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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东西部教育对口支援聚焦东西部教育对口支援
决胜决胜全面小康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决战脱贫攻坚

地铁是名副其实的“电老
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一年
地铁耗电量均已超过15亿度。
截至2019年底，我国已开通城
轨交通线路里程达6730公里，
在建新线里程超过6000公里，
全国总能耗达到152.6亿度。随
着城轨交通的快速发展，未来
的年耗电还将是个惊人数字。

如何降低城轨交通的供电
能耗，是实现整个城轨交通系
统节能降耗的关键。9 月 25
日，北京交通大学宣布自主研
发的世界首套城轨交通地面式
超级电容/电池混合储能装置，
在北京地铁八通线梨园站挂网
试验成功。该装置能回收利用
列车再生制动能量，降低城轨
列车能耗10%—15%。

收集利用地铁被浪
费的“能量”

这一装置的研发团队是北

京交通大学杨&林实验室，负
责人是杨中平教授和林飞教
授。他们预测，高效利用轨道
交通车辆的再生能量，将成为
城市轨道交通节能的主要手段。

什么是牵引用电？什么是
再生制动能量？杨中平说，地
铁在站间运行，先经历牵引阶
段，车辆由静止开始加速，电
机消耗大功率从而产生牵引
力，车辆加速到如70公里/小时
的限速；之后进入等速巡航阶
段或惰行阶段，电网只需要小
功率即可维持巡航；车辆快到
站时，进入制动阶段，车速降
为0。

能量守恒定律告诉我们：能
量既不会凭空产生，也不会凭空
消失，只会转移或者改变形式。

“经测算，6节车厢的八通线地铁
列车一次制动，从70公里/小时
降到0，产生的再生制动能量大
约是14度电，因为无法返回公

共电网的大池子，怎样把这部分
能量储存起来并有效释放利用
起来？”这个问题可以简要解释
杨&林实验室的工作。

这对整个地铁系统的节能
减排意义有多大？要想搞明白
这项研发的价值，得先弄明白
一个“50%”。杨中平解释说，
列车牵引用电和其他如车站电
梯、扶梯、空调等附属设备的
用电量各占50%左右，地铁运
营电费的一半花在了牵引用电
上！这是关系整个地铁系统节
能减排的关键技术之一。

交通运输部科学研究院专
家库聘任专家、北京市地铁运
营有限公司原副总工程师兼设
备部副部长黄旭虹十分熟悉轨
道交通，“如果没有地面吸收装
置，多余的能量会变成灾害，
比如，地铁制动盘磨损严重，
每3个月就要换轮子，几个月就
能消耗掉几年的成本”。她回忆

起十几年前找到杨中平时，两
人对地铁能耗挖潜一拍即合。

最好的办法是“自产自
销”。2007年，杨&林实验室开
始做小功率的储能装置，慢慢
地，10千瓦、200千瓦，随之
自主研发我国首套一兆瓦的地
面超级电容，2016年在八通线
试验成功。该储能装置已在青
岛、广州等地多条地铁线路投
运，节能效果显著。

本次试验成功的混合储能
装置，是继2016年研发的超级
电容储能系统的第二代产品，
相较第一代纯超级电容储能系
统，平均每天可多节电 150
度。当列车牵引时，再将储存
的能量释放出来，使再生能量
被充分利用起来。此外，该装
置可减少列车基础制动磨损，
提高城市轨道交通运营安全性
和可靠性，降低运营维护成
本，延长车辆设备使用寿命。

凌晨才能进行的试
验，成果摆脱了国外限制

这套装置从大学实验室里
走出来，到了实地接受检验，
到底能节约多少电？

研发团队在北京八通线梨
园站试验的结果表明，夜间单
车运行时，每趟节能率均能达
到 20％；在地铁正常运行期
间，工作日日均节能 1500 度
电，节能率达13％；而周末日
均节能900度电，节能率超过
17%。

“可以说，我们的成果降低
地铁能耗的10％—15％是没有
问题的。”林飞说。这意味着什
么？就拿北京地铁来说，总里
程600多公里，2019年耗电量
为16亿度电，能节约1亿多度
电，一度工业用电按 0.8 元来
算，折合人民币1亿元左右。

（下转第三版）

北京交大团队自主研发世界首套兆瓦级混合储能装置——

收集地铁再生能量为“电老虎”降耗
本报记者 赵秀红

车辆在雾气缭绕的崇山峻
岭中盘行，蓝天白云和青山绿
水的环绕中，低头望去，悬崖
峭壁近在咫尺。

云南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双
柏县仿佛是隐没在哀牢山东麓
的 秘 境 ， 山 区 面 积 占 比
99.7%，县内没有一平方公里完
整的平坝，闭塞的地理环境让
双柏这个“中国彝族虎文化”
的故乡，遭遇了发展困境。

