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刘斯：

为藏族孩子
点亮明灯

今年52岁的刘斯，是
福建省第八批援藏干部的
一员，也是这一批厦门援
藏干部中年纪最大的一
位。在来援藏之前，刘斯
是厦门信息学校的一名老
师，如今她承担着左贡县
教育局第一副局长的职
责，致力于推动左贡教育
水平的提高。“从 2008 年
第一次来西藏，我就深深
喜欢上了这个地方。”刘斯
说，“没想到八年之后，我
可以来帮助这里的孩子。”

为了尽快熟悉和掌
握左贡教育的整体情况，
刘斯与同事们深入学校调
研，为后续顺利开展工作
打下基础。根据左贡县教
育发展规划和师资队伍的
现状，她提出了建立教师
发展中心的思路和建议，
组织教师教学基本功比武
及中青年教师教学评比等
活动。“把他们的老师带动
起来，是最重要的，把老师
的造血功能带动起来，就
算我们离开这里，他们仍
然能够把教育发展起来，
这就是我们最大的愿望。”

左贡县中学有 24 个
教学班，根据教学要求，每
个班至少每周开设一节计
算机课程，而学校只有一
名计算机教师。得知情况
后，她主动要求无偿承担
该校信息技术课程的教学
工作，缓解了该校计算机
课程师资不足的压力。利
用业余时间，她还指导该
校学生参加昌都市首届中
小学生电脑制作比赛活
动，并获得昌都市第二名
的优异成绩。

能在西藏发挥自己
的热量，刘斯最感激的莫
过于自己的家人。为了
支持她援藏，需要做心脏
手术的丈夫，果断地支持
她完成自己的梦想。在
台湾读硕士的儿子也回
到家里，边做毕业设计，
边照顾父亲，以此能让母
亲安心工作。是家人的
理解，让刘斯更加坚定地
为援藏做出自己的一份
贡献，她希望在有限的时
间里，能给藏族的孩子点
亮一盏明灯。

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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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极元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在健康医疗大数据领

域从事产品研发的高科技企业，公司开发的高性能基因

计算与数据分析一体机是解决基因测序大数据分析瓶颈

的核心工具。2016 年 11 月 4 日，厦门极元公司在由“中

国生物信息云计算产业联盟”倡导发起的基因组云计算

技术开发者大会（GCTA）上，仅使用配有 4 块通用高性

能 GPU 的单台工作站，在 90 分钟内完成 55x 人类全基因

组数据分析，从而荣获该比赛二等奖（一等奖由多台电脑

并行计算的集群方案获得）和单机性能的第一名。

该方案使用一体机方案，利用 CPU 处理器与 GPU 处

理器的并行处理能力，以及高效的内存计算技术，实现了

在超高密度的计算资源和存储资源上基因测试数据分析

流程的高效率并行异构计算实现。与目前传统方案相

比，该方案在同等的硬件配置下，数据分析的速度提高了

20 倍，数据分析成本也减为仅仅 1 美元。并允许用户通

过“近源处理”的模式，在测序仪器侧对原始下机数据进

行直接处理，大大节省部署时间，同时缩短数据分析周

期，降低数据传输和处理成本。另外，该产品也允许用户

进行分布式云平台部署，通过云计算方式，实现快捷和高

效的基因测序数据服务。

首届GCTA风云挑战赛
厦门极元科技有限公司的基因测序数据处理一体机惊艳亮相

尊敬的特房·银溪墅府C2地块、C3地块项目各位业主：

您所购买的房产现已具备办理分户产权条

件，为方便各位业主，我公司拟协助业主办理分户

产权登记手续，现将有关事项告知如下：

一、代办具体时间如下：

集中办理时间：2016 年 11 月 29 日-2016 年

11 月 30 日，上午：9：00-下午 16：00

二、集中代办地点：

“特房·银溪墅府”项目销售中心

三、代收税费：

（一）契税：按照政府相关政策执行标准收取；

（二）土地登记费：100 元/套（住宅及车位）、

700 元/套（店面），房屋登记费：80 元/套（住宅及

车位）、550 元/套（店面），印花税：5 元/本，按合同

总额的万分之五收取(车位)，如业主多一人，每份

需多交工本费 15 元。

四、需提交的资料：

业主本人身份证（未成年人提供户口本）原件

及复印件、夫妻双方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

原件及复印件，结婚证原件及复印件（若未婚业主

则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户口本原件及复

印件；若离婚业主则需提供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

离婚证和离婚协议书或者离婚判决书原件及复印

件。）、《家庭住房情况查询证明》、一次性付款或者

已结清按揭贷款的业主还需提供《商品房买卖合

同》原件及复印件 1 份、《购房发票》原件。

咨询电话：0592-7085555、7613680

特此通知！

厦门特房滨海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2016年11月22日

产 权 办 理 通 知

特房·银溪墅府
交房通知

尊敬的特房·银溪墅府业主：
您所购买的银溪墅府 C2、C3 地块项目已具备交房

条件，我司定于 2016 年 11 月 29 日至 2016 年 11 月 30
日为具备合同约定收房资格的业主集中办理交房手续

（办理时间：上午 9:00 至下午 16：00）。本次交房手续
采取集中办理的方式，敬请您按上述约定的时间前来
办理相关手续。

一、交房手续办理地点：银溪墅府 C1 地块西侧店面
（现场营销中心西北侧）

二、各楼栋交房具体时间如下：
2016 年 11 月 29 日：C2 地块住宅及车位
2016 年 11 月 30 日：C3 地块住宅及车位
若您在上述时间未能前来办理，请您另行提前预

