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爆米花除了吃还能干嘛？扬
州大学侯建华团队利用爆米花制
成“超级电池”，3 分钟内能充满
电动车，有望克服电动车辆行驶
里程短、充电时间长的发展瓶颈。

随着可再生清洁能源的发
展，与之匹配的能源存储器件研
究也越来越受到关注。侯建华介
绍说，超级电容器作为一种新型
储能设备，因其超高的功率密度、
稳定性和长循环寿命等优势，已
逐渐走进人们的生活。“碳材料因
其较低的成本和理想的电化学性
能，成为超级电容器电极材料的
首选。传统碳材料如多孔碳、活
性炭等容量有限，很大程度上限
制了电化学储能器件在实际生活
中的应用，也阻碍了超级电容器
作为主要动力能源的进程。因
此，对碳材料的微观结构和化学
组分进行调控，以提高碳材料的
电化学性能是十分必要的。”

爆米花如何储存能量？侯建
华及其团队制备出的爆米花基多
孔碳片，具有超高比表面积的蜂
窝状纳米片结构，将玉米用微波
辐射 2 分钟转化为蓬松的爆米

花，爆米花的体积比玉米颗粒扩
大 25 倍多，这一爆炸过程形成
了蜂窝状结构，进一步微波碳化
后活化便能获得衍生多孔碳纳米
片。“爆米花蜂窝状结构拥有超
高比表面积和完美的孔径，一小
块材料便能将大量电量存储到其
纳米片状多孔的内部，极大地提
高超级电池的存储能力。”

侯建华介绍，目前已有的调
控方法，如硬模板法、物理活化
法等，大多只能单一调控多孔碳
的某个特征，且操作较为复杂、成
本较高。致力于开发一种简单、
绿色、可规模化的方法，对多孔碳
的结构进行精确设计，以获得高
能量密度和功率密度的超级电容
器，成为侯博士的钻研方向。

除了爆米花，侯建华博士还
通过其他的“绿色材料”来进行超
级电容器的制作，如灯笼、豆腐、
大米、油条等。这些材料和爆米
花都有着相同的原理，比如灯笼，
不打开的时候很小，打开之后就
蓬松起来了，一个个小孔的空间
就可以存放电量，同时这也是一
个非常具有中国元素的科技。

爆米花变电池续航电动车
通讯员 何梦樊 章扬

肺炎是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
一种疾病，其致死率在感染性疾
病中居首位，在导致人类死亡率
的各类疾病中排第 5—6 位。抗生
素的出现虽然使肺炎的死亡率大
大下降，但时至今日，作为常见
病的肺炎，每年仍可导致数以百
万计的死亡 （其中 99%的死亡发
生在发展中国家）。特别是近年
来，抗生素的大量使用，使得肺
炎病原菌产生了耐药性，可供选
择的治疗药物非常有限。那么，
肺炎克雷伯氏菌的致病机制是什
么？它又是如何产生耐药的？这
成为众多科学工作者孜孜探求的
重大科学问题。

河南农业大学杜向党教授团
队，对来源于人和动物的肺炎克
雷伯氏菌进行了回溯性研究，找
到了肺炎克雷伯氏菌耐药的机制。

病原菌耐药的秘密

肺炎是一种常见疾病，重症
肺炎对人的生命危害很大。对于
肺炎的治疗，在抗生素出现之前
的时代没有很好的办法。在抗生
素出现之后，大大降低了肺炎的
致死率，但也带来了新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抗生素的广泛使
用，肺炎病原菌逐渐产生了耐药
性。特别是碳青霉烯耐药高致病
性肺炎克雷伯氏菌，不仅对常用
抗菌药物，如氨基糖苷类、氟喹
诺酮类、磷霉素类等耐药，还对
被视为“抗生素最后防线”的碳
青霉烯类药物耐药，使其可供选
择的治疗药物非常有限，如多黏
菌素、替加环素。

经过长期的研究，杜向党教
授和他的团队通过实验发现了兼
具有高毒力和多药耐药特性的
CR-HvKP 的出现，并且发现其
多个毒力基因和耐药基因分别位
于毒力质粒和耐药质粒上。“经过
研究，我们发现 CR-HvKP 流行

