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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参天地、德合自然”是东北林业
大学的校训，镌刻在校园的石景上，浸
润在师生的骨髓里。

70年来，16万东林人散布在祖国
各地，无论是在校园、鹦哥岭，还是塞罕
坝、青藏高原……他们所到的每一个角
落，就像一粒种子、一棵树，扎入地层深
处，越贫瘠越生长，繁茂而茁壮。

在遥远圣洁的西藏，东林人践行大
局意识、责任意识，扎根在高海拔地区，
用青春、生命创造着西藏发展的奇迹，
演绎了东林文化的内涵和精髓，书写着
东林精神在雪域高原上的传奇经历。

动植物宝库的保护者

西藏是动植物资源的神圣宝库，吸
引着诸多农林院校毕业生投身这里。
西藏农牧学院副院长赵垦田就是怀着

“踏踏实实做点儿事情”的初心，经历了
援藏、留藏、扎根西藏的16年时光。

坐落在哈尔滨市的东北林业大学
和位于林芝市的西藏农牧学院，两地相
隔万里，没有直达的火车和飞机。但在
赵垦田的人生地图上，这两个点始终相
系相连。

本硕博在校就读，1993年留校任
教……东北林业大学承载了赵垦田太
多的青春记忆。2001年，赵垦田主动
报名成为中央国家机关第三批援藏干
部，开始了与西藏的情缘。“西藏拥有
丰富的森林资源，有着特殊的地理环
境，一直是我们林业人向往的地方。”
时年38岁的赵垦田渴望去感受、探索
森林的奥秘。

“脚像踩在棉花上，软软的，头像要
裂开一样，晚上睡不踏实……”初到西
藏，尽管高原反应让赵垦田不太适应,
但在西藏农牧学院的3年援藏履历却
是精彩的。3年里，他走遍了40多个
县，饿了就同藏民们一起捻糌粑、吃牦
牛肉，渴了就掬一口山泉水，多年的野
外考察生活让他学会了苦中作乐。

与赵垦田一样，吸引西藏农牧学院
高原生态研究所研究员潘朝晖的是这
里的昆虫资源，“西藏是研究昆虫的天
然宝库，在这里我有干不完的事儿”。

1971年出生的潘朝晖是地道的农
民儿子，大山、森林记载着他的童年。
1991年，他考取东北林业大学森林资
源与环境学院森林保护专业，随后又考
取了东北林业大学的研究生，毕业后来
到了西藏农牧学院任教，从事西藏昆虫
的收集整理、分类研究及林木病虫害防
治方面的科研和教学。

论文、专著、奖项，成绩和荣誉接连而
至，这一切，都建立在潘朝晖对西藏昆虫
的痴迷上。在藏十年，在他和同行的整
理下，记录在案的西藏昆虫物种从2008
年的4000多种上升到6000多种。“昆虫
的种类数最能体现生态环境的情况，西
藏的昆虫物种数至少在几万种以上，我要
做的工作还有很多。”潘朝晖说。

昆虫资源摸底工作烦琐、枯燥。白
天强烈的紫外线晒得人脖子、耳朵火辣
辣的，晚上特别疼，直到蜕掉一层脱皮
才算好起来。蚂蟥多，隔着衣裤也能吸

血。在日喀则佩枯错和察隅慈巴沟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考察的时候，潘朝晖曾
在海拔4000多米的地方滑倒、摔伤，也
有过掉进湍急河水的险遇。

一人、一室、一堆亟待整理的标
本，除了去野外捕捉，潘朝晖基本都
泡在标本室。经过他的精心处理，数
不清的各类昆虫变成了一件件炫目的
艺术品，色彩斑斓，栩栩如生。“西藏
有着很多不为人知的奥秘，最近我在
整理蝴蝶标本时发现近50种没有记录
过的新种，正在抓紧整理准备出版西
藏蝴蝶图鉴。”潘朝晖兴奋地说。如
今，在3间平房里存放着的数十万只
各类昆虫的标本，成为潘朝晖为后人
积攒的西藏昆虫研究的财富。

在学生们眼里，潘朝晖对同行是慷
慨的，经常赠送昆虫标本，但决不售卖
一只。曾经，潘朝晖在墨脱捕到一只罕
见的锹甲，有人出价1万多元购买，他
婉拒了。“昆虫虽小，但在生态系统中是
不可或缺的，标本的价值更不能用金钱
来衡量。”潘朝晖这样告诉学生。在潘
朝晖的小平房里，学生们跟着他整理、
制作标本，也懂得了坚持的意义。

