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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从我国著名能源环境专家
严建华教授;先后在法国国家科研
中心和德国比勒费尔德大学从事
先进燃烧诊断研究;2015 年为美
国普林斯顿大学访问学者；在国外
优渥的生活环境和优越的科研条
件下，他却选择了回国。他是南京
理工大学能动学院博士生导师刘
冬。2017 年是刘冬在南京理工大
学的第四个年头。在这里，他踏上
了一条新的科研之路。

“精致”科研中脱胎换骨

“星期五下午五点以后到周日
就不要因工作事宜联系我了，也不
要来实验室，如果必须要来请向学
校申请特殊的门卡。”在法国国家
科研中心里昂热科学研究所，导师
的一番话令刘冬意识到自己真的
来到了一片新大陆。“一个宽带办
了 3 个月，实验室早早关门”，这种
慢节奏和法国特有的美学风情充
盈在生活的细枝末节里，博士阶段

“一年发 8 篇 SCI 论文”的刘冬觉
得自己“仿佛瞬间闲了下来”。刘
冬回忆道，“导师每年就发一篇论
文，但你看他的投稿记录，全部是
顶级期刊，从没有被拒稿。”

“在法国的一年，我真正静下
心来，深入思考学术问题，明白了
学术中淡定和细致的重要。”那时，
刘冬一个人在法国，晚上便在家中
把一个个专业问题拎出来好好思
考，也总结之前的工作，渐渐地刘
冬习惯了这种相对压力较小的科
研环境。“不敢说和法国人一样把
科研当艺术搞，但那段时间有了很
多安静思考的空间，所做的工作确
实很‘精致’”，3 个月里他投中了
两篇顶级杂志的论文。

但刘冬并没有沉醉在优渥安
静的旅法生活里，2011 年，结合自
身的科研成果和出色的研究方案，
刘冬在激烈的竞争中得到了心念
多时的德国洪堡研究基金会的青

睐。他开始着手联系德国比勒费
尔德大学的合作导师，陈述科研
计划。导师回信中的一句“她只
关心推动人类进步的基础研究”，
让他如梦初醒。之前刘冬主要针
对国内燃煤电站锅炉的安全经济
运行，研究炉膛内火焰三维实时
温度场的重建，总体来说偏重于
工程化。“但国外的科研思路是把
一个基础理论研究清楚再自然而
然地运用到实践生产中。”

在德国求学的两年，是影响
刘冬学术生涯最重要的阶段，使
他彻底从一个普通研究者真正脱
胎换骨成为一个自主科研人员，
各类重要项目的申请撰写，使他
时刻把握国际先进燃烧领域的动
向，也培养了自己在团队中的领
导能力。

找到学术上的“新榜样”

卓越的学术水平和务实的工
作风格使得刘冬在快结束两年洪
堡基金项目时收到了不少外国机
构和高校的工作邀约。刘冬却坚
信，应当做自己想做的事，国内发
展空间更大，将清洁燃烧领域的国
际前沿课题和思想带回国内，也顺
应了中国经济发展的技术需求。

而选择南京理工大学作为自
己科研生涯的又一个开始，除了综
合考虑地域、科研实力、学科方向
等各方面因素外，还穿插了两个刘
冬的个人原因。一是作为家里的
独子，他十分想回到故乡江苏；二
是“当时我联系的李强副院长给我
回信很快，从开始沟通就谈到了学
科建设，非常热情和真诚，让我很
感动”。

刘冬说，现在看来自己的选择
非常正确，这里给予了他充分发挥
的平台，在这里他能够做自己感兴
趣的课题，“李强老师为了我个人
的快速成长，直接把清洁燃烧学科
方向交由我牵头，重视程度很高，

当年的学科建设经费也几乎全部
划给我。”他觉得南京理工大学给
人的总体感觉是务实，老师们水平
很高却深藏不露，在这里他很幸运
地找到了学术上的“新榜样”，跟他
们一起探讨科研是令人激动和愉
快的。

