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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山东财经大学数学与数量
经济学院副教授宋浩又“火了”。9月
10日教师节上午，他接受中新网采
访，直播了一节数学课，热度火爆；9
月13日，被山东省委网信办和山东省
新媒体协会授予“网络正能量榜样”；
作为“B站”的一个“UP主”，他的粉
丝人数突破197万，录制、剪辑、上
传的数学网课视频播放总量超7700万
次！

把很多大学生视为“拦路虎”的
大学数学课讲得“有滋有味”“好懂好
学”，让更多的人“解困”受益，宋浩
已经坚持了8年。

初衷：帮帮“数学困难
户”，让数学课变得有魅力

数学大概是学生时代“最让人头
疼”的一门课，公式记不住，上课听
不懂，题目不会做……而宋浩的努
力，很大程度上拯救了在数学海洋里
苦苦挣扎的青年学子们。

几年前，有个毕业一年多的学生
给宋浩发私信，由于大一大二的数学
课没过，他在大三大四重修了七八
遍，甚至得了中度抑郁症，毕业了也
没能拿到学位。“这个学生毕业后花了
将近一年时间反复研究我的视频，把
之前不及格的课程都补考及格了，自
己非常高兴。”宋浩说，这件事让他意
识到，数学难是一种现实，自己作为
数学老师，有义务帮学生克服困难。
考量再三，宋浩决定录制自己的讲课
内容，分享给这些学生。

宋浩透露，最初只在视频网站上
传网课，但现在的受众群体越来越年
轻，就有学生建议他传到“B站”上。“4
年下来，粉丝人数竟突破了130万，播
放量大概在4000万次以上了。我就是
普普通通的一个老师，也没干别的，就
录了点儿视频，然后传上去这么多学生
都在看，还是很高兴的。”

如今，点开宋浩的视频，深入浅
出的讲解和妙趣横生的段子让学生们
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引进一个充满想象
和可能性的数学世界。为证明“1=
0.9999…”，宋浩用了四种方法：分
数、方程、等比级数和极限，利用从
小学到大学各阶段的知识，将一个看
似荒诞的结论通过各种方法进行解
释，让学生们在瞠目结舌之余窥见了
数学魅力。

在宋浩的百万粉丝中，除山东财
经大学的学生之外，还有来自清华、
北大、中科院等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学
子，更有在意大利、法国、瑞典等地
的留学生们。宋浩打趣说，有时出门
去逛街，一不留神都能让学生认出自
己来。

如今，在山东财经大学的教室
里，宋浩的课堂常常座无虚席，他的
选修课更是“比林俊杰的演唱会门票
还难抢”。在社交网络平台上，他常常
义务上传网课，观看他数学课的人越
来越多，有人甚至“像追美剧一样期
待他更新视频……”

宋浩老师的课真有那么火吗？“真
的很火！宋老师讲的不仅仅是数学知
识点，还会穿插些生活中很有乐趣的
事情，让我们更好地理解知识点。我
有个同学在西藏大学，他在知道宋浩
老师以后，就对我说真羡慕宋老师是
你们学校的！”山东财经大学金融专业
的学生张方慧忍不住这样评价自己心
目中的“男神”老师，“宋浩老师讲课
很认真，对生活很有热情，他也很爱
我们！”

投入：自掏腰包买设
备，家里电脑24小时运转

“微积分”“高等数学”“线性代
数”“概率论与数理统计”是宋浩在

“B站”上开设的4门经典课程。
7年之前，宋浩开始给班里学生录

视频。他最早花800元钱买了个索尼
的二手小型摄像机，因为分辨率比较
低，录制出来的效果比较差，因此很
快就被淘汰了。后来他花6000元将设
备升级成高清摄像机和无线麦克风，
如今又升级成了4K摄像机。

“以前一小时的视频大概要转码一
晚上，家里电脑从来都是24小时运
转。睡觉之前先把视频导入进行转
码，转码完，第二天再进行压缩。”宋

浩透露，那时候电脑特别慢，后来又
添置了不少新电脑，现在家里已经有
近10台了，能正常工作的有五六台。

“这些年来，电脑几乎每天都在剪
辑、解码，然后再压缩、上传、发布。大
家看到的视频都是免费的，但看到学生
们的点赞关注，我心里也就满足了。”

举例贴近生活，复杂问题简单化，语
言风趣幽默，板书清晰易懂……这是很
多人听宋浩讲课的最大感受。很难想象，
一门高数课视频下居然也会有人“催更”。

累不累啊？宋浩坦言：“录制视频
的过程，肯定很累。经常有学生说我的
授课方式很活泼、生动，很喜欢我的课
程，因此学到了很多的知识。听到学生
这番话，我再累也值了！”“现在录制的
视频以教学为主，以后可能会录制一些
讲题的视频，这样学生做题就更有针对
性了。”

