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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深了，天津大学化工学院的大
楼依然灯火通明。

在先进纳米结构材料及传递过程
实验室里，39 岁的范晓彬正和他的第
一批博士毕业生依依话别。面对这些
朝夕相处五年的年轻学子，范晓彬语
重心长：“同学们，你们都知道化学中
的‘三传一反’，这简单的四个字概括
了化工生产的全过程。走出大学，你
们将成为科研工作者，也将教书育
人。我希望你们在未来的生涯里也能

‘三传一反’——传承坚持、传递创
新、传播快乐，让智慧和汗水发生化
学反应，你们要成为社会的精英、国
家的栋梁、人民的骄傲！”

传承坚持：

跨越基础到应用的求索

【丰富的应用研究经验，独到
的基础研究成果，正是这样一个
跨越基础到应用的探索过程，对
范晓彬后来的科研工作产生了巨
大的影响。】

20 年前，来自华南边陲的范晓彬
背着简单的行李，怀揣着懵懂的期待，
来到南开大学化学院攻读本科。硕博
期间，范晓彬进入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张
凤宝教授课题组，开启了科研之旅。

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实力雄厚，名
家辈出，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连
续十多年排名全国第一。在这样一座

“名门渊薮”中学习和工作，“传承”
与“坚持”成为对范晓彬影响至深的
精神财富。

“我硕士期间主要搞应用研究，配
合团队攻坚拳头产品——DSD 酸生产
技术。DSD 酸对于造纸、印染及杀虫
剂等行业意义重大，我们团队的研究
对于中国企业打破国外垄断至关重
要。”谈到“坚持”，范晓彬回忆道，
为了研发制备 DSD 酸最后一环的还原
工艺，他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连续
熬夜奋战在实验室一线，最终在其导
师张凤宝教授指导下圆满完成了为
DSD 酸“收官”的技术方案。而今，
他与团队一起帮助我国企业占领了
DSD 酸产品近 60%的国际市场份额。
此后，他在博士阶段转入了更为基础
的新型纳米结构材料制备及应用研

究，并因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获得了
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

留校工作后，范晓彬在他主持的
第一个企业合作项目研发过程中，敏
锐地意识到“在产品实际生产过程
中，反应物和产物分子的内扩散过程
对催化反应和最终产品的显著影响”。
因此在基础研究层面，他创新提出了

“没有内扩散阻力的新型二维催化体
系”。2016 年，这一系列研究成果获
得天津市自然科学成果一等奖。丰富
的应用研究经验，独到的基础研究成
果，正是这样一个跨越基础到应用的
探索过程，对范晓彬后来的科研工作
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近年来，范晓彬主持完成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 4 项、省部级项目 6 项、企业
合作项目 2 项，科研成果卓著，也给企
业带来了实实在在的收益。他发表了
超过 100 篇 SCI 论文，被引 4200 余次

（其中单篇最高他引1100余次）。他的
多项研究成果被Nature出版集团的自
然亚洲材料、自然中国、美国化学化工
新闻等权威媒体津津乐道。

传递创新：

一定做不出来的实验

【设计开展了研究生相关综合
实验改革的尝试，引入“故障排
除”的理念，通过精心设计问题
和障碍，把一定能做出来的实验
变成一定做不出来。】

今年 4 月，一门名为“创新思维
与科研实战”的课程在天津大学化工
学院“闪亮登场”，一经推出就引发师
生热议。

该课程由范晓彬亲自设计，涵盖
创新思维与创新方法、科研基本功概
论、高级分析技术、数据处理与作
图、科技论文与基金写作、学术报告
与国际交流等内容。除了亲自授课，
他还邀请了学院里几位科研工作非常
出色的青年教师参与授课。“我觉得我
们国家现在的很多研究生课程跟实际
科研工作脱节比较严重，有的课程要
么太旧，要么太水了，我就是想做一
门真正能实实在在帮助到学生们的课
程。”

就是本着帮助更多的学生做好科

研工作的目标，他还和学院实验中心
的老师们一起，设计开展了研究生相
关综合实验改革的尝试，引入“故障
排 除 ”（Trouble Shooting） 的 理
念，通过精心设计问题和障碍，把一
定能做出来的实验变成一定做不出
来。这门实验课程将在今年 9 月正式
跟学生们见面。“以往做实验很少失
败，都是前人总结好的步骤，一步一
步照着来就行了，有时感觉实验很
水，做完也没什么印象。所以我很期
待这个课程，因为它能真正培养我们
发现问题、排查问题和解决问题的实
践能力。”2018 级化学工程专业硕士
生郑静轩说。

