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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略海洋 走向富强的必由之路BB

深化认识 海洋富饶且未充分开发AA

广州增城有没有海？答案可能让你非常意外。近日，由广州市

科技局、广东科学中心、羊城晚报社联合主办的珠江科学大讲堂第

90讲，邀请广东著名水产技术推广专家、教授级高级工程师姚国

成，带来“保护海洋 清洁海洋”的专业科普讲座。

7000年前
广州增城是一片海

文/图 羊城晚报记者 李钢

姚国成说，人类对海洋战略
地位及其价值的认识，是一个不

断深化的过程。这个过程随着海洋研究、开
发和保护事业的发展，不断深化、不断发
展。纵观漫长的历史过程，人类对海洋及其
价值的认识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十五世纪以
前，海洋有鱼盐之利和舟楫之便；十五世纪
至二十世纪初期，海洋是世界交通的重要通
道；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至二十世纪八十年
代，海洋是人类生存的重要空间；1992年的
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认为，海洋是人类生命
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持续发展的宝
贵财富。

姚国成介绍说，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
展大会的这个认识中包含了许多新的认
识：海洋是地球环境的调节器，人类生存环
境的许多因素都受海洋影响或制约，海洋
是人类生命支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海

洋中不但有目前已经被利用的各种资源，
还有许多未被发现或尚未开发的潜在战略
资源，这是支持人类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

姚国成说，海洋富饶而未充分开发，
海洋的价值尚未被充分认识。研究、开发
利用海洋的实践还在发展，人类对海洋价
值的认识也会继续深化。到目前为止，可
以把海洋的价值归结为以下几个方面：海
洋经济价值（海洋资源价值）、海洋军事价
值、海洋科研价值、海洋生态价值。

据介绍，2008 年 12 月 5日，第 63届
联合国大会通过第 111 号决议，决定自
2009年起，每年的6月 8日为“世界海洋
日”。联合国希望世界各国都能借此机
会关注人类赖以生存的海洋，体味海洋
自身所蕴含的丰富价值，同时也审视全
球性污染和鱼类资源过度消耗等问题给
海洋环境和海洋生物带来的不利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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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国成说，海洋是地球最大
的生物圈，为数十亿人提供蛋白
质；海洋渔业为全球提供了 5700
万个工作岗位；海洋吸收了地球
上约 25%的二氧化碳排放，是人
类面对全球变暖挑战最大的盟友
之一。然而，长久以来，人类并未
友善地对待海洋这位朋友，海洋
环境退化和生态破坏的速度加
快。2020 年，约有 15.6 亿个口罩
被丢入海洋，这需要 450 年的时
间分解。

因此，在2021年 4月，联合国

粮农组织、国际海事组织及 30个
国家共同发起“全球垃圾治理伙
伴关系项目”，携手解决海洋垃圾
问题。国际海事组织还呼吁大家
遵守相关国际公约，比如禁止从
船舶上向海洋丢弃塑料制品等。

中国也积极参与海洋保护国
际合作，已同葡萄牙、欧盟、塞舌
尔等建立蓝色伙伴关系，在蓝色
经济、海洋环境保护、防灾减灾、
海洋科技等领域加强协调和协
作，共同推动全球海洋治理体系
不断完善。

积极参与 中国与国际合作保护海洋CC

广州的增城有海么？姚国成
说，在广州增城区新塘镇群星村
西侧有一个海蚀洞，这是中国大
陆规模最大的海蚀洞遗址，也是
广东发现的最深的海蚀洞，是广
州地区沧海桑田巨变的重要物
证。据考证，7000 多年前，这里
还是古海，该洞是海底沉积凝成
的巨石，不断受海水冲刷，红色砂
岩和砾岩被冲蚀成洞巷。

2017年12月12日，广东省政
府新闻办举行《广东省海岸带综合
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新闻发布
会，规划将广州、深圳建设成为全
球海洋中心城市，将珠海、汕头、湛

