同样报国情怀的还

有发展中国家科学院院士白志东教授。

2001年，白志东教授接到东北师范大学的邀

请后，放弃了国外优越的科研条件和优厚待

遇，来到了东北师范大学。如今，尽管身体

状况很差，但75岁的白志东教授仍然工作在

教育科研第一线，坚持每天与学生讨论问

题，指导青年教师的教学与科研，学生们亲

切地称他为“白爷爷”……

老一辈科学家扎根吉林，淡泊名利，甘

于奉献，这些事迹给整个团队打下深深的精

神印记，鼓舞和激励着每一个后来人。近年

来，团队在推进国家基础教育事业发展、科

研成果转化、社会服务工作等方面取得了不

少成绩。多年来，团队持续对国家教师教育

与基础教育的重大问题开展研究。史宁中

教授为主要负责人，先后为国家制定了《中

学教师专业标准》《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

准》《高中数学课程标准》；团体成员高夯教

授作为主要负责人为国家制定了《高中教师

资格考试标准》。此外，史宁中教授主持的

“中小学师资培训”项目获批国家科技支撑

项目，高夯教授为主要完成人的《U-G-S的教

师教育模式的实践与探索》获2014年国家教

学成果奖一等奖、2013年吉林省教学成果奖

特等奖。

多年来，团队十分注重科研成果的转

化，积极开展社会服务工作。团队参与服务

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承接涉及国家安全

的项目，与北京应用物理与计算数学研究所

一道开展《雷达数据分析算法与软件系统研

制》研究， (下转第四版)

甘为人梯的师者之师
——记东北师范大学数学与统计科研团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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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6月6日电（记者李

忠发）国家主席习近平6日在人民大

会堂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热恩别科

夫举行会谈。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

立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翻开两国

友好合作新篇章。

习近平欢迎热恩别科夫对中国

进行国事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

青岛峰会。习近平强调，中吉两国建

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是两国关系史

上又一件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事，为

两国关系发展注入了新的动力。站

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中方愿同吉方一

道，弘扬两国世代友好精神，致力于

发展全方位友好合作，共同奋斗实现

发展振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

习近平指出，吉尔吉斯斯坦是最

早支持和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国

家之一。中方愿同吉方开拓思路，挖

掘潜力，推动双方合作不断迈上新台

阶。要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和政策协

调，寻找更多利益交汇点和增长点，

共同规划好两国合作重点领域和项

目，要扩大经贸投资，加快推动大项

目合作；要扩大人文和地方合作，增

进睦邻友好；要提升安全合作水平，

打击“三股势力”和跨国有组织犯罪。

习近平高度评价吉尔吉斯斯坦

对中国担任上海合作组织主席国工

作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中方愿与吉

方共同努力，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沿着

健康稳定轨道向前发展。

热恩别科夫表示，吉方钦佩中国

经济社会发展成就，感谢中方长期以

来给予的宝贵帮助。今天吉中建立

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下转第四版)

习近平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举行会谈
两国元首一致同意建立中吉全面战略伙伴关系

在突如其来的自然灾害

面前，谁是群众心中那颗“定

盘”的星？

在脱贫致富奔小康的路

上，谁是群众前面那颗“领航”

的星？

在“红色基因”的传承中，

谁是那颗点燃“红色火种”的

星？

在吉林东北部的一角，每

一个村部里，都飘扬着一面鲜

艳的五星红旗，屋顶都架着一

颗闪闪的红星。“白天红旗飘

飘，夜晚红星闪闪”，这旗帜、

这红星，不仅飘扬在村部上

空，更闪耀在群众心里。

这里是汪清。

用红星做指引，通过实施

星级创建活动提升基层组织

组织力，把基层党组织锻造成

最坚固的战斗堡垒，让党员干

部成为群众最信任的亲密家

人——这就是汪清的“方案”

与“答案”。

“有红星的地方就是

最安全的地方！”

——这是夜空中最亮的星

“转移，朝着红星的方向

走！”

去年7月19日，一场暴雨

突袭汪清。20日22时，鸡冠乡

影壁村河水已超出警戒水位，

村两侧大坝面临决口危险。

当村主任孙清团第四次来到

河北小桥这个易发洪涝处时，

他当机立断，马上转移群众。

“后河坝马上开口了，大家赶

紧转移到村部！”村干部、乡包

村干部、扶贫驻村干部挨家敲

门，逐户拽人，在反复劝离和动员下，全村近千人快速行动，不到

1个小时，所有人全部转移到安全地带。当时，村里有30多名外

来务工人员，对村里地形不熟悉，加上夜黑雨大，不知道该往哪

儿走。孙清团指着村部上空一闪一闪的红星大声喊：“往红星的

方向走！有红星的地方就是安全的地方！”