心愿：除了学数学，还希
望学生学到一些人生经验

之所以深受学生喜爱，宋浩认
为，第一是因为他的教学视频讲课很
清晰，且授课方式活泼、轻松；第二
是他很尊重学生的感受，经常会从学
生的反馈中调整讲课的方式方法；第
三是他经常会鼓励学生好好学习，争
取用大学4年时间实现蜕变，让自己
的人生跨上一个新台阶。

在学生眼里，宋老师的课因为幽
默所以总是很轻松。在枯燥无味的数
学运算中，宋老师巧妙地设计出了各
种有趣的小故事，完美地契合了枯燥
的定理，使数学被连接成一串串故

事，学生自然被深深地吸引了进来。
在他的课堂上，别说玩手机、睡觉，
连走神的人都没有，因为你不知道下
一秒会错过什么。

更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年来宋浩
一直坚持在黑板上写板书。“工作以来
一直写板书，有时候看到黑板上密密
麻麻的粉笔字，感觉很漂亮、很整
洁，也很有成就感，学生看起来也更
容易理解！”宋浩说，“为了擦黑板，
我从家里带来4块半湿的抹布，课间
擦干净后，等上 15 分钟黑板就干
了。”宋浩还说，尽管PPT方便直观，
但对数学课并不靠谱，反而是黑板上
写字更适合一步步去推导。宋浩计算
过，一节课要写6块黑板，每天起码
写18块左右。为了达到最好的呈现效
果，黑板哪一块空间怎么使用也都经
过了细致的计量。

在宋浩看来，自己从本科、硕士
再到博士，一路走来坎坎坷坷，他想
将一些教训和经验分享出来，好让学
生少走弯路。“我要把数学课当成一个
很重要的事情去做，帮助学生顺利完
成学业，不断提高，将来找一份好工
作。同时，让学生学好数学，敢想以
后的路、以后的人生，毕竟每个人都
该秉承这样一种信念：为自己和家庭
不停地努力奋斗。”

刚刚年届不惑的宋浩自2004年登
上讲台以来，已任教17个年头。他给自
己定了一个小目标——继续义务给学生
上传网课，期待粉丝破千万，播放量过百
亿。大目标则是，打造中国的“可汗学
院”，让所有华人学生都来看自己的数学
视频，愿意学、喜欢学数学课。

宋浩 数学本来“有滋有味”
本报记者 魏海政 通讯员 于洪良

“赵书记，真舍不得让你走啊！”
“赵书记，走之前一定要到我家吃

顿饭、喝杯酒啊！”
“跑到山里头，把你的终身大事都

耽误了。”
得知赵冰要回电子科技大学了，塔

山村的乡亲们依依不舍。
2016年3月，电子科技大学自动

化工程学院“90后”辅导员赵冰主动
请缨，到贵州省黔东南州岑巩县塔山村
任驻村第一书记，带领村民脱贫攻坚，
一干就是5年零5个月。如今，塔山村
已经彻底脱贫，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
清零。“绿水青山”变成了“金山银
山”，而赵冰也从“白面书生”晒成了

“黑脸书记”。

用心用情
赤诚“冰”心为村民

5年前的塔山村是一个贫困发生率
高达40.6%的贫困村，整个村子都建在
山沟里面，交通不便，校舍简陋，住宅
透风漏雨，留守儿童面临辍学危险。脱
贫攻坚任务重、压力大。

生于乡村、长于乡村，村民的困难
赵冰感同身受。他说：“如果参加扶贫
工作能够为塔山村的父老乡亲做一些实
实在在的事情，我一定会尽自己最大的
努力。”

村里很多留守儿童与父母见面的时
间少之又少。在电子科技大学的支持
下，赵冰在村委搭建了临时的“亲情聊
天室”，用视频聊天的方式拉近孩子和
父母的距离。

塔山村有一位老奶奶，女儿出嫁，无人照料她。2017年春节，赵
冰和一位同事凑钱给老人买了米和油，老人感动得热烈盈眶。后来，赵
冰常去看望她。老人曾感动地对赵冰说：“你比我亲闺女都亲啊！”

用心驻村、用情扶贫。赵冰怀着一腔热诚，带领同志们落实党的好
政策，努力申请各类项目。在他的努力下，村子面貌焕然一新：道路都
已硬化；村民组都亮了路灯；38个垃圾池投入使用；完善两个卫生
室、设置两名村医，看病不用走远路……这一系列改变，温暖了乡亲们
的心田，照亮了乡亲们的视野，让大家看到乡村也可以和城市一样光彩
明亮。

忙碌的工作让赵冰顾不上回家，他牺牲了所有节假日。因为无法为
亲人尽孝，赵冰十分遗憾和自责，但他从不后悔，因为在他看来，“乡
亲们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是对我辛苦付出的最好回报！”