株中已存在替加环素耐药株，并
且通过实验，我们找到了导致
CR-HvKP 流行株对替加环素耐
药的基因变异体，再加上其他研
究人员关于 CR-HvKP 对多黏菌
素产生耐药的研究，也就是说，
目前最有效治疗 CR-HvKP 引起
的重症肺炎的药物——多黏菌素
和替加环素正在面临逐渐失效的
危 机 。” 谈 及 CR- HvKP 的 危
害，杜向党充满了焦虑。

几经波折成功探秘

每一项科研成果的产出都不
是轻而易举的，杜向党教授讲述
了他成功背后的故事。

选择 CR-HvKP 作为研究对
象，对于杜向党来说并不是偶然
的。首先，这是建立在他和团队
长期以来研究积淀的基础上。近
五年来，围绕病原菌耐药性产
生、传播与控制等研究方向，研
究团队开展了大量试验，采集了
一批珍贵的数据，在国际知名刊
物上发表了 10 多项研究成果。既
积累了宝贵的研究经验，建立了
比较完善的技术手段和平台，也
使他们逐渐凝练形成了具有特色
的研究方向，对 CR-HvKP 开展
研究也正是基于这样的前期基
础。其次，近年来国内外对于肺
炎克雷伯氏菌的致病和耐药机制
研究很多，特别是高致病性肺炎
克雷伯氏菌耐药机制的研究，已
经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焦点，其
中的很多研究成果给了研究团队
以启发和指引。

“科学研究是一项严肃认真的
工作，也是一项枯燥的工作，做
科研工作可以说没有什么捷径可
走，只有踏踏实实地俯下身子，
钻进去，乐在其中，一往直前。
如果非要说一点感悟和体会，我
想可以用两个词来表达，一是科
学思想，二是科学精神。”提及成

功经验，杜向党说最重要的是科
学思想和科学精神。他说:“所谓
科学思想，就是开展科学研究的
思路、理念和方法。比如，对自
己研究领域的长期思考和梳理，
包括目的、意义、方法、途径、
技术手段、组织协调等。再比
如，去参加一个学术会议，我马
上就会想这个创新思路能不能和
我的研究联系起来，对我有什么
启发，会有个学术思想的交流与
碰撞。经常把这些考虑明白了，
思路自然就有了。”虽然科学思想
很重要，但他认为最最重要的还
是科学精神。科学精神既包含了
实事求是、严谨认真的态度，又
包含了耐得住寂寞的不懈坚持和
发自内心的对科研工作的热爱。

虽 然 前 期 打 下 了 坚 实 的 基
础，但是后期实验中还是遇到了
重重困难。由于基因测序的深度
不够，导致研究团队对结果和现
象的解释迟迟不能得到一个明确
的结论，那个时候，团队成员辗
转反侧、夜不能眠。最后，通过

增加测序深度、证据综合分析以
及其他多种辅助试验的开展，才
支持研究人员得到一个确切的结
果，算是经历了几度波折，最终
获得了理想的结果。

当然，实验中困难的顺利解
决离不开团队成员强大的凝聚力
和默默的付出。团队里的姚红博
士和李德喜博士都是今年十一期
间结婚，办完婚礼后，甚至来不
及休息一天，就投入了实验工
作。实验室的研究生,因为抢时
间、赶进度,整个十一假期都没有
休息。“没有他们的全身心投入，
我们这项成果不会这么快出来。”
对于团队成员的每一点付出，杜
向党总是记在心上。

一个纯粹的科研人

简单的话语，凝练的表达，
即使最激动人心之处，也没有一
丝过多的渲染——这是杜向党给
人的第一印象。“治学严谨、思路
灵动”“严肃中带着活泼”“话语

平静，内心火热”“对实验斤斤计
较 ， 对 我 们 的 错 误 宽 容 鼓
励”——这是杜老师在同事和学
生眼中的样子。

“杜老师给我的感觉是一个纯
粹的科研人，在晚上总是见到杜
老师为工作在餐厅匆匆吃些晚
饭，就急忙赶到办公室工作。”