人员安全转移后，洪水刹那间冲进村庄，冲毁了靠近河坝的

房屋、院落、栅栏……

2016年，为了加强农村基层组织阵地建设，汪清县投资

9360万元新建了85个村部，改造升级了115个老村部，每个村

部都统一设计了“红旗红星”的村部标识。“白天红旗飘飘，夜晚

红星闪闪”成为所有村部的“标配”。就在这场百年不遇的洪灾

面前，村部上空的红星成了群众心中的“定盘星”。

群众安全了，党员和村干部却留在了最危险的一线。53岁

的党员席德民在洪水中一站就是20个小时，垒沙袋、背木桩；暴

雨中，党员李国林跳入湍急的水流，冒着危险，指挥钩机作业，对

大坝进行填土加固……

“是不是党员平时不一定能看出来，但关键时刻党员真能站

出来！我们一看，就知道谁是党员。”鸡冠村80岁的村民马祥增

回忆起去年的那场洪水，为所有党员竖起了大拇指。

“说得好不如干得好，老百姓都看着呢，我们能不冲在前面

吗？”村党支部书记张喜海说得实在。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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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刘巍）6月5日至6日，省政

协主席江泽林到通化市调研脱贫攻坚工作。

江泽林先后到通化县砬子沟村、柳河

县马鹿村、三源浦镇，深入到田间地头实

地考察贝母种植扶贫项目、25兆瓦光伏电

站扶贫项目，详细了解扶贫项目市场行

情、销售和产业发展带动扶贫等情况，并

来到贫困户、脱贫户、边缘户和富裕户等

四类百姓家中与他们亲切交流，详细询问

他们的基本情况、家庭收支、实际困难和

社会保障情况，并鼓励他们坚定脱贫致富

信心，相信在大家的帮助下日子一定会越

来越好。

调研中，江泽林在柳河县主持召开通化

市扶贫工作座谈会，听取相关工作情况汇

报，与有关负责同志座谈交流。江泽林指

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扶贫开发

重要战略思想，不折不扣贯彻党中央重大决

策和省委要求，确保如期完成脱贫攻坚目标

任务。要聚焦“两不愁三保障”核心目标，集

中优势力量攻坚,深入推进医疗保障、教育

扶贫、低保等重点工作,在突出抓好因病因

残因学致贫问题的同时,注重发现和解决新

问题。要建立脱贫长效机制,在深入实施乡

村振兴战略、大力推进产业扶贫与乡村振兴

有效结合，壮大集体经济，培育新型农民等

方面上下功夫。全省各级政协组织和广大

政协委员要切实承担起应有责任，更加积极

主动参与、服务和支持精准脱贫攻坚工作，

助力我省高质量打好打赢脱贫攻坚战。

调研中，江泽林还看望了通化市政协机

关干部。省政协秘书长肖模文参加活动。

江泽林到通化市调研

力促产业扶贫 高质量扎实推进脱贫攻坚

2018年是洮南市脱贫攻坚决胜年。自市委下发1号文

件开始，全市打响了“收官”之战。1号文件提出，“集中用力，

决战决胜”“与全国同步迈入小康社会”，同时明确了各部门

及各级领导的责任与具体任务。

进入4月，18个乡镇街道迎来第一次季考。4月9日至

19日，督察考核组进行随机定点抽查，不打招呼，直接进村入

户，在产业项目、政策落实、人居环境等六个方面进行考核打

分。16日至26日，巡察组在18个乡镇街道对群众满意度进

行了专项巡察。5月2日发布季考成绩，按照1号文件要求，

名次居前的三个乡镇分别得先进红旗，靠后的两个乡镇分别

得后进黄旗。次日，无论红旗黄旗，都挂在一把手办公室墙

上，压力瞬间被放大。

李鹏宇是向阳街道办事处主任，代理党工委书记主持工

作，5月份以来他异常忙碌。“这次考核暴露出的问题，必须马

上解决。”虽然这次没得黄旗，但有问题就有危险，所以他要

求所有干部“必须沉下去”。

向阳街道的主要问题是群众满意度偏低，“群众的意见

主要是自来水、危房改造等问题。”李鹏宇告诉记者，4月19

日的危房改造暨饮水安全工作推进会后，符合条件的危房全

部进行改造，饮水安全工程全面铺开。“这些工程都在进行

中，近期都能解决，但少数群众不了解情况，说明干群之间缺

少沟通。所以我们的干部不能再坐在办公室里，要深入到群

众中，帮他们解读政策，与他们交心。”