办实事帮村民脱贫

中共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坐落
在拉萨市西郊，根培乌孜山脚下，国家
级自然保护区拉鲁湿地之滨。

因为时差，研究生部副主任杨剑萍
的早餐在8点 30分开始。青椒炒豆
干、煮鸡蛋、豆浆、包子，“吃饭就是任
务，饱了就行。”10分钟后，光盘。

这样简单的早餐，杨剑萍吃了18
年。“在这里工作的人，很多都是婚后的

‘单身汉’，都吃食堂，不用做饭，不用洗
碗，很方便。”

2001年6月，把国际经济贸易专
业的毕业证夹在行李包里，杨剑萍的双
脚迈出了东北林业大学的校门。这个
25岁的热血青年主动来到西藏支边。
在海拔3650米的高原，杨剑萍从未想
过离开，无论是结婚、生子，还是两地分
居，信念渐渐长成了一株西藏青冈树。

“驻村的路上尽是这种树，直径40
多厘米，树干上长满了松萝、青苔。”杨
剑萍说，青冈树根系深、耐贫瘠、木质坚
硬，却四季常青，不惧寒冬。

入眼的是青冈树，入心的是驻村经
历。江达县娘西乡加桑卡村距离拉萨

1400多公里，2012年11月，担任驻村
队队长的杨剑萍，离开出生20天的儿
子和坐月子的爱人，一路颠簸，开始了
一年的驻村工作。

驻村期间，杨剑萍走村入户，与村
民们交流交心。有3户人家的拉加村、
11户人家的迪普村距离加桑卡村村委
会比较远，由于海拔高缺氧，十几公里
的山路走起来非常困难，但杨剑萍和队
员们谢绝了村民的摩托车捎脚，靠着脚
底板走进了每家每户。

入户走访后，杨剑萍和队员们确
定了3个项目：给通公路的两个村民
组安装太阳能路灯，给村委会建党员
活动室，维修根久吊桥。安装路灯的
过程很是波折，面对有限的预算，杨
剑萍多次联络在江苏高邮开灯具厂的
初中同学，让同学用友情价发来10盏
高配置的路灯；为了节省1.8万元的
路灯安装费，杨剑萍四处游说，拉村
民老乡、求助邻近工作队，终于用3
天时间让10盏路灯亮了起来……

灯亮了，照亮了夜晚的小路，也照
亮了村民的心。2013年11月，驻村工
作结束离开的时候，村民竖起了大拇
指，献上了洁白的哈达。

2007年毕业于动物保护专业的赵
世明是东林第一批就业的西藏定向
生。当年，他被分到了日喀则的定结
县，坐着大巴车去县里的路上，前不着
村后不着店，土路像沙漠一样，几个小
时看不到人影。到了县城一看，“全县
街路总共不到200米，人口1.9万，还没
有东北林大的学生多”。

在确布村驻村的经历让赵世明成
长、成熟。宣讲政策、帮扶村民脱贫，他
凭辛苦的付出赢得了群众的尊重。乡
亲们舍得把一个卖2元钱的藏鸡蛋拿
给他吃，献上哈达，拉着他的手一起跳
舞庆祝丰收……赵世明说“找到了自己
的价值，便能苦中作乐”。之前有过迷
茫的他，也曾想找机会调回内地，但是
现在，他已下定决心，要在这里扎根。

“付出的青春，奋斗的汗水，对西藏
的感情在逐年加深。”来林芝6年，30
岁的朱传华对这片土地由向往到热
爱。林学专业学习、在林芝市林业和草
原局工作，朱传华的履历贴着“林”字
号。2014年，作为最年轻的驻村队员，
朱传华来到通参村驻村，积累了很多经
验。2016年中秋节，他来到左步村任
第一书记。不到一个星期，他走访摸清

了20户、102名村民的全部情况，调试
电视机、指导仙人掌种植、联系修水渠、
确立林业产业发展思路……朱传华现
场办公、高效办事的作风赢得了当地村
民的认可。

据统计，从2007年至今，共有439
名东林学子在西藏就业，工作覆盖林
业、教育、金融等多个行业。

培养优秀的定向生队伍

在一批批教师的努力下，通过积
极、贴心的措施，东北林业大学培养出
了一支优秀的西藏定向生队伍。2003
年以来，学校录取西藏定向生 346
人，涵盖了十几个专业。东林教务处
副处长、本科生招生办公室主任蔡宇
拿出了一份西藏就业的校友登记表，
拉萨、林芝、那曲、日喀则、山南、
昌都、阿里，东林人遍布西藏各地，工
作在林业、教育等领域。