江建设成为区域性海洋中心城市，
打造一批海洋特色小镇和特色渔
村，初步建成蓝色优质生活圈。

在海洋水产方面，2020年，广
东以875.81万吨的总产量，再次跃
居全国第一。广东濒临南海，海岸
线长，海域辽阔，滩涂广布，岛屿众
多，港湾优越。广东水产资源丰
富，分布于广东省大陆架海域的鱼
类有1004种、虾类135种、头足类
73种；分布于大陆坡海域的鱼类
有200余种、虾类96种、头足类21
种。此外，还有蟹类、贝类、藻类
等。在江河生活的鱼类有 280余
种，其中纯淡水鱼类有180种。

见证历史 广州拥巨大海蚀洞遗址DD

姚国成说，中国要繁荣富
强，必须面向海洋，向海洋进军，
走经略海洋之路。中国是最早

开发海洋、利用海洋的国家，在人类文明
史上，曾经创造引人注目的辉煌业绩，写
下光辉的篇章。

姚国成介绍，早在 1.8 万年前，北京
周口店的山顶洞人已经将海洋贝壳作为
装饰品；在先秦时代，我们的祖先已开始
海耕，南疆史载有海洋农业“骆田”；公元
前六世纪，中国已有了舟师；春秋战国时
代，地处沿海的吴、越、齐、燕等诸国已经

“兴鱼盐之利，行舟楫之便”。
2000多年前，中国已开始构筑海上丝

绸之路。唐代，中国的远洋海轮抵达地中
海，开辟了世界上最长的海洋航道。400
多年前的先人已提出“经略海上”的战略
思想，然而，明代后期和清代决策者不采
纳“经略海洋”的战略。他们或是采取海
上消极防御的政策，或是实施禁海绝市的
封闭政策。姚国成直言：“中国近代百余
年来失去大片海域、陆地的丧权辱国历
史，便是缺失历史海洋地理教育、消极防
御、禁海封闭政策的必然结果。”

海洋专家呼吁
保护海洋、清洁海洋

姚国成向观众介绍海洋物产

23岁时，被诊断患上尿毒症；
29岁时，丈夫重病离世……虽然接
连遭遇重大打击，“90后”潮州姑娘
谢惜丹没有自暴自弃，始终乐观面
对生活。她勇敢登记成为器官捐
献者，主动回捐12万元善款，热心
参加公益演出，将爱与温暖传递给
大众。在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表
彰活动上，谢惜丹获得全国道德模
范提名奖（诚实守信）荣誉：“这些
都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最重要的是
能帮助有需要的人。”

痛失爱人
善款爱心再次传递

一张尿毒症的诊断单摆在青
春年少的谢惜丹面前，宛如晴天
霹雳。当时，年仅23岁的她不得
不靠透析维持生命，器官移植是
她活下去的唯一希望：“当时，我
也不知道自己能否等到合适的器
官，心里也很怕。”在排队等待器
官移植的过程中，她深入了解了
器官捐献相关知识及流程。2015
年，她做了一个令人敬佩的决定：
登记成为器官捐献志愿者。

谢惜丹没有被病魔吓倒，反而
顽强地与疾病作斗争。她进入演艺
行业，在舞台上表演小品、喜剧等节
目，努力赚钱治病。尽管承受着病
痛折磨，积极向上的谢惜丹选择把
欢乐带给观众，还成为潮语演艺大
赛《我来激笑》潮州赛区总冠军。

2018年1月，谢惜丹与同为尿
毒症患者的陈煜步入婚姻殿堂。
同年 8 月，在众多好心人的帮助
下，谢惜丹终于筹足手术费用，成
功完成肾移植手术。2019年，为
了让丈夫也能接受肾移植手术，夫
妻俩在网络平台发起募捐。短短
三天，他们共募集到20万元善款。

不幸的是，丈夫没有熬过手
术。爱人离世，谢惜丹强忍着悲痛

思量再三，决定将扣除医疗费用后
剩余的12万元回捐给社会：“是社
会的关爱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也
想延续这份大爱。”当时，谢惜丹需
要长期服药，生活也并不宽裕，但
她执意将2万元捐给了身陷困境
的尿毒症患者陆某，3万元捐给了
腿部残疾、生活拮据的江东镇井美
村居民刘某，4万元捐给4位病友，
剩余3万元则通过慈善组织捐赠。