在万宝镇，5月3日开始全乡大扫除。“干部群众齐动手，

村村屯屯无死角”，镇党委副书记顾典文说。

万宝镇在这次考核中，位居前三，得到一面红旗，但村、

镇干部们仍有压力，“还是存在问题，如果不彻底解决，下次

可能丢掉红旗，甚至领到黄旗。”顾典文介绍说，近几年坚持

不懈的扶贫工作，让农民真正得到了实惠，贫困人口大幅下

降。物质文明提升的同时，精神文明需求随之而来，“之前我

们在环境整治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修村路，建文化广场，为农

户改造围墙，还种植大量果树等等。这次民意调查，有群众

提出环境卫生差。”5月9日记者采访时，大扫除还在进行中。

现有的贫困户能否在今年全部实现脱贫？顾典文对此

信心满满。“近几年经济发展很好， (下转第四版)

厚 积 薄 发 决 战 决 胜
——洮南市脱贫攻坚纪实

本报记者 史琳禾 马贺 王文辉

本报讯 吉林省商务厅原巡视员，原党组成员、副厅长韩英

珍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吉林省商务厅原巡视员

韩英珍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本报6月6日讯（记者缪友银）2018年高考将在6月7日上午

拉开大幕。今年我省高考报名人数为15万余人，比去年增加了

7000多人。全省共设59个考区，151个考点，3940个考场。全省

近3万人投入到高考保障工作中，目前各项工作都已准备就绪。

6月6日下午2时，近千名考生来到长春二实验中学考点验

考场。面对突如其来的暴雨天气，考点迅速启动应急预案，提前

让学生进入学校大厅进行检查，并准备了2辆客车供家长避

雨。雨势虽然迅猛，但在考务人员的指挥下，考点内外秩序井

然。考点主考李国荣说：“针对高考期间可能发生的特殊情况，

考点做好、做足了应急预案，保障高考顺利进行。目前考点内的

33个考场整洁干净，为防止考生中暑、晕厥等情况发生，医务室

里还贴心地准备了巧克力、藿香正气水等物品。”

各地招生部门对考生一旦出现的晕倒、需要喝水、遗失准考

证等突发事件详列出应急办法，以规范化管理、人性化服务营造

出了和谐的高考氛围。

全省考生今起高考

本报6月6日讯（记者黄鹭）今天，省委副书记、省长景俊海到

四平、辽源调研，沿河巡察、现场督战东辽河流域水污染治理。他

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

的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部署和巴音朝鲁书记要求，以壮士断腕

的决心和抓铁有痕的劲头，见措施、见行动、见效果，推进生态修复

工程，提高河水自净能力，有力有序有效治理东辽河流域水污染。

景俊海先后来到四平市梨树县郭家店镇污水处理厂和靠山

屯大桥排污口，现场考察生活污水处理情况。在辽源市东辽县

河清断面、新农大桥河岸、杨木水库湿地等处，景俊海沿河巡察，

看到污染整治工程相继开工，部分河段河水重归清澈，景俊海给

予肯定。他指出，要按照河流自然流向，科学布局污水处理厂，

确保处理厂正常运行。因地制宜建好林木隔离带、生态湿地等，

用生态方法治理水污染、修复水环境。

调研期间，景俊海召开座谈会，听取工作汇报。他强调，当

前，东辽河流域水污染治理任务依然十分艰巨，各相关地区和部

门必须恪尽职守，攻坚克难，坚决完成任务。一要提高站位，坚定

信心，坚决打好打赢东辽河流域污染整治攻坚战。下定决心，变

压力为动力，坚决啃下硬骨头。二要综合施策，标本兼治，确保治

理工作取得扎实成效。精准管控污染源头，严格项目建设标准。

推进生态补水工程，加大生态修复力度，抓好退耕还林、还草、还

湿、还河，提高水源涵养能力。坚持效果导向，完善工业污水、生

活污水、农业农村污水处理流程。三要压实责任，利剑高悬，推动

治理工作落实。各级河长要建立长效机制，解决实际问题。领导

小组要定期调度，搞好协调。各市县要担起主体责任，抓好落

实。完善激励机制，严肃追责问责。四要加强保障，加大力度，坚

决按时保质保量完成任务。强化群防群治，加强舆论宣传，深入

宣传好经验、好做法，曝光反面典型，营造良好社会氛围。

副省长侯淅珉、省政府秘书长彭永林，及省直有关部门、四

平市、辽源市、公主岭市负责同志参加活动。

景俊海到四平辽源调研时强调

以壮士断腕的决心和抓铁有痕的劲头
有力有序有效治理东辽河流域水污染

6 月 6日，省委

副书记、省长景俊海

到四平市、辽源市，

就东辽河流域治理

情况进行调研。

本报记者

邹乃硕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