作为学院主管研究生工作的副院
长，范晓彬目前正致力于通过“创新
思维与科研实战”等研究生课程和化
工综合实验改革措施，推动化工学科
研究生教育不断发展，践行科学研究
和人才培养相结合的理念。在他看来，

“我们国家既需要仰望天空的基础研
究，也需要脚踏实地的技术开发，而实
现这一目标的关键，是培养更多的学生
拥有科学的创新思维和实践能力。”

在创新的路上，范晓彬从未停
歇。作为专业教师，他参与筹备的

“天津化学化工协同创新中心”被教育
部认定为国家首批“2011协同创新中
心”，成为天津市目前唯一的面向科学
前沿类的国家协同创新中心；作为骨
干教师，他参与了天津大学“化学工
程与技术”一级学科第三、第四次评
估工作，该学科获评全国第一和 A+
学科，也成为天津市唯一的学科“四
冠王”。

传播快乐：

享受科研愉悦感
【“当我们终于搞明白一些

东西，有一些新发现的时候，你
会好几天兴奋得像飘在云端一
样。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不能
一味对学生进行鞭策，而是要立
德树人，引导他们真正感受到投
身科学的快乐。”】

“明天上午都到活动中心来，范老
师要组织拔河比赛！”周五傍晚，博士
生陈希凡在课题组的微信群里看到了

这样一条通知。而此时的范晓彬，刚
刚把上周六和学生们一起做游戏的视
频发到群里“求点赞”。

“快乐科研”是范晓彬的口头禅，
学生们常常称呼他为“快乐导师”。平
日里他对学生们要求严格，而每逢周
六则是课题组的“轻松日”。这一天，
他会组织研究生打球、搞比赛、做游
戏。游戏结束，他还要亲自为“胜利
者”颁奖，拍摄小视频，给同学们留
下难忘的生活瞬间。做这些事，范晓
彬乐此不疲，他经常说，科研和生活
要分开，要学会有张有弛，创新才能
有动力，对科研的劲头才不会松懈。

很少有人知道，范晓彬也曾经是
一名要求苛刻、让学生们害怕的“严
师”。范晓彬说，自己经历了由科研工
作者到教育工作者的“成长心路”。

2014 年 9 月，范晓彬赴美国宾州
州立大学交流访学。在那里，他的合
作导师是纳米领域权威专家马洛格院
士。范晓彬发现，年迈的马洛格教授
总是实验室来得最早、走得最晚的，
还经常埋首在实验楼里亲力亲为做实
验、测数据，从不要求学生或助手代
劳。当范晓彬和老院士聊起这样做的
原因时，马洛格诧异地回答道：“这有
什么奇怪？为什么我不能？我喜欢做
实验，从实验中获得快乐不就是当初
我们选择这份工作的初衷吗？”

这次简短而深刻的对话让范晓彬
教书育人的理念发生了“顿悟”。“科
学研究能给人愉悦感、成就感和实现
自我价值的机会。”范晓彬感慨地说，

“当我们终于搞明白一些东西，有一些
新发现的时候，你会好几天兴奋得像
飘在云端一样。作为教育工作者，我
们不能一味对学生进行鞭策，而是要
立德树人，引导他们真正感受到投身
科学的快乐。”

前不久，范晓彬指导的第一批博
士生毕业了。让他尤为自豪的是，这
些学生先后入职全国各地不同的高
校：深圳大学、昆明理工大学、天津
科技大学、北京化工大学，成为了新
一代的大学老师。

“学生才是我真正的‘代表作’。
有机会参与、改变学生的人生轨迹，
激发他们的创新活力和科研热情，这
是我的荣幸，更是一份充满家国情怀
的责任。”范晓彬说。

范晓彬：“三传一反”引起科研质变
本报记者 陈欣然 通讯员 焦德芳

4 月 8 日，浙江大学对外发布，
该校核医学与分子影像研究所张宏教
授团队，成功研制国内首套具有自主
知识产权的 PET 分子影像探针微流
控模块化集成合成系统。

目前研制成功的样机，具有低成
本、多模块、快合成、自动化等特
点，采用微流控芯片模块化策略，在
一台仪器上可以合成不同的 PET 分
子影像探针。这项分子影像探针合成
研究成果，不仅极大拓展个体化、精
准医疗的 PET 临床应用，还可为相
关新药研发发挥重要支撑作用，对于
我国抢占该领域的科学研究制高点具
有重要战略意义。