热心公益
身体力行回馈社会

如今，谢惜丹依旧活跃在演
艺舞台上，有了自己的粉丝。与
此同时，谢惜丹经营着一家婚庆
策划店，工作忙碌又充实。她时
常感念社会给她的帮助，在力所
能及的情况下积极参加义演和公
益活动，还发动身边的亲戚朋友
一同行善。

一次，一位市民向谢惜丹求
助，原来这位市民的妹妹遇到较
大的困难，希望谢惜丹能让妹妹
重新树立对生活的信心。为此，
谢惜丹拍了一段视频，以自己的
亲身经历鼓励、开导她。该条视
频上传至网络后播放量超过百
万，令无数人动容。

2020年，谢惜丹被广东省委、
省政府授予“第七届广东省道德模
范”荣誉称号，同年入选“中国好人
榜”，2019年被广东省文明办评为

“广东好人”。

（上接 A2）

开启伟大复兴新篇章

“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
‘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
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
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
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
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
军。”2017年10月18日，习近平
总书记作党的十九大报告时郑
重表示。

承上启下、继往开来，是以
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肩
负的重大历史使命和历史责
任。

这是对历史和人民高度负
责的伟大实践——

党的十八大，提出到 2020
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
标。党的十九大，提出全面建
成小康社会进入决胜期。

锚定宏伟目标，以习近平
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四个
全面”战略布局中，将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置于引领地位，推动

“五位一体”全面进步。
锁定艰巨任务，打响脱贫

攻坚战，习近平总书记亲自上
阵，全党上下五级书记共抓扶
贫，25.5 万个驻村工作队挺进
一线，近200万名乡镇干部、数
百万村干部倾力奋战，取得全
面胜利。

中华大地上，9899 万农
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如期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千百年
来困扰中华民族的绝对贫困
问题历史性地画上句号，中
国人民孜孜以求的美好梦想
成为现实。

“经过全党全国各族人民
持续奋斗，我们实现了第一个
百年奋斗目标，在中华大地上
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2021
年7月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天
安门城楼上庄严宣告。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
征程上，一座新的里程碑巍然
矗立！

历史性的抵达，意味着又
一次伟大的出发。

这是立志千秋伟业的宏伟
擘画——

党的十九大明确了实现
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战略
安排，提出在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基础上，分两步走在
本世纪中叶建成富强民主文
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
化强国。

2020 年 10 月，党的十九
届五中全会召开，对开启全
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
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
目 标 进 军 的 第 一 个 五 年 和
2035 年远景目标，作出顶层
设计。

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
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绝不是
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
的，必须付出更为艰巨、更为艰
苦的努力。

“现在，中国共产党团结带
领中国人民又踏上了实现第二
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
路。”习近平总书记发出自信昂
扬的政治宣言书、接续奋斗的
时代动员令。

2021 年 5 月，习近平总书
记专题调研，谋划加快构建国
家水网：“水网建设起来，会是

中华民族在治水历程中又一个
世纪画卷，会载入千秋史册。”

两个月后，川藏铁路林芝
至拉萨段上，总书记研究西部
边疆铁路网建设时语重心长：

“全国的交通地图就像一幅画
啊，中国的中部、东部、东北地
区都是工笔画，西部留白太大
了，将来也要补几笔，把美丽中
国的交通勾画得更美。”

胸怀国之大者，着眼国之
大事。

从更加精准贯彻新发展理
念到积极构建新发展格局，从
实现高质量发展到创造高品质
生活，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到
扎实推动共同富裕……新征程
上，第一步迈出了新气象，迈出
了新成效。

笃志前行，虽远必达。
此时此刻，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
史进程，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
挡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前进
步伐。

我们的坚强领导不可撼
动，经过淬炼的中国共产党犹
如一块“整钢”，团结统一、健壮
强大前所未有。

我们的物质基础积厚成
势，中国经济动力更加强大，结
构持续优化，空间不断拓展，积
蓄了充足动能。

我们的制度保证更为巩
固，“中国之制”充分转化为国
家治理效能，实现“中国之治”。

我们的精神力量气势磅
礴，中国人民的信仰、信念、信
心坚若磐石，激发起巨大凝聚
力和向心力。

我们的光明道路愈发宽
广，中国国际地位和国际影响
力空前提升，时与势在我们这
边。

循大道，至万里。
这是中国式现代化道路、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世界贡献
——

到 2035 年，一个人口 10
多亿的东方大国进入现代化行
列，彻底改写人类现代化的世
界版图；

在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大国
基本实现现代化，将会终结现
代化就是西方化的历史标识，
为整个人类现代化提供全新的
选择。