蔡宇2003年留校当辅导员，当时
的300多名新生中有4名是西藏定向
生。蔡宇比学生年长三四岁，沟通起来
很顺畅。加上同住一层，生活上，蔡宇
对这些学生给予了更多的关注，平时只
要有空，他就会找西藏定向生聊天，从
家庭环境到所思所想，蔡宇的耐心和爱
心帮助他们很快融入到大学生活中。

2015年毕业的董其飞、刘荣志是
蔡宇的学生。那年，两人一同走进了拉
萨。董其飞分配到市住建局，负责党建
工作，“觉得自己很幸运，有过4个月的
驻村经历，不管做什么，都要发扬东林
精神，踏实工作，干一行爱一行”。

在拉萨林业局工作的刘荣志也是
“90后”，在当雄县羊易村一年半的驻
村经历让这个青年人成长了许多。让
刘荣志难忘的还有当时四年级的小学
生晋美旺杰，因为常常给他辅导语文，
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友谊。“藏族百姓很
淳朴，离开的时候他们会送上酥油茶和
哈达，表达对驻村工作人员的谢意和不
舍。”刘荣志感慨。

说起当年带过的西藏定向生，现任
东北林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副院长的
张艳波依然十分激动：“其实我很惭愧，
自己给予这些西藏定向生的关爱是有
限的，他们回报我的更多。”

2007年，学校为了加强对西藏定
向生的管理，成立了“缘藏之家”，28岁
的张艳波担任123名来自9个省份、不

同年级和专业的西藏定向生的指导教
师，负责他们在学校的生活学习、思想
动态。

“第一次跟他们见面是在行政楼的
一间会议室，我带着满腔热情进去，
跟大家做自我介绍，却没人抬头看我
一眼。”张艳波没有气馁，为了走进西
藏定向生的内心世界，她通过问卷调
查了解他们的家庭情况、报考目的等
相关信息，建立了详细的信息库。

如何快速打开这些学生的心扉？
张艳波利用业余时间找每名学生谈话、
谈心。“对西藏的不了解和对服务年限
的担忧是西藏定向生最主要的顾虑。”
张艳波摸清了大家的真实想法。她策
划了四五块展版，图文并茂介绍西藏的
风土人情，组织有西藏工作经历的校友
作报告，打消了这些年轻人的疑虑。每
逢重要的节日，张艳波都会拎着吃的跟
学生们一起过节。毕业的时候，张艳波
给每个学生送了一个大背包、一件T恤
衫，组织大家留下毕业心愿，放在心愿
瓶里封存起来。

“突出重点，培育特色，从学院到学
校，大家想尽办法，做好西藏定向生培
养工作。”这些定向生成为张艳波教学
生涯中最难忘的一批学生。主动申请
到最艰苦地区的余磊，文笔特别好的王
传勇、闫荣林，开朗外向的刘瑜……张
艳波对学生的事迹如数家珍，对他们的
关注和惦念一直持续。

“老师，您放心，我们没给东林丢
脸，大家都在西藏等着您去看看。”不久
前，回到哈尔滨参加培训的学生唐子明
前来看望张艳波，也带来了同学们对老
师的问候和祝福，临别的这句话，让张
艳波在回家的路上哭了一路。

扎根西藏，展示东林风采

提起杨剑萍在业务上的表现，中共
西藏自治区委员会党校研究生部主任
多布杰的眼里闪着赞赏的亮光。

他告诉记者，杨剑萍教学、科研能
力比较强，成果丰硕，历经多部门和岗
位的锻炼，一心扑在教学、管理工作中，
像青冈树一样扎根，与当地融为一体，

“是个难得的人才”。
“我们已经把他当成藏族兄弟一样

对待了，希望东北林业大学多输送这样
的人才来建设西藏、支援西藏。”多布杰
真诚地说，言语之中有感激，更有期待。

在西藏的东林人，是一个积极向上、
焕发着勃勃生机的群体，他们扎根在高
海拔地区，融入了当地百姓的心底。

2008年从东北林大土木工程学院
毕业的王震来自宁夏，现任拉萨市达孜
区副区长。“作为第二届西藏定向生，那
时候对前途未知，完全是带着理想信念
和一腔热忱进藏。”说起当年来西藏的
心情，王震记忆犹新。