增产增收
产业兴旺奔小康

村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赵冰的奋斗目标。怎么样才能带领老
乡奔小康？赵冰认为党建引领是关键，“党建好，则人心齐，大家一起
使劲儿，脱贫致富就更有希望”。

赵冰到村里后，首先抓支部建设，严格党员管理，鼓励党员积极参
加支部活动，并持续开展“第一书记”上党课、重温入党誓词等系列活
动，逐渐规范“三会一课”等制度。支部建设逐步实现规范化、常态
化。

同时，赵冰着力探索“党支部+”工作模式，把党建与脱贫攻坚工
作紧密结合起来，探索“党支部+产业能人”“党支部+‘三变’改革”
等，培育产业能人，带头发展产业；组建片区“联合党委”，走出了一
条“强村带弱村、党员带群众、能人带贫困户”的道路，实现了“资源
变资产、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

2017年，塔山村联合周边村以专项扶贫资金入股，加上产业能人
郑培坤投资的100万元，共同组建了贵州思府农牧有限公司。赵冰向电
子科技大学累计申报资金近90万元建设“智慧养猪”项目，最终建成
了只需6个人就可以管理年出栏生猪1万头的养殖场。2017年以来，公
司实现利润2200万元，分红1064万元，带动9个村505户1640名建
档立卡人员增加了收入。

产业从“0”到“1”，还要从“1”到“多”。除了生猪养殖产业，
塔山村还推广了家庭肉牛养殖，并发展了林下经济，开展万亩林下黄精
种植和林下鸡养殖，“2畜2林”（生猪、肉牛、林下鸡、林下黄精）产
业格局逐步发展壮大。

此外，赵冰还邀请电子科技大学校友企业在塔山村建设光伏电站。
2019年4月，塔山村一期试点10千瓦光伏扶贫电站项目完成并网发
电，杨宗荣和郑尔军是最早的试点户，各有5千瓦。杨宗荣高兴地说：

“以前怕晒，现在天天盼着大太阳！”

三次延期
“塔山一日不脱贫，我就一日不离岗！”

2018年3月，赵冰驻村两年期满，当时塔山村还没有彻底脱贫。
赵冰主动申请延期，并誓言“塔山一日不脱贫，我就一日不离岗！”
2019年是塔山村脱贫出列的重要时刻，赵冰没有犹豫，选择继续留下。

2020年初，脱贫攻坚战胜利在望，赵冰驻村扶贫也即将期满。然
而，2020年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给脱贫攻坚带来了新的压力和挑
战。

正在老家过年的赵冰时刻关注着塔山村的情况。接到返岗通知后，
他火速赶回塔山村抗疫与扶贫第一线，一边指挥大家科学抗疫，一边大
力发展林下经济，持续推动外出就业，并在连绵雨水的短暂间隙和干部
群众一起抢收秋粮，努力把被疫情耽误的时间抢回来、把被疫情造成的
经济损失补回来。在赵冰的努力下，塔山村的疫情防控措施常态化开
展，脱贫攻坚事业取得全面胜利，并有效对接乡村振兴，开启了新的征
程。

2021年7月，电子科技大学选派的另一位辅导员张昀皓抵达塔山
村，接替赵冰担任驻村第一书记。张昀皓抵达的第一天，赵冰就带他到
村委开“院坝会”。连日里，赵冰带领张昀皓熟悉村里的每一项工作，
了解每家每户的情况。晚上拖着一身疲惫回到村委会，他们还要一起讨
论下一步的发展规划。

从三次延期“一期接着一期干”，到交接工作“一棒接着一棒干”，
赵冰带领塔山村干部群众圆满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他说：“作为一名
年轻党员，我没有机会像前辈们那样在硝烟与炮火的洗礼中为国家民族
而战斗，但是，生在一个伟大的时代，我要努力‘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
地上’，为国家富强、民族昌盛而不懈奋斗。”

（作者单位：电子科技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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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甘南大草原到金城兰州，从坎坷
求学的藏族少年到卓有成就的科研工
作者，从选择发光材料这一新兴领域到
组建起走在国际前沿的研究团队……
这是兰州大学材料与能源学院王育华
教授的人生。

从一个草原牧民家的孩子、一个
曾经因贫辍学的小学生，成长为我国
第一位在国外留学的藏族工学博士、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50多年
来，他一直在自己的道路上行稳致远。

勇往直前
求学路上逐梦

王育华出生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
治州卓尼县舍盖仓村的一个普通藏族
家庭里。由于家里有6个孩子，在他
儿时的记忆里，父母总是为全家人的
生计惆怅。到了该上学的年纪，家里
更是拿不出多余的钱供他读书，许多
次他都只能眼巴巴地看着一起长大的
伙伴背着书包去上学。