现在的刘冬是“先进燃烧与污
染控制”研究中心负责人和“清洁
燃烧机理与控制”学科方向负责
人。他近期的研究进展包括通过
诊断燃烧颗粒物的特性和相关燃
烧化学反应路径，从而形成新的颗
粒物控制理论和技术，并运用于雾
霾治理；也包括研究可替代传统汽
油燃料的高能密度的新型生物液
体燃料等。“这是我想做的、有意义
的研究。”

兴趣驱动科研极致

从事科研工作从项目成员到
组建自己的团队会有一个较长的
周期。虽然有了学院领导的充分
信任和教研室资金支持，但组建
团队的初期还是得靠刘冬一个人

挑起大梁。“我用了一年半的时间
去拧紧实验室的每一个螺丝”，这
才慢慢有了较为完善的综合实验
和测试研究平台，基本涵盖气、
液、固燃料的燃烧、新型燃烧技
术、污染物生成与控制等。他带
领的先进燃烧团队目前已有约 25
人的规模，并和德国比勒费尔德
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中科院工程热物理
所等多家国内外高校科研机构的
课题组展开了深入和长久的合作
联系。

刘冬认为，青年教授应该有
自己独立的方向和思想，有自己的
研究特色和水平，不盲目跟风，而
是紧密把握国际最前沿的领域，从
基础和学科交叉中寻找创新点。

“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一句话——
做自己感兴趣的、想做的科研，这
样你才有不竭的动力，而不是让眼
前的利益去驱动你。”刘冬表示自
己对学生要求比较严格，“基本上
按德国那套来”，要有计划和目标，
科研要追求细节和严谨。在他的
严格要求下，课题组博士生、硕士

生发表了多篇国际顶级期刊论文，
并获得了一系列奖励和荣誉，如校
长奖章、国家奖学金等。“我会在学
生入学时就问他们对自己未来的
定位，是去企业还是去大学等，再
结合他对本学科感兴趣的领域去
规划研究生或博士生的几年生
活。”刘冬同时也有很多本科生的
教学任务，他说，书本知识往往是
十年前的内容，希望本科生在打好
基础的同时也不要拘泥于课本。

“我在教学中会穿插最新的科研成
果和我的科研体会，有些资料是我
专门翻译的英文文献，给大三大四
的学生看，对于他们明确自己的未
来方向是有帮助的。”

经过三四年的发展，刘冬的团
队开始成为国内具有一定知名度
的燃烧与污染控制方面的专业研
究队伍。“先定一个小目标，我们希
望在中短期内让我们团队能够达
到国内一流、国际知名的水平，提
高我们南理工工程热物理学科的
影响力。”至于大目标，刘冬说，“那
是把自己想做的科研做到极致后
水到渠成的事。”

刘冬：拧紧科研的每一颗“螺丝”
通讯员 郝贝利

科学人物

本报讯 （铁铮） 北京林业大
学文化与自然遗产研究院近日成
立。这是我国第一个以林业、生
态等领域的文化与自然遗产为研
究对象的专门机构。

自 2017 年起,每年 6 月的第
二个星期六为“文化和自然遗产
日”。新成立的研究院将主动服
务国家生态文明建设，以林业、
生态文化与自然遗产保护为切入
点，推动传承、培育和创新发展
林业、生态文化。

据悉，我国的自然遗产大多
是在国有林场、自然保护区、森
林公园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涉
及森林、湿地、荒漠生态系统及
野生动植物资源及其栖息地等。
研究院将深入挖掘林业、生态文
化和自然遗产资源，通过开展林
业与生态文化遗产底数清查、挖
掘文化遗产精髓、健全发掘与保
护机制等方面的研究活动，推动
我国林业、生态文化与自然遗产
保护研究跟国际接轨。

北京林业大学

首个林业生态遗产研究院成立

科苑新创

近日，南通大学陈金铃副教
授与得克萨斯大学医学部联合发
表在 《细胞报告》 上的一项研究
成果，揭示了 I 型干扰素 IFN-λ
抵抗寨卡病毒感染的能力，为感
染寨卡病毒导致不良妊娠孕妇的
诊治提供了理论依据。