“多少个休息日，多少个晚上，他
没有坐在电视机前享受家庭的温
馨，也没有漫步在美丽的校园感
受惬意，而是安静地坐在办公桌
前伏案备课，或是在他熟悉的实
验室里推敲实验。”学生眼中的导
师总是处在工作状态。

“我们的实验室师生在一起虽
然是团队，但更像一个大家庭，杜
老师就是家长。对于科学研究和
实验，他严肃得不得了，经常为了
一点瑕疵斤斤计较，但我们真的有
了错误，他又总是宽容鼓励我们继
续努力。”“不光教我们知识，更多
时候是教我们方法和思路，还有对
待人生和科研的态度。”学生们提
起导师一脸的幸福表情。

解密重症肺炎药物的“失效危机”
通讯员 郭治鹏

科学智透

科研探索

杜向党教授和团
队成员开展实验。

作者 供图

本报讯 （记者 杨三喜） 近
日，由北京文化安全研究基地和
北京印刷学院主办的“北京文化
安全研究基地第三届学术论坛”
举行。本次论坛以“文化创新与
文化繁荣”为主题。论坛主旨是
通过汇聚专家智慧，积极推动新
常态下文化产业发展与转型，实
现文化产业创新发展，提升国家
文化软实力，实现国家文化安
全。

北京印刷学院校长、党委副

书记罗学科在会上说，要积极推
进新常态下文化产业的发展、转
型和创新，提升国家文化软实
力，坚定文化自信，为建设社会
主义文化强国贡献智慧。

据了解，学校为了更好地服
务于首都文化中心建设和新闻出
版传媒行业，近年来先后成立了
研究机构和哲社基地等多个科研
平台，以此汇聚专家智慧、提升
学校在文化安全和文化产业领域
的研究水平。

“北京文化安全研究基地学术论坛”举行

科苑新创

全面推进学校整体向应用型
转变。把整体转型发展由教育综
合改革试点项目上升到学校全面
深化改革、建设应用技术大学的
战略高度。2015 年 11 月，成立了
由书记、校长任组长，所有校领
导和相关职能部门负责人为成员
的“西昌学院整体转型发展工作
领导小组”。

2017 年 9 月，进一步调整领
导小组及职责，增设统筹规划、
教学、科研、师资和条件保障等
7 个专项工作组。明确了领导小
组部署、指导、考核、协调解决
整体转型各项工作的职责，以及
各工作组职责。2017 年，将全面
推 进 整 体 转 型 发 展 作 为 工 作 主
线，推出一系列重大举措。坚持
以“创新、开放、合作、服务”
四种理念为引领，实现“五个转
向”：转向服务地方经济；转向彝

区精准扶贫；转向培养地方应用
型人才；转向推进产教融合；转
向增强学生创新创业能力。强化

“六个对接”：学校发展规划与国
家、省、州发展战略对接；学校
合作交流与地方政府部门和中小
微企业对接；学科专业布局与地
方行业产业发展对接；学校应用
型人才培养与行业企业人才需求
对接；学校协同创新与地方创新
要素资源对接；学校的科学研究
与助推地方发展和解决实际问题
对接。把握“十个着力点”：合理
布局学科专业；重构实践教学体
系和实践平台；产教融合校企校
地合作；建设应用型专业并优化
课程体系；强化实践教学；打造

“双师双能型”师资；提升学生创
新创业能力和就业质量；提高应
用 技 术 研 究 水 平 ； 推 进 成 果 转
化；完善质量监控体系。

砥砺奋进求发展 改革创新促转型
——西昌学院整体转型发展方略

2015年2月，西昌学院被列为四川省首批本科院校整体转型发展改革试点单位后，学校总结2006年以来应用型办学经
验，按照“理论指导—理念引领—目标导向—路径探索”逻辑体系，构建转型发展路线设计和实践路径，形成了“一二三四”
的整体转型发展方略。