10年的城乡建设管理工作经历让
王震在磨炼中成长，真心爱上了这个让
自己至今还有高原反应的城市。“纳金
大桥、慈觉林大桥、柳东大桥，看着这3
座大桥从无到有、从图纸变成现实，我
参与、见证了拉萨城乡基础设施建设和
发展。汗水、苦水中渗透的甘甜是无法
用语言描述的。”王震说。

今年是贺文利来西藏的第30个年
头。这位当年森林资源类专业毕业的
毛头小伙子，如今已是人到中年。“刚来
的时候，在拉萨只能骑自行车，后来可
以坐大巴、坐火车、乘飞机，西藏飞跃式
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投入、支持，离不
开来支援建设的全国各地大学生、干
部。”贺文利说。

贺文利原本想着跟森林打一辈子
交道，后来，进出口商品检验局的成立
让年轻的贺文利换了岗位。一切归零
的他，经过一年的不懈学习，对业务渐
渐入门、熟悉、精通。2018年，贺文利
担任八廓海关关长。2019年“七一”，
重温入党誓词，有着16年党龄的贺文
利重新思考自己入党的初心，“一定要
积极向上，想干事、干成事。不管是搞
专业，还是从事行政工作，都要踏实认
真，有始有终。”贺文利对刚刚来西藏参
加工作的校友们说。

物理学专业毕业的袁金文是2008
年来的西藏。“我最初被分配到日喀则
二中，5年的教学生涯，除了藏文都教
过。”在陪同朋友进行司法考试的过程
中，袁金文对合同文本、法律条款产生
了浓厚兴趣，后来，他转行进入了律师
事务所。“物理专业的学习经历让我思
维更深远，整合信息、加以探究的能力
不断增长，感谢母校培养了我的科学素
养。”他说，“在西藏的法治化建设中，我
愿做默默奉献的一分子。”

在东北林业大学党委学工部部长
王春海心中，学校有着光荣传统：上
世纪50年代建校的人拉犁精神、60
年代的塞罕坝精神、80年代为寻找走
失仙鹤溺水牺牲的徐秀娟、90年代主
动上到鹦哥岭的刘磊、主动援藏的王
喜、把女友带到西藏落户安家的唐子
明……这些学子在东林精神的感召下，
不懈进取，成为行业先锋。“吃苦、坚守、
诚实、有时代担当。”东北林业大学校长
李斌这样概括东林学子的整体风貌。

东北林业大学党委书记张志坤说，
学校会与这些毕业生建立更加广泛的
联系，提供更多的关怀和服务，增强校
友之间联络感情的纽带，输送更多优秀
的毕业生，鼓励他们以过硬的政治素
养、精湛的业务技能、忘我的工作劲头，
充分发扬“东林精神”和“老西藏精神”，
更好地服务西藏、建设西藏。

在雪域播种希望在雪域播种希望
——扎根青藏高原的东北林大毕业生群像扫描

通讯员 孟姝轶 王乙 本报记者 曹曦

赵垦田在野外考察。 东北林业大学 供图潘朝晖在野外工作。 杨剑萍为乡亲们宣讲党的方针政策。

最美“逆行者” 用行动谱写师德

武汉告急，湖北告急。从抗击“非典”、
汶川地震救援到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西安交
大临床医学名师工作室负责人、一附院院长
施秉银教授，总是带领着教师冲在一线。制
定疫情防控部署、改造发热门诊、开展全员
培训，作为指挥长的他身先士卒，又一次率
队出征。在武汉的每一天，他带着对病例的
思考与分析，提议成立“降低新冠肺炎患者
病亡率小组”，集合多学科力量，组织专家
会诊，按病情轻重缓急对患者分层，动态调
配医护人员，保证专业力量救治危重病人。