成人感染寨卡病毒大多没有
明显症状，或是症状轻微。但在
孕期感染寨卡病毒的母亲所产下
的孩子则没这么幸运。寨卡病毒
是目前已知唯一能穿过 （或） 感

染胎盘、导致胎儿发育异常的虫
媒病毒。孕妇感染寨卡病毒，会
导致胎儿发育异常，包括自发性
流产、胎儿宫内发育迟缓及小头
畸形等问题。

该研究明确了寨卡病毒导致
的不良妊娠结局与感染时间的相
关性，揭示了IFN-λ抵抗寨卡病
毒感染的能力，不仅从理论上深
化了对寨卡病毒导致不良妊娠机
制的认识，而且在实践上确证了
IFN-λ对母胎界面的保护作用。

南通大学

疯狂的寨卡病毒有了克星

近日，复旦大学自主研发的
“芯云”智能芯片随长征四号丙
运载火箭进入了太空，并据此建
成了末子级留轨智能应用平台，
开展了天基物联网实验。

每一次火箭发射后，末子级
火箭会随载荷一同进入轨道，长
期在太空占据宝贵的轨道资源，
是 目 前 体 量 最 大 的 “ 太 空 垃
圾”。研究团队将一种轻巧便携
的智能芯片系统安装在末子级火
箭上，把其改造成极低成本的科
学实验和通信平台。在火箭发射

任务相对频繁的当下，这种方法
发射周期短、在轨数量多、载荷
成本低，对构建未来多轨道天基
信息网络有重要价值。

专家表示，此次的新型物联
网载荷系统，作为地面物联网的
有益补充，可以低成本实现天、
空、地、海大尺度的万物互联，
并为我国后续在天基物联网、空
间碎片监测、空间环境探测、高
空地磁测绘等研究打下技术基
础。

（樊畅 整理）

复旦大学

“太空垃圾”搭载芯片变废为宝

刘冬老师在实
验室。

受访者 供图

“春天送你一首诗”：“诗性
教育”的缘起和坚守

2006 年春天，中国作协诗刊社将大
型公益活动“创建诗意校园——春天送
你一首诗”朗诵会引进山东省中小学校
园，淄博四中成为首批参与学校。

“吟柳风泉韵，诵花样年华”。12 年
来，活动由开始的少部分师生参加、表
演性质的朗诵会，发展为全校师生参与
的文化盛宴——“校园诗歌节”，内容
包括了原创诗歌评选、“每日一诗”班
级集体诵读、班级朗诵大赛、诗人学者

“沙龙”、诗意校园创建等系列活动，每
年的四五月间举行，持续一个月。12 年
中，“诗和远方”成为我校教育办学内
化于心的不懈追求。截至目前，先后有
包括食指、雷霆、梁小斌、吴思敬等 50

余名全国著名诗人、朗诵家和评论家走
进校园，与学校师生互动交流。

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
刘福春教授在朗诵会现场这样评价 ：

“一个富有诗意的校园精神，一定会培
育出具有高尚情怀的生命。我两次参加
淄博四中的诗歌节，感受一次比一次深
刻。淄博四中 12 年坚持不断，把传承诗
歌文化与诗歌育人作为己任，这在全国
范围内的校园诗歌文化建设中，极为罕
见。”

12 年坚守，学校的诗歌节由一场单
纯的文化活动逐渐转变为学校美育的主
题教育实践。“以美育人”也成为学校
设计每一届诗歌节的出发点。在主题设
计 （如“以梦为马，诗趁年华”、“叫醒
太阳”“问道·传承”）、篇目选择 （如

《记得吗，你的祖先名叫炎黄》《美哉，

诗经》《大漠敦煌》 等） 上，无不融入
着爱国主义教育、传统文化教育、“一
带一路”国情教育等时代主题，回望历
史,关照现实,体察心灵，诗歌节延伸着
校园美育的每一根触角。