一次跨越 1800 公里的牵
手，给双柏人脱贫攻坚平添了
几分底气。2013年，双柏县成
为南京大学定点帮扶对象，在

“双柏所需、南大所能”的原则
下，南京大学一批批优秀学
者、青年干部扎根双柏，发挥
教育、科技、人才优势，帮助
当地提高“造血”能力。持续7
年的接力攻坚使得最终几个数
字被定格：2019年4月，双柏
以零错评、零错退、零漏评、
群众认可度95.92%的成绩实现
脱贫摘帽，目前贫困发生率降
至0.76%。

消费扶贫——

倒逼生产观念转型升级

一场大雨赶走了双柏夏日
的暑热，也唤醒了大山深处的

“精灵”。
夏季是云南的食菌季节。

如今，这些大自然馈赠的鲜美
不再是本地人舌尖上的独享，
松茸、牛肝菌、鸡枞菌等十几

个品种的菌子陆续被端上了南
京市民的餐桌。

消费扶贫，一头连着贫困
地区的“钱袋子”，一头连着城
市的“菜篮子”，通常被视为最
直接、见效最快的扶贫方式之
一。从学校直接采购到搭建外
部推广平台，南大人一直致力
于帮助双柏本地农产品打开销
路，对接更广阔的国内市场。

然而，山货的出山之旅并
不总是一帆风顺。

在双柏县妥甸镇，有着600
多年历史的妥甸酱油经过18个
月自然发酵而成，营养价值丰
富，可是销往外省后最初并未
如愿收获好评。

原来，云南本地人口味较
重，偏咸的酱油并不适合江浙
人的味蕾。为了帮助妥甸酱油
开拓市场，南京大学专门组织
江苏连云港工程研究所专家前
往酱油生产厂家改进生产技
术，调整口感。如今，妥甸酱
油已成功销往全国各地。

为了进一步对接市场需
求，南京大学师生组成社会实
践志愿服务团。在为期一个月
的调研中，团队帮助双柏梳理
全县84个乡村外销型农业作物
的种类和种植规模，“一户一
策”指导农业生产。

“消费扶贫要尊重市场规
律，与消费地市场实现精准对
接才能保证消费扶贫持续健康
发展。”在南京大学挂职干部、
双柏县副县长王建富看来，推

动农产品融入全国大市场，带
来的是当地思想观念、生产模
式的一系列变革。

在经历了几番碰壁后，妥
甸镇原生佛手鸡养殖基地负责
人刘燚发现，市场上鸡的养殖
周期普遍在90—120天，而本
地农户的养殖周期通常在一年
以上，不仅增加了人工和饲料
成本，而且在口感上偏柴，需
要长时间炖煮，并不适应大城
市白领快节奏的生活。

“以前我们认为散养的模式
最健康，养殖周期越长越好，
后来发现并非如此。”对于科学
养殖，刘燚有了新的认识。在
南京大学的资金帮扶下，刘燚
正在建设标准化的笼养基地和
屠宰场，针对外省客户的口味
特点，缩短佛手鸡的养殖周
期，并尝试开发鸡肉休闲小零
食。

与多数地方靠行政力量推
动消费扶贫不同的是，南京大
学专门成立双柏南大励行科技
园发展公司，让专业的人做专
业的事，探索在生产、流通、
消费各环节打通制约消费扶贫
的痛点和难点，在贫困地区和
消费市场之间架起桥梁。

一年多来，公司精心打造
了“情系双柏”和“情系滇
西”两个系列的农特产品，在
设计、包装上下功夫，通过线
上线下相结合打造特色销售渠
道，目前销售额已突破800万
元。

“外界的助力可能会带来一
时的消费，但要形成可持续的
消费扶贫效应，还需要在生产
端来一场供给侧改革。”双柏县
农业农村局党委书记李梅深
知，特色农产品要追求品位和
质量，推动农产品标准化、品

牌化，才能让绿色、有机的金
字招牌擦得更亮。

产业扶贫——

激活产业发展原动力

“腰杆更硬了，底气更足
了。”最近，双柏县大庄镇农盛
农业有限公司总经理陈卫兵正
计划着扩大蔬菜种植面积。

今年，南京大学与农盛农
业“结对子”，将其打造为南京
大学订单式农业生产基地，首
笔300多亩的蔬菜订单已经签
订，涵盖芦笋、娃娃菜等16个
蔬菜品种。

云南光照充分，紫外线
强，蔬菜瓜果病虫害相对较
少。5年前，正是看中了云南优
越的气候条件，来自浙江温岭
的陈卫兵选择投资双柏。

（下转第三版）

南京大学发挥人才、科技、创新优势定点帮扶云南双柏——

彝 乡 唱 响 富 民 谣
本报记者 柴葳 焦以璇

编者按
东西部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

协同发展、共同发展的大战略，是加强区域合作、优化产
业布局、拓展对内对外开放新空间的大布局，是实现先富
帮后富、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大举措。

近一段时间以来，中国教育报记者走进接受帮扶的地
区，发现多地多校完善结对机制、细化帮扶举措、扎实推进
东西部教育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携手决战决胜脱贫攻
坚，共同走向全面小康，各项工作取得了新进展、新成效。
今天起，本报推出“决胜全面小康 决战脱贫攻坚·聚焦东
西部教育对口支援”专栏，聚焦对口支援中的区域、高校
典型做法和经验，对口支援中涌现出的优秀挂职干部、支
教教师以及精准扶贫典型项目，全方位、多角度报道东西
部教育扶贫协作和对口支援给当地带来的可喜变化、留下
的一片深情。