2012年 11月，习近平总书
记参观《复兴之路》展览，抚今
追昔，饱含深情：“我以为，实现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就是中华
民族近代以来最伟大的梦想。”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一
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
代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
力。”

穿越百年历史烽烟，一代
代中国共产党人秉持初心使
命，前赴后继，不懈奋斗。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
志满怀信心向世人宣告：“我们
正在做我们的前人从来没有做
过的极其光荣伟大的事业。我
们的目的一定要达到。我们的
目的一定能够达到。”

新征程上，习近平总书记
的宣示愈发坚定而豪迈：“有
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有全
国各族人民的紧密团结，全面
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
目标一定能够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一定能够
实现！”

（新华社）

羊城晚报讯 记者孙唯报道：
11 月 8 日，广东省教育考试院宣
布，2022 年度民航在广东省招收
高中毕业生飞行学员报名将于
2021年11月下旬开始。

今年，民航在广东招生院校共5
所，分别是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中国
民航大学、中国民用航空飞行学院、
南京航空航天大学和北京理工大学
珠海学院。送培单位共4家，分别是
中国南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东
方航空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航空有限
责任公司、中国国际航空股份有限公
司。初定计划招185人。

其中，南航公司和国航公司要
求考生选考科目需为物理，其余选
考物理历史均可。除南京航空航天
大学对再选科目无限制外，其余高
校再选科目均需选择化学。外语语
种限英语，文化课总分需达到招飞
录取最低控制分数线，且不低于各
招生院校自行确定的总分和单科成
绩要求。报名者需为符合广东省普
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报名
条件的男性高中毕业生。符合报考
条件的学生在所属学校报名。

报考民航飞行技术专业的考
生，在向各招飞单位申请报名的同

时，必须登录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
“中国民用航空招飞信息系统”进
行注册、报名，并参加后续招飞选
拔工作。考生通过招飞系统中确
认并生成的“有效招飞申请”，将作
为考生填报飞行技术专业高考志
愿的依据。考生未在招飞系统确
认并生成“有效招飞申请”的，不得
填报飞行技术专业高考志愿。

值得注意的是，各招生院校飞
行技术专业均属提前批次录取。
由于今年民航在广东有4家送培公
司和5所招生院校进行招生，通过
高考前招飞选拔的考生必须根据

本人在“招飞系统”中填报确认的
“有效招飞申请”在广东高考志愿
系统提前批填报对应的招生院校
专业组和专业代码，即广东高考志
愿系统填报的志愿必须与“招飞系
统”的“有效招飞申请”一致，否则
不能录取。如提前批未能录取，不
影响考生报考后续其他批次普通
院校。投档时，省招办按合格考生
所填报的院校志愿进行投档，招生
院校按本校录取原则择优录取。
已被招生院校飞行技术专业录取
的考生，不再参加所报其他普通高
校志愿的录取。

民航在粤招飞
下旬开始报名
初定计划招185人

从最基层的测量员到钢结构建
筑施工领域顶级专家，39年来，陆
建新一直在建筑施工行业的最前
线。他带领团队，将中国超高层钢
结构施工技术推向世界一流水平。

陆建新回忆，1979 年，他离
开农村到南京读书，从工程测量
专业毕业后就到工地工作，一干
就是39年。这么多年来，他参建

工程总高度达3600余米，见证并
参与了中国超高层建筑从无到
有、中国建筑从 100 米级高度逐
步攀升至600米级世界高度的全
过程，开发了一系列国际领先或
先进的钢结构施工技术。

在 2019 年获得第七届全国
敬业奉献模范代表荣誉称号后，
近两年来，他牢记使命，继续努

力。2020年年初，新冠疫情突如
其来，陆建新带领团队用20天时
间建成了拥有 1000 张床位的高
标准应急医院，创下了新时代的

“深圳速度”：“我们要做服务人民
的人。近年来，我们更多地面向
大众，建设了一批批医院、学校、
人才住房、立体停车库，从‘建筑
高度’转变到‘建筑温度’。”