随着素质教育和国家新课程的深入
实施，学校没有将脚步停留在校园活动
的组织上，而是不断彰显办学追求上的
个性和特色，将视野聚焦到学校的文化
探索，逐步形成了以“诗性教育”为核
心的学校文化理念。我们认为，“诗性
教育”是一种关注心灵、关注情感、关
注生命的人文教育。“尊重学生情感，
让每一个学生绽放精彩 ”，成为学校

“诗性教育”实践探索的出发点。在学
校美育上，更是从活动开展走向了以

“诗·美·课程”为基本元素的“诗性
美育”校本课程构建，为学生开启了一
方诗意的天空。

建设美育课程，努力打造
“大美育”格局

2012 年起，淄博市加大学校美育工
作的指导力度，出台“淄博市教育部门
关于加强中小学美育的指导意见”，提
出构建“大美育”格局的构想。学校以
此为契机，总结整理前期美育工作，形
成了“以‘诗性教育’为核心，以课程
为载体，课程与活动融合，校内与校外
互补”的美育工作思路，积极构建多元
特色美育课程体系和“大美育”的教育
格局。

一是打造特色美育课堂。艺术课堂
是学科美育的主阵地。在开齐开全艺术
类课程基础上，学校对发挥艺术课的美
育功能进行了深入探索。特别是美术
课，打破教材约束，开设“鉴赏与实践
结合”的教学模块，面向全体学生实行
选课走班教学。课堂上，国画、彩陶、
剪纸、纸雕塑、篆刻、漫画、扎染等美
术教学模块与学生“亲密接触”，激发
了学生们的艺术热情，“我们今天有美

术课”成为学生的热切期盼。目前，我
校艺术课模块教学日趋完善,成为地区的
典型。

学校注重美育的各学科渗透，积极
开展学科美育课堂实验。如生物组注重
提炼和挖掘教学过程中的隐性审美因
素，开展生物诗词创作、课堂实验情景
体验、生物建模比赛等，运用形式多样
的美学手段将美育融会于课堂教学，使
学生多角度、多方位感受生物科学之
美。为推动生物学科美育的常态化和深
入化，组织生物组教师编写 《生物美育
课程指南》，充分挖掘生物学科美育内
涵，带动了所有学科在课堂教学中的美
育研究和实践。

同时，学校不断深化美育课题研
究。我们认为，课堂是学校教育的主
体空间，只有不断拓展学科美育教学
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才能更好地负载
美育在中学教育中的功能和价值。学
校引导各学科着重探讨学科美育研究
的目标、美育教学的基本策略、评价
标 准 、 审 美 素 养 和 审 美 创 造 能 力 培
养，《高中生物教学中渗透生命教育的
实践研究》《高中生在机器人活动中计
算思维培养的研究》《高中语文理性思
维写作类型化训练课程研究》 等先后
获得淄博市教育科学规划课题立项 ，
不断实现从课堂美育渗透到“课程改
革”的美育思想飞跃。

二是开发特色美育校本课程。2012
年以来，学校不断梳理整合原有的校本
课程，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诗性美育”
课程。课程设置为知识性课程和活动性
课程两大类。知识性课程结合高中语
文，开发“诗歌赏读与创作”“诗歌朗
诵指导”“中国古代的诗性智慧”等校
本课程，并将其设定为选修类必选课，
授课时间贯串高一学年，由语文科教师
负责实施，高一学生全员参与。

活动性课程即校园诗歌艺术节，每
年四五月间举行，学生全员参与。以

“原创诗歌写作”课程为例，在知识性
课程—— 《诗歌赏读与创作》 开设基础
上，围绕每届诗歌节主题，开展原创诗
歌征集评选活动，获奖作品印刷成册，
优秀作品推荐到 《诗刊》 等刊物发表。
课程设置以来，每年征集原创诗歌稿件
近 1000 首，学生作品在 《诗刊》 杂志发
表 20 余篇，相当数量的作品在各类媒体
刊物发表。