记者在现场看到了这个“小家
伙”，外形为 35 厘米×25 厘米×28
厘米的黑盒子，并配备了一个外置显
示器，重7—8千克。

团队历时 12 年，突破了高可靠
有机反应微流控芯片的制造工艺、多
流路试剂注入和产物引出、零死体积
微单元的接口，以及气液流体控制系
统、电子控制系统、反应控制系统、
软件控制系统的集成等多个主要技术
难题，形成 9 项重要专利，并且在放
射量、制备时间、前体量、溶剂消耗
量、功率消耗、设备成本等关键能耗
指 标 上 ， 较 现 有 设 备 降 低 62% —
98%。

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
（Positron Emission Tomogra-
phy，简称 PET） 是国际上最先进的
分子影像学检查技术，能够反映活体
状态下细胞或分子水平的变化，有助
于理解这些特定分子的生物学行为和
特征。通过特定标记的药物，可以动
态显示机体内各种组织器官及细胞代
谢的生化改变、基因表达、受体功能等
生命关键信息，揭示疾病生物学过程，
实现肿瘤、心血管及神经精神等重大
疾病的精准诊治。

分子影像探针是 PET 和核医学
的关键，是一种特异性的显像剂，其
中发挥信号作用的是放射性核素。这
些放射性核素就像“侦察兵”，能为
医生和科研人员找到病灶的位置。但
是“侦察兵”本身不能在人的体内巡
逻，需要躲藏在像特洛伊木马那样的
特定介质中，通过与病灶上的特定受
体等结合，一路释放信号留下蛛丝马
迹，做好生物学特征标记。

分子影像探针的特殊性在于“一
把钥匙开一把锁”，要观察特定的生
化过程，需要特定的探针。目前，国
际上已经有这类分子影像探针100余
种，随着科研人员的不断探索这个数
量还会不断增加。

正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
器。课题组成员、浙江大学医学中心
副主任田梅介绍，她在这项研究中首
先是从临床提出需求，凝练科学问题，
然后与科研团队开展交叉研究。

做小、做好、标记到其他介质，
是分子影像探针研制中的难题。作为
浙江大学医学与分子影像研究所所长
的张宏，带领田梅、浙江大学化学系
特聘副研究员潘建章、化学系微分析
系统研究所所长方群教授、化学系副
教授雷鸣、化学系副教授徐光明、化
学工程与生物工程学院特聘研究员和
庆钢，围绕国家卫生与健康重大挑
战，瞄准重大疾病精准诊治关键问
题 ， 组 建 交 叉 学 科 团 队 ， 提 出 了
PET 分子影像探针微流控模块化集
成合成系统这一设计思路。

说到化学合成，大家首先想到的
是瓶瓶罐罐的实验器皿，微流控技术
则是把瓶瓶罐罐放到微流控芯片的微
通道网络中，让不同流体在其中实现
混合、反应、纯化等过程。张宏团队
设计出一款特殊的微流控芯片，由石
英制成，两张名片大小，但是里面却
大有乾坤。

微流控合成，就是在具有微小尺
度通道网络的芯片结构内，通过对反

应物质流体进行控制，实现合成反应
的微量快速合成新技术。“小是为了解
决快速反应和微量探针的合成。”潘建
章介绍，他们采用的微流控芯片结构，
使其在容纳流体的有效结构（包括通
道、反应室和其他功能部件）中至少在
1个维度上为微米级。

“通常微通道宽度和深度为 10—
500 微米，长度为 10—100 厘米，最
小 的 通 道 内 径 比 一 根 头 发 丝 还 要
细。”潘建章说。

微流控技术可以显著增大流体环
境的面积与体积的比例，强化传质和
传热效应，提高反应选择性、速度和
操作安全性，实现高效的反应合成。
针对微流控系统内难以实现主动的混
合和快速的干燥、换相等难题，研究
团队通过独特的微流控芯片设计，将
问题一一解决。

随着研究的深入，课题组将微流
控芯片迭代成为涵盖微泵、微储液
器、连接微管、微混合器、微分离纯
化柱的以微流控芯片反应器为主的合
成系统。

张宏团队研制的微流控芯片反应
器，能够合成不同的分子探针。根据
不同探针的合成反应需要，他们开发
出具有不同的微流控芯片反应器。与
此同时，通过自动控制的通道切换，把
不同的试剂通入反应芯片。

因此，一旦芯片插入仪器，需要
什么试剂，就像在饮料机上面选饮
料，根据需求对接。这样一来，针对
不同的分子影像探针制造，通过更换
微流控芯片即可实现。每一个芯片就
像一盘磁带，插上不同的磁带能够放
出不同的歌曲，插上不同的芯片就能
获得不同的探针。