约时间办理。
交房手续所需资料等相关细节敬请咨询特房·银

溪墅府售楼处，咨询及预约电话：0592-7085555
特此通知

厦门特房滨海房地产有限公司
2016 年 11 月 22 日

关注本报微信公
众号“厦门招考”，可查
看本学期期末市质检
科目和时间安排表。

我市多家医院
招聘医学紧缺人才

本报讯（记者 何无痕）昨日，记者从厦门市人社
局获悉，厦门市卫生计生委员会将开展厦门市卫生计
生委所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编制内医学高层次和急需
紧缺人才统一考试，招聘岗位有骨科医师、病理科医
师、皮肤科医师等。符合条件的报考人员可至厦门市
专场招聘点进行现场报名，时间设于12月下旬，地址
在思明区湖滨东路319号。

招聘单位包括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厦门大学
附属中山医院、厦门市中医院、厦门市第二医院、厦门
市妇幼保健院、厦门大学附属心血管病医院、厦门市儿
童医院、厦门市仙岳医院。本次招聘采取面试考核方
式。在同一招聘会现场报考不同单位多个岗位的报考
人员，只安排一次岗位的面试，其成绩可用于同一招聘
会现场报考不同单位多个岗位。详情可登录厦门市人
社局官网进行了解。

想学民族乐器
这里免费教您
市音协志愿服务团开设公益培训班

本报讯（记者 郭睿）不设门槛、不收学费、还能名
家教学，让你三个月熟悉民族乐器、唱好闽南语歌曲。
记者昨日获悉，厦门市音乐家协会志愿服务团即将开
展公益培训，面向全市免费招收学员。

此次培训分为洞箫班、葫芦丝班以及闽南语歌曲
创作及演唱技巧班。培训将于今年12月至明年2月间
开课，为期三个月，各设12节课程。上课时间安排在周
六或周日。近年来，厦门市音乐家协会深入基层举办多
项文艺服务活动。尤其是市音协志愿服务团成立以来，
长期参与支教取得良好社会效益。继服务同安汀溪学
校、翔安同心儿童院、长汀同心学校等的教学工作后，此
次又增设部分课程公益培训班，欢迎广大市民踊跃参
加。报名时间：即日起至 11 月 30 日。报名电话：
15710661331叶老师（请在正常上班时间报名）。

我市中学
期末市质检时间确定
2017年元月5日开始，18日结束

本报讯（记者 佘峥）市教育局公布了期末市质检
的时间表，从2017年元月5日开始到18日，我市中学
将进入期末市质检时间。

市质检只涉及中学，其中初中为部分学科，高三
年质检为省单科质检，省里命题，其他都由市命题。

高二年级分文、理科测试，参加反向会考的学科
不参加该学科的全市统一抽考，此外，参加全市统一检
测的学科，各区教育局、各中学校不再另行组织相关课
程的期末考试。

本学期幼儿园、小学和初中（中职）2017年1月14
日（农历十二月十七）放寒假；高中1月21日（农历十二
月二十四）放寒假，中小学都在2月13日（农历正月十
七）上课。

来到左贡县的当天，厦门市委常委、宣传
部长叶重耕便参观了左贡县新城建设的进程，
左贡县委书记李雨雷兴奋地向叶重耕介绍左贡
新蓝图。当天下午，参观完左贡县电视台后，李
雨雷与采访团一行进行了座谈。

说起这批援藏干部，李雨雷不吝溢美之
词，连连称赞。7月14日抵达左贡后第二天，七
名援藏干部便立即投入各项对口支援工作，他
们分成两个小队到左贡县各相关部门，以及十
个乡镇开展调研工作，在这三个月里，他们冒着
各种危险，几乎走遍左贡所有土地。厦门援藏
干部的不惧艰险、迅速投入，以及工作的高效
率，左贡县委书记李雨雷都看在眼里。在交谈
中，李雨雷毫不吝惜地表达了对这七名援藏干
部的称赞：厦门人实在，厦门干部实干！

在李雨雷看来，厦门援藏干部的实干，体现

在他们处理事情的思维和方式上。“厦门援藏干
部不搞花架子，左贡发展需要什么，他们便会和
厦门市相关部门协调，会把资金和力量用在点
子上。”李雨雷说。他非常欣赏援藏干部开阔的
思维。“以前，我们会因为维稳问题，害怕太多人
来这里。而援藏干部则认为这是发展左贡旅游
业潜在的资源。”“左贡县具有优质水果资源，就
像这些苹果，品质非常好，但因为物流等问题，
卖价非常低，援藏干部则给了这样的点子：可以
单个来卖走高端路线，这样也可以抵消物流的
高成本。”对于援藏干部帮助本地干部打开新的
思维，李雨雷充满了期待。