本报讯（记者 余闯）记者日前从四
川省教育厅了解到，四川今年落实“民办
教育要规范提升”要求，一手严厉打击无
证无照“黑机构”，一手通过信息化平
台建设、资金监管等措施进一步规范校外
培训机构办学行为，防范和化解校外培训
机构办学风险，双管齐下推进校外培训机
构规范健康发展。

今年8月，四川省教育厅联合省民政
厅、省公安厅、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四部门
发布《关于联合开展整治无证无照教育机
构专项行动的通知》，在全省开展为期5
个月的整治无证无照教育机构专项行动，
严厉打击和坚决取缔无证无照、违规办学
的教育机构和各种形式“补习班”。

目前，四川全省校外培训机构白名单
有9000家左右、黑名单1000家左右，还
有大量没有备案登记的各种违规办学的教
育机构和“补习班”。四川省教育厅有关
负责人表示，将按照“整改一批、核准一
批、取缔一批”思路，依法依规整治校外
培训机构；依法依规取缔在职教师以收费
为目的举办的“补习班”，对违规开展

“补课”教师进行查实和处理。通过整治
专项行动，整治、打击、清理无证无照

“黑机构”，引导想办学、愿意办学的教育
培训从业者获得办学许可证，规范办学。

“严打”的同时更须“防范”。今年9
月，四川省教育厅下发《关于进一步防范
化解校外培训机构办学风险的通知》，建
立全省校外培训机构信息管理平台，实现
对校外培训机构管理工作的信息化、公开
化、透明化。

管理平台运用互联网技术和功能整合
模式，实现了办学信息公开。平台通过机
构端录入、管理端审核，最终由家长端向
学生和家长公开公示校外培训机构的办学
资质、招生对象、培训方案、收费标准、
收费方式、退费办法、教师信息等内容。
管理平台与全省学籍管理系统和教师管理
系统实现对接连通，实现多平台的信息互
通和数据交互。管理平台还实现了校外培
训机构业务办理的线上化，并实时向家长
端公布校外培训机构黑白名单。

此外，平台发挥金融机构作用，有效监管培训机构资金。严格
执行“三个月收费”制度，校外培训机构自主选择银行签订资金监
管协议，开设专用账户存放最低余额。专用账户与管理平台对接，
管理平台及时掌握机构办学信息、专用账户最低余额、大额资金异常
流动等情况，及时向教育行政部门发布风险预警，进一步提升校外培
训机构在资金安全、履约行为、意外事故防范化解等方面保障水平。

据统计，四川全省183个县（市、区）均已落实专人负责管理
平台，审核校外培训机构各项信息，运用平台进行动态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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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学习宣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
中国教育报刊社大型公益活动中国教育报刊社大型公益活动

走进武宁走进武宁宣讲行宣讲行宣讲行···送教行送教行送教行

本报江西武宁10月 11日
讯 （记者 徐光明 董筱婷
甘甜 通讯员 曾宪瑛）10月
10日至12日，中国教育报刊
社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党的
十九大精神、全国教育大会精
神“宣讲行送教行”大型公益
活动，走进江西武宁县，为当
地教育管理者和教师送去先进
的教育教学理念和方法。

位于赣西北的武宁县，是
典型的老区、山区、库区县。
根据当前教育改革发展形势和
当地教育管理干部、教师的实
际需要，清华大学教育研究院
院长、教授，北京明远教育书
院院长石中英作了《激发中小
学办学活力，提高中小学教育
质量》主题报告；浙江省金华
师范学校附属小学校长、特级
教师俞正强，清华大学附属小
学副校长、特级教师王玲湘，
上海建平实验中学校长、特级
教师李百艳走进教室上了3堂

示范课，并分别作了题为《不
可省略的体验——〈用字母表
示数〉为什么这么上》《成志教
育：小学立德树人的校本实
践》《教育：以对话促进成长》
的辅导报告。武宁县教育体育
局全体干部、各学校校长、一
线教师近2000人在不同会场参
加了此次活动。

“这样的机会实属难得，我
们尽可能让更多教师参加，享受
免费的‘教育大餐’。”武宁县副
县长卢恒墀说。

此次活动是中国教育报刊
社“宣讲行送教行”大型公益
活动的第22站，也是走进江西
开展宣讲送教的第二站。活动
由中国教育报刊社主办，江西省
教育厅协办，武宁县教育体育局
承办，中国教育发展基金会、中
国教师发展基金会、中国红十字
会总会事业发展中心、明远教育
基金、作业帮教育科技（北京）有
限公司提供支持。

相关报道见三版

中国教育报刊社“宣讲行送教行”走进江西武宁

【高教周刊】

➡➡➡ 详见第五版

一个新农科专业的凤凰涅槃

【中教评论】

➡➡➡ 详见第二版

为孩子良好品行扎实筑基

南京大学学生在云南省双柏县和平村开展扶贫调研。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