广东全国道德模范代表分享经历心得

我们生活在特别幸福的时代
日前，来自广东的张莹莹、赖宣治获得全国道德模范荣誉称号。11月8日，广州

举行全国道德模范代表访谈会，第八届全国助人为乐模范、深圳市雨燕残疾人关爱
事业发展中心主任张莹莹，第八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广州市花都区花东镇七星小
学副校长赖宣治，第七届全国敬业奉献模范代表、中建钢构有限公司华南大区总工
程师陆建新分享了他们的个人经历。

“诚信妻子”谢惜丹

替丈夫回捐12万元善款
羊城晚报记者 李焕坤

文/羊城晚报记者 鄢敏
图/受访者提供

谢惜丹

励志雨燕张莹莹：助残路上继续携手前行
四岁时，张莹莹因罹患小儿

麻痹症，双腿肌肉萎缩，行动不
便。这一症状伴随了她二十余
年，但在当晚的座谈会上，她美丽
大方、十分爱笑：“我经常跟团队
里其他残障的小伙伴说，我们生
活在一个特别幸福的时代，我们
要把自己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积
极乐观地融入社会！”

张莹莹所说的团队，正是她在
2016年创办的慈善组织——深圳
市雨燕残疾人关爱事业发展中

心。据悉，这个中心为残疾人提供
就业培训、心理辅导等服务，90%
以上的在岗员工是残疾人和残疾
儿童家属。短短几年，该机构共开
展残疾人就业创业技能培训150
余场，帮助2700多名残疾人上岗
就业，并孵化出一批残疾人创业企
业和社会组织，探索出一条适合残
疾人士就业的创新模式。

张莹莹表示，在残疾事业上
取得的进展来源于她个人和团队
的共同努力，更离不开政府与社

会的关爱。因为工作需要，如今
张莹莹常常往返于广深两地。“在
广州、深圳这两个开放、友爱的城
市里，年轻人总是能放手干自己
想干的事，自由度很高。”

张莹莹透露，过去三年，她和团
队在自闭症儿童领域上与香港、澳
门等地联动紧密：“身在粤港澳大湾
区内对我们正在开展的残疾人相关
公益事业非常有帮助。港澳有很多
研究这方面的医生、科研人员，我们
经常一起开研讨会，互相借鉴。”

造梦园丁赖宣治：体育点亮乡村孩子梦想

“体育可以让孩子树立自信
心，可以影响他们的人生。”座谈
会上，谈起自己在广州市花都区
花东镇七星小学坚守 11 年的原
因，赖宣治眼眶微红。

2010年，出身广东省信宜市怀
乡镇的赖宣治刚从武汉体育学院毕
业，怀着满腔热情来到七星小学，成
为该校开办55年以来第一个专职
体育教师。赖宣治回忆，当时的七
星小学以留守儿童和外来务工人员
子弟为主，办学条件差，校内体育场

地、运动器材非常缺乏。基于学校
硬件条件有限，赖宣治选择了跳绳
作为学校体育重点发展项目：“当时
就想，来了就好好干，但也没有想过
会待这么久。”

是一件事，让赖宣治决心留
下。赖宣治回忆，他教导的第一批
学生中有一个孩子，足足两年没有
和他说过一句话。结果，这名学生
从颁奖台上领取了跳绳奖牌后，主
动将奖牌挂在赖宣治的脖子上，并
说：“老师我很开心，谢谢你！”

那一刻触动了赖宣治。原
来，赖宣治本人也是留守儿童，曾
经自卑又叛逆。直到有一天，赖
宣治被学校体育老师看中，被点
名参加篮球比赛：“当我投入第一
个两分球时，教练和同学都跳起
来为我欢呼，那一刻我才知道，原
来我也是有优点的！”

结合自己的经历，赖宣治在岗
位上兢兢业业，先后培养出33名
世界跳绳冠军，打破11项世界跳
绳纪录，荣获奖牌超1000枚。

大国专家陆建新：建筑高度转向建筑温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