同时，以校园诗歌节为中心，学校
不断搭建“校园文化艺术节”、“文明礼
仪月”、学生社团等系列活动平台，极
大的丰富了校园文化生活。

三是传承本土文化，积极开发校外
美育资源。我校位于齐文化的核心区
域 ， 学 校 整 合 齐 文 化 的 精 华 ， 开 发

“齐文化精神解读”“走进齐国历史名
人”“齐风雅韵：齐地古今文学作品选
读 ” 等 系 列 校 本 课 程 。 学 校 所 在 地
——淄博市淄川区，是清代文学家蒲
松龄的故乡，围绕蒲松龄和“聊斋志
异”开发“蒲松龄与聊斋志异”“话说
聊斋奇女子”“聊斋俚曲欣赏”等聊斋
系列校本课程。另外，开发了“知我
家乡，爱我家乡”——“雪沫乳花浮
无盏——鲁青瓷文化”“历史上的淄博
名 人 ”“ 淄 博 陶 瓷 的 历 史 ”“ 淄 博 民
俗”等系列课程。

为推动校外美育资源的开发和利
用，山东省淄博市淄川区历史博物馆、
淄川区蒲松龄纪念馆、淄博 1954 陶瓷文
化创意园等相继成为学校的美育基地，
为美育教学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

四是加快学生社团活动课程化探
索。2006 年以来，学校先后成立学生社
团 50 余个，学生根据自己的情感取向、
兴趣爱好，自主选择，每两周一次举办

“社团活动日”。“星空”文学社、“热
冰”小说社、“云之沫”诗歌社、话剧
社等文学社团各自创办了 《星空》《热
冰》 等社团期刊。目前，比较活跃的如
辩论社、话剧社、机器人社、文学社、

朗诵社等近 30 个社团进行了课程化探
索，朗诵指导课程、话剧表演课程、辩
论技能与思维训练课程、机器人制作与
创新教育课程等，不断实现了美育课程
的多元化拓展，促进了学生的个性成
长。

伴随着社团活动尤其 12 届的诗歌
节，众多学生爱上了文学和朗诵，考入
北京大学、中国传媒大学、中央音乐学
院等高等院校的相关专业。尤其创新教
育课程不断获得突破。学校机器人社团
两次代表山东省参加全国信息化应用展

览；2017 年全国中小学生电脑制作活动
勇夺机器人足球全国冠军；第 15 届“全
国中小学信息技术创新与实践活动 ”

（简称“NOC”），4 人夺得恩欧希创新
大奖、31 人获一等奖。鉴于学校在历届

“NOC”活动中成绩突出，2017 年国家
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邀请我校参加
了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

用诗意拓展教育的晴空，让尊重引
领学子的个性。淄博四中通过学校文化
引领美育，通过学科课程改革美育，通
过艺术体验践行美育，通过综合实践提
升美育, 坚定行走在特色美育的探索之
路上，不断追寻着教育变革中深化素质
教育的可行路径。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校长 刘绍华）

扬诗性教育之帆 走特色美育之路
——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美育文化的探索与实践

2017年11月18日，在中国教育学会第30次学术年会举办的学校
美育论坛上，山东省淄博第四中学（以下简称“淄博四中”）校长刘绍
华作了有关打造“诗·美·课程”特色美育文化的典型发言，阐述了淄
博四中美育办学的教育实践和探索。

近年来，淄博四中不断整合学校办学理念，挖掘“诗性教育”的美育内
涵，将以“诗·美·课程”为基本元素的特色美育文化落实到教育实践之
中，形成了以“尊重学生情感”为价值核心的多元特色美育课程体系，努力
构建了“文明、进步、多元、和谐”——大美育格局下的教育文化生态。

诗歌艺术节诗歌艺术节··班级诗歌朗诵大赛参赛节目班级诗歌朗诵大赛参赛节目————《《预言预言》》

机器人社团参加“全国信息化
应用展览”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