张宏团队还通过系统化集成研
究，构建了微流控合成仪主机控制系
统，实现了全自动远程控制，只需要
在电脑上选择配置方案，便可一键合
成所需分子影像探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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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晓彬 （中） 指导学生。
天津大学 供图

范晓彬，天津大学化
工学院副院长、教授、博
士生导师。范晓彬创新
提出了“没有内扩散阻力
的新型二维催化体系”，
他主持完成的“石墨烯的
绿色合成及其多相催化
应用”推动了我国石墨烯
及相关二维纳米材料的
多相催化应用探索，他与
团队一起帮助我国企业
占领了 DSD 酸产品国际
市场近60%份额。

全面卓越的学校文化建设

学校文化是学校发展的灵魂。北斗小学做好
顶层设计，坚持文化先行、制度保障、高层领导
引领，形成了“促进师生身心健康和多元发展”
的办学宗旨和“成长优先，和谐发展，追求卓
越”的办学理念，“人文、和谐、卓越”的价值
观，“为每一个孩子的成长奠定良好基础”的教育
使命，“打造深圳市精品教育品牌学校”的发展愿
景。通过校园网站、宣传栏、专家讲座、家长
会、教师培训、校园环境建设、多种主题活动等
方式，使学校文化理念渗透到学校教育教学工作
的方方面面。

高素质专业化的教师队伍建设

北斗小学把师德师风建设放在第一位，努力
打造教师的三个精神乐园——爱岗敬业的精神乐
园，热爱学生的精神乐园，依法治教的精神乐
园。将打造高素质教师队伍作为课程改革的关键

一环，着力培育北斗“明师”，即明白之师、明辨
之师、明天之师。

学校打造以名师工作室和科研课题为支撑的
信息化教研模式，创建了两个区级名师工作室，
将教师的培训学习、研究发展、实践创新有机整
合，形成系统。目前，学校培养了区级以上名师
7 人，承担国家、省、市级课题共 11 项。

丰富多样的课程建设

北斗小学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以培养核
心素养为导向，以认知、活动、探究为课程形
态，按照德、智、体、美、劳五个维度，着力于
国家课程校本化、校本课程多样化以及社会实践
活动课程化三个方面的建设，促进学生全面而有
个性地发展，丰富了“卓越教育”的内涵。

学校目前已开发了 55 门校本课程和 51 门“四
点半活动课程”，涵盖阅读、体育、艺术、创客等
诸多方面，学生参与率达到百分之百。根据地域
特点，每学期还安排适合学生特点的社会实践活

动，如皮影戏进校园、磨砺教育、灾害应急演
练、自然博物园参观、警营开放日活动等。利用
课程化的社会实践活动，推动学生核心素养的提
升。

求真务实的教学改革

北斗小学视教学质量为办学生命线和立校之
本，通过建立校级名师工作室、开发校本课程、
开展课题研究、推动教师继续教育等多种方式，
重点推进课堂教学方法的革新，成效初显。学校
作为深圳市“智慧校园”，充分利用信息技术和
互联网平台，丰富教学方式，让传统的课堂教学
得到了空间、时间上的延伸。教师们还积极运用
思维导图、习本学习、翻转课堂等方式，让课堂
有了新的活力。

以数学课程为例，教师们采用探究+问题的
模式，把数学课程内容与游戏结合在一起，开展

“游戏化教学”，培养学生数学核心素养。学生的
数学水平因此得到提升，成绩名列罗湖区前茅。

当前，在彭美珍校长的带领下，北斗小学正
围绕“全面推行卓越绩效管理模式”“开发素质教
育特色校本课程”“打造‘明师’团队”“创建

‘智慧’北斗”“物质和人文环境优化”五个方向
的战略目标，着力打造“教育高质，管理高效，
特色鲜明，追求卓越”的“深圳市精品教育品牌
学校”。

追求卓越育桃李
——广东省深圳市北斗小学“卓越教育”侧记

卓越是一种境界，是一种追
求，是一种极致。深圳市北斗小
学就是一所追求卓越的学校，
它始建于 1984 年，拥有多项国
家、省、市级荣誉称号，学校改
革发展的脚步始终走在前列。

2010 年 ， 北 斗 小 学 成 为
“卓越绩效模式”在罗湖区教
育系统的首家导入单位；2011
年成为罗湖区首家获得“区长
质 量 奖 ” 殊 荣 的 事 业 单 位 ；
2018 年，学校以省级课题“北
斗小学卓越绩效管理的探索与
实践”为契机，进一步探索和
实践卓越绩效模式在北斗小学
的应用，卓越绩效实践成效明
显。依托卓越绩效管理形成的

“卓越教育”已经成为了北斗
小学的教育名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