作为内分泌专家，施老师在疫情防控期间依
然坚持利用宝贵的闲暇时间，在微博、微信
上解答病患疑问，提供医疗援助。

最美“逆行者”中还有省教学名师马肖
容，2月8日，她作为二附院医疗队成员进驻
武汉同济医院中法新城院区开展救治工作。
第一天查房，眼看着刚才还能说话的病人转
瞬之间就离开了人世，刚刚还抓着她的手的
病人苦苦求生的双眼突然就永远闭上了……
泪水过后，马老师更坚定了要与死神展开殊
死斗争的决心，她与小组成员共同研制国内
首创三联疗法，在救治新冠肺炎重症患者中
取得成功，进入国家第七版诊疗方案。病人
转危为安，医患共同的欢呼萦绕病房的时
候，那些在救治过程中面临的极大风险以及

全身被汗水浸透的难熬都显得微不足道。

防疫一线 为生命而歌

在疫情暴发的初期，西安交大医学人充分
发挥人才优势、智力优势，全面梳理、深刻剖
析目前新型冠状病毒防疫期间的问题，立足医
学专业制高点，做好对医疗工作者及普通民众
的疫情防护及相关知识普及。马肖容、傅强、
王铮等教师积极参与完成《新冠病毒感染防控
大家谈》系列讲座录制工作，讲座内容涉及病
毒原理、隔离防护、社会应对、心理干预等方
面，整体课程从规划到呈现仅用4天5夜。

教师们不仅积极主动请缨奔赴一线，更多
的是默默坚守本职岗位，李小妹、王铮、郭晓
燕等教师纷纷活跃在医学教育一线，制作科普
文章和小视频，为病患和学生快速普及有关疫
情防控知识，多视角引导学生认识疫情。

肖懿慧是一附院心内科医生，也是一名
年轻的后备校级名师。虽然没能去援鄂，但
是作为一名教师，她将关注全部放在学生们
的安全防控上。疫情不断严峻，她第一时间

通过网络与学生进行防疫知识普及，在网络
课程中将新冠肺炎疫情中心血管患者的疾病
表现特征作为教学案例，将课堂知识变得更
接地气，课余还给学生们发送各种疫情防控
科普内容，让医学生在学习基本医学原理的
同时，也从钟南山、李兰娟等前辈身上感受
坚持追求真理的科学精神，感受医学人“敬
佑生命、大医精诚”的救死扶伤精神，充分
利用时事开展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

教学阵地 永恒的坚守

从疫情暴发开始到现在，工程制图名师工
作室的线上集体备课活动已经开展了4次，另
外还针对即将修订的教材开展了网上案例讨
论。每次备课结束，青年教师们还会讨论很多
问题，例如授课平台的选择、课中的测验方
式、学生的作业批改等，大家久久不愿散去。

“在线上开展这样的活动，没想到青年教师们
这么积极，这说明我们好的教学传统得到了青
年教师的认可。”工程制图名师工作室负责
人、省教学名师郑镁教授说。

工程制图是全校工科类学生接触工程实

际的第一门课程，对培养学生的工科思维
起着关键性的作用，为了帮助青年教师更
好地抓住课程重点，工程制图名师工作室
始终坚持每 3 周开展一次青年教师集体备
课，省教学名师罗爱玲、郑镁两位教授，
针对接下来两周的课程安排、讲课进度以
及课程内容重点难点进行逐一分析，帮助
青年教师们进一步正确理解教学内容，合
理取舍授课案例。

为更好地发挥国家级教师教学发展示范中
心的引领作用，西安交大教师教学发展中心在
教师教学能力提升方面不断探索追求卓越，
在获得2018年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的“五阶
段递进式”教师教学培养体系中，作为高阶
师资培育的重要环节，名师培育累计对各级
各类教学名师人才储备106人开展定制培优计
划，根据学科特性在全校范围内设立名师工
作室 10 个，目前已开展各具特色的教学研
讨、示范公开课、名师工作室开放日等活动
200余场，为传承西安交大优良教学传统、提
升人才培养质量、助力学校创建“双一流”建
设打下坚实基础。

（董 喆 张 健）

抗疫有我 师德为先
——西安交大教学名师抗疫实践纪实

岁末年初，新冠病毒席卷各地，面对肆虐的病毒，这个冬春有太多平凡而伟大的身影
令人感动。面对不能开学的现状，西安交大于2月7日在网上组织全校5万余名师生“同
上一堂课”，对防疫工作进行了全面部署，提出了“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停课不停
研、停课不停工”的要求。教师们迅速行动起来，充分运用信息化手段开展线上教学，第
一时间为学生打造跨越空间的知识盛宴。而在这场没有硝烟的战斗中，到处都活跃着教师
们忙碌的身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