一是创立高层次应用技术人才的培养
模式。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构建思政
育人、文化育人、专业育人、实践育人“四位
一体”的德育体系；探索建立以公共基础教
育、专业素质教育、专业技术教育、专业技
能培养四大体系为支撑的“本科学历（学
位）+职业能力素养”高层次应用技能人才
培养模式。2016 年以来，学校组织学生参
加国家、省级学科和专业技术技能竞赛，获
省级以上专业技能竞赛奖 200 余项，国家
级别奖励 32 项。艺体技能竞赛获国家级
别奖项 20 余项，省级奖项 50 余项。第十四
届“挑战杯”四川省大学生课外学术科技作
品大赛获金奖 1 项，第五届全国大学生水
利创新设计大赛获二等奖 1 项，“第十届中
国大学生计算机设计大赛”获等奖 1 项。

二是构建开放式、参与式的产学研协
同发展模式。强调校企、校地、校校合作
在人才培养过程中的全覆盖、全参与，实
现“五个共建”：共建实用人才培育发展
机制，共建合作办学协同发展机制，共建
科技成果转化协同创新基地，共建技术技
能人才培训基地，共建共享合作示范研究
中心。达成“六个共同”：共同调整优化
专业结构，共同制定人才培养方案，共同
实施培养过程，共同打造“双师型”师
资，共同研发科技项目，共同促进学生创

业就业。近年来，先后与中央民族大学、
成都理工大学等签订了校校合作战略协
议；与甘孜州九龙县、凉山州西昌市等县
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开展全面系统深入
的合作；与凉山州旅游部门、统计部门等
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与四川能投、四川国
源农投、攀钢集团西昌钢钒以及江苏无
锡、广东佛山等 130 余家企业 （行业） 签
订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协议，搭建产教融合
人才培养平台；与通威股份有限公司、大
北农牧科技有限公司、新希望集团等共建

“通威班”“大北农班”“新希望班”等订
单式人才培养班；与凉山州政府部门签订
协议，定向培养 200 名凉山州脱贫攻坚

“123”林业技术专门人才。
三是创建以满足学生自我发展需要的

创新创业模式。成立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工
作领导小组，统筹指导开展学校创新创业
教育改革工作，成立创业就业中心、创业
园和创业孵化基地。架构了以通识教育、
专业教育和拓展教育三大模块相互衔接的
人才培养方案课程体系。增加创新创业教
育学分，设置“创新创业基础”“职业发
展与创业就业指导”等课程；开设线上创
新创业教育选修课程，定制“智慧树”和

“尔雅”线上创新创业教育选修课程 6
门，3000 余人次选修；设立“创新创业

学分银行”，创新创业学分可冲抵专业教
育模块、拓展教育模块中相关课程学分。
开放39个校内实践教学基地，促进教学与
创新创业的有机结合。2016年以来，提供
创新创业就业专项经费 250 余万元，资助
创新创业项目 299 个；立项国家级别、省
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 152 项。
近 200 支队伍参加“挑战杯”创业计划项
目和“互联网+”大赛，获一等奖3项、二
等奖 7 项、三等奖 33 项。第二届“中国创
翼”青年创业创新大赛，作为四川高校仅
有的代表参加全国总决赛获金翼奖。

四是构建以服务地方为价值取向的服
务模式。重点开展以凉山自然资源和农业
资源为主的自然科学研究和以民族文化资
源和边远地区管理为主的人文社会科学研
究，为彝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服务。搭
建各类科研平台 14 个，其中四川省高等
学校重点实验室、工程研究中心 9 个，与
四川大学联合共建实验室 1 个；四川省哲
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1 个，四川省高
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3 个。
开展马铃薯种质资源改良与创新、加工与
烹饪、储藏与运输等关键技术研究等。收
集国内外马铃薯品种资源 800 余份，选育
马铃薯新品种 6 个，省级审定品种 4 个；
开展马铃薯主食化系列产品的研究，初步