李雨雷说，优秀的援藏干部比提供更多的资
金更有价值。他直白地表达左贡对于厦门援藏干
部的渴求：“我们这里特别需要福建人来援藏，特
别需要福建的厦门人来援藏。”

“对口支援西部行”采访团走访左贡，当地干部真情流露：

“厦门人实在，厦门干部实干”

本报记者 邬秀君
与一辆车擦肩而过的

时间，一块巨石从山上滚下，
挡在了下乡调研的路上，他
们拼尽全力将滚石推开，车
子过后，他们倒吸一口凉
气；到这个海拔近4000米县
城的第二天，他便不顾高原
反应带来的苦楚，第一时间
来看望让他感动的藏族小
伙，他要用自己的能力给这
片土地带来热望；生病的丈
夫和懂事的儿子给她援藏以
最大的支持，让她有更多的
动力去，带给这里的孩子教
育的启蒙……

这就是厦门援藏干部，
他们用自己的青春和真诚去
帮助一个原本和自己无关的
地方。今年的7月14日，第
八批援藏的七名干部抵达对
口支援的昌都市左贡县，三
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们迅速
进入角色，得到当地干部和
群众的认可。上个月底，记
者跟随厦门市委宣传部“对
口支援西部行”采访团，踏上
这片雪域高原，对援藏干部
进行了慰问和采访。

今年五月，陈晓东还在厦门，自自然然地
享用着湿润的空气与充足的氧气，为援藏之行
做着准备工作。两个月后的7月15日，他便来
到了遥遥相距两千多公里的左贡，不顾高原反
应的苦楚，这位挂职左贡县委副书记的年轻干
部，一头扎进西藏小伙周焱山的养鸭棚，开始
了援藏第一天的工作。

可以想象陈晓东去探访养鸭场的场景：一
脸疲惫、眼睛里带着血丝，嘴唇干裂发乌的陈晓
东，二话没说钻进了不足一人高的鸭棚里。阵
阵鸭粪的臭气传来，让人难以忍受，在低矮的鸭
棚里，陈晓东认真地听周焱山介绍着鸭子的养

殖情况以及他的发展思路。
为什么陈晓东来左贡第二天便直接去了

一个鸭棚？他和周焱山又是什么渊源？其实，
在报名援藏之后，他便开始搜集关于左贡县的
情况，于是在网上看到了一篇有关藏族“90后”
基层民警自掏腰包办养鸭场帮助村民致富的
新闻。这让他对左贡有了粗略的了解，也让他
对这个名叫周焱山的年轻人产生了兴趣。他
很欣赏这个有想法的年轻人，而帮助他搞好生
产和经营也就成为陈晓东心里的一个愿望。
于是，在到达左贡的第二天，不顾疲劳的他便
急着赶去了周焱山的养鸭场。

到左贡第二天，就去养鸭场调研

从海拔4300多米的昌都邦达机场出发，
沿着国道318公路一路向南，要经过三四个小
时的车程，才能到达左贡县。这是一段看似平
坦的路途，却时时藏着危机。

这里的公路盘山依水而走，弯弯曲曲，双向两
车道的道路，时常会在拐弯处迎面冒出一辆速度极
快的车辆。在山谷中时常可以看见，因为车祸而废
弃的大卡车或者越野车，不禁让人心生寒意。在去
左贡县田妥镇寻访易地搬迁项目的路上，司机扎西
达吉几次凭着自己的经验，让越野车避过危险。

事实上，和我们走过的这段路相比，7名援
藏干部已经在这片土地上，走过了几千公里。
挂职左贡县副县长的周奕麟说，平时援藏干部

下乡调研，最近的也要走两三个小时，去最远
的地方要走六七个小时。一个乡一趟来回要
两三百公里，左贡县有三镇七乡，平均算下来
已经走了近三千公里。

路途远不算什么，关键是危险重重。8月
12日，援藏工作队前往碧土乡调研。碧土乡是
离左贡县城最远的乡镇，在玉曲河大峡谷旁，
道路难行，单程要颠簸六七个小时才能到达。
快到扎玉镇时，车子被路上一块巨石挡住去
路，而跟他们交会过的车子刚路过不久，说明
这石头是刚掉下来的。看到这情形，让大家都
倒吸了一口凉气，后来他们和司机一起把巨石
推到路边，车子才勉强通过。

足迹走遍全县，路程达几千公里

高效实在工作，赢得当地干部点赞

▲援藏干部下乡调研途中
遇到滚石坠落，合力将滚石推
开为汽车开道。（肖卫东 供图）

◀援藏
干部肖卫
东（左一）、
周奕麟（左
二）和陈晓
东（左三）
在周焱山
鸭棚调研。

之西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