形成了马铃薯系列粉制品、面制品、米
制品等多类产品的加工技术体系，获国
家专利授权 33 项。选育苦荞、洋葱新

品种 13 个，在凉山州大面积推广应用；
与川渝中烟、湖南中烟及四川省烟草公司
建立战略联盟，承担烟草研发项目 20 多
项。在省内高校中率先成立专职扶贫机构
——西昌学院精准扶贫办公室，积极参与
精准扶贫、旅游扶贫和“三区”（边远贫
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革命老区） 科技
服务，组建扶贫专家服务团队 30 余个，
实施多元精准扶贫。近年来，学校筹集扶
贫资金 1000 多万元 （含物资折算），参与
扶贫人员 1 万余人次，开展项目 35 个，帮
扶乡镇 7 个，学校 8 所，培训各类人员 1.1
万余人次，直接受益农户 6000 余户次。
学校定点帮扶的美姑县洛俄依甘乡新农村
2016 年如期脱贫，布拖县采哈乡延务村
贫困户人均纯收入达验收标准。

转型发展既是国家的要求也是市场的
需求，更是学校自身发展的需要，西昌学
院的转型发展试点，立足校情，创立了转
型发展“三层次五要点”实践路径，总结
凝练出应用型本科教育的六大特征与八个
内涵，树立“开放、合作、需求、服务”
四种转型理念，形成“一二三四”整体转
型方略，整体办学水平明显提升。未来西
昌学院将朝着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技术大
学目标，全面推进整体转型发展。

（西昌学院党委副书记、校长 彭正松）

一是二级学院定位和规划工程。2017
年学校将二级学院定位与发展规划列为本
年度 15 项重大工作事项之一。各二级学
院围绕“转型发展要有新突破，内涵建设
要有新进展”原则，全面深化改革，破解
转型发展面临的制约因素，开展了二级学
院事业规划编制与专业定位等工作。

二是实践教学平台建设工程。围绕转
型发展构建与应用型人才培养相适应的实
践教学体系。搭建公共素质实践平台、学
科素质实践平台、产教融合校外实践平
台 。 2016 年 ， 学 校 被 列 入 国 家 “ 十 三
五”产教融合建设项目示范学校，30000
平方米的大学生综合实训中心和 6000 平

方米的现代农业创新创业实践基地两个项
目立项建设。2017 年 3 月，成为国家教育
部门“高校产教融合创新应用示范基地”
实验培育学校之一。

三是人才队伍建设工程。制定 《中共
西昌学院委员会关于深入实施人才强校战
略 加快学校全面转型发展的决定》，全

面实施高层次人才建设计划、优势特色学
科重点建设计划、教师整体素质提升计
划、青年教师成长计划、实践应用能力提
升计划和科研振兴计划，提高教师整体素
质；将职称申报分为教学为主、科研为
主、教学科研并重、社会服务、实验技术
等五种类型。

2016 年以来，在公招教师考核中增
加了技能展示环节，新进具有行业背景教
师 16 人。

一是强化学校顶层设计。加
强党的建设，坚持和完善党委领
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进一步厘清
学校办学定位、办学特色和发展
目标。2017 年教学工作会专题研
讨学校及二级学院定位、发展目
标和转型路径，结合整体转型，
明确了学校的类型定位、人才培
养定位、服务面向定位和发展目
标 定 位 ， 进 一 步 提 炼 、 阐 释 了

“应用性、地方性、民族性”办学
特色，提出把学校建成全国民族
地区知名的、特色鲜明的高水平
综合性应用技术大学的发展目标。

二 是 强 化 保 障 体 制 机 制 建
设。创新体制机制，调整学科专

业布局，完善制度建设，构建有
利于整体转型的内部组织机构和
制度体系。2015 年，按照构建以
基层党组织为核心的现代大学科
学化治理体系的需求，对内设机
构进行了调整。2016 年初，对院
系和学科专业布局进行了调整。
2016 年—2017 年，制定涉及学科
专业布局、实践教学体系和实践
平台、产教融合校企校地合作、
创新创业能力和就业质量、应用
技术研究等规章制度 13 项，初步
构建了有利于向应用技术转型的
内部组织机构，初步建立了与应
用型转型发展“十个着力点”相
对应的制度体系。

一条主线

二个强化

三大工程

四大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