父母不忍心看着他无缘读书，便
东拼西凑，咬着牙把他送进了学校，
让他成了家中唯一上学的孩子。然而
两年后，家境的拮据又使他被迫辍
学。学校老师不愿放弃这个刻苦勤奋
的学生，多次上门劝说，在亲戚、老
师的帮助下，辍学半年的他，再次重
返校园。

在王育华的求学记忆里，初二是
他求学之路的一个转折。那一年，政
府开始对上学的少数民族学生给予补

助，每个学生每月发15公斤粮票、0.5
公斤油票。从那时起，他上学便不再
给家里增添负担。

1981年，他以全县第一名的成绩
考上高中，成为甘南合作一中首届民
族班的学生。政府不仅给每个学生提
供食宿，每个月还发15元补助，彻底
解除了他继续求学的后顾之忧。1984
年，他又以全班最好的高考成绩被陕
西师范大学民族预科部录取。一年
后，他以优异成绩转入化学系。1988
年，他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并考取
了兰州大学材料科学系硕士研究生。

敢想敢做
立志科研报国

1997年，国家要公派学生赴日本
东北大学攻读材料化学方向博士。得
知这一消息，已工作5年的王育华做
出了一个勇敢的抉择——离职深造。

“当时如果一直从事行政工作，也会有
不错的发展。”但早年艰辛的求学经
历、学生阶段所积累的扎实知识、导
师的谆谆教诲，在他心里孕育出科研
报国的梦想。他决定远赴日本，师从
国际著名材料化学家远藤忠教授，攻
读博士学位。

“中国稀土资源占世界的85%，但
缺乏高附加值产品。显示、照明领域都
需要用到稀土材料，如能大力发展，将
有助于改变国内稀土利用现状。”所以
读博期间，王育华主动承担了当时国际
上刚起步的壁挂彩电（PDP）和无汞荧

光灯用发光材料这项研究。
2001年学成后，王育华婉拒当地

高校、企业的高薪聘请，回到了兰州
大学。当时，王育华只有一间不足20
平方米的实验室和校长特批的1万元
科研启动费，面对这样的情况，他丝
毫没有气馁，想方设法筹集资金，搭
建平台，组建科研团队。

经过近20年的不懈努力，王育华
负责的功能与环境材料课题组如今已
发展为由18位教师、多位博士后和60
多位博士、硕士研究生组成的团队，
拥有600多平方米的新材料实验室。
他和课题组师生主持完成国家重大基
础研究前期研究专项、国家“863”计
划等科研任务30余项。王育华还主持
建设了兰州大学光转换材料与技术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111计划”
光功能与光转换材料学科创新引智基
地（培育）等。2017年，团队研究成
果获教育部自然科学二等奖。

为尽快把科研成果转化为生产
力，王育华带领团队同国内外公司、
研究机构合作，研发真空紫外发光材
料、长余辉发光材料、纳米发光材料
等无机发光材料，并培训相关技术人
员。2018年，王育华获得全国产学研
合作创新成果奖。

传承接续
育人初心不改

无论是青少年时期老师的多方帮
助，还是科研路上几位导师的精心培

养，王育华都深感作为一名教师肩上
所担负的立德树人职责。

为了进一步完善学科体系，王育
华为材料化学专业本科生开设新的主
干基础课“固体化学”。缺乏教材，他
便组织材料系教师共同编写了《固体
化学》。2006年，该书入选教育部普
通高校“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

王育华注重通过科学研究让学生
更好地成长。2020年，他指导的学生
科研团队荣获第十二届“挑战杯”中
国大学生创业计划竞赛全国决赛金
奖。由他培养的研究生近年来连续获
得甘肃省优秀硕士、博士论文奖，不
少人已成长为相关领域的学术骨干、
带头人。

他在担任甘肃欧美同学会（留学
人员联谊会）副会长期间，带头深入
到民族地区、贫困边远山区的中小学
校，举办科普和成才、励志方面的讲
座，用自己的成长经历和切身感受，
在各种场合现身说法，引导藏族青少
年珍惜当前的美好生活，同时也要加
倍努力，成长为一个对社会有用的
人，建设祖国、建设家乡。

如今的王育华已经过了知天命的
年纪，但他仍然经常外出参加学术会
议，指导学生在发光材料上做更精细
化的研究，积极推进国际合作与交
流，让更多年轻人同他一样在逐梦的
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宽。

（作者系兰州大学校史研究室主
任、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校史研究分会
理事长）

王育华“会发光”的藏族教授
张克非

宋浩在讲课宋浩在讲课。。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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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 从钻研授课方式，让数学课变得好懂好学的宋浩；到攻克高精尖难题，科研报国的王育华；再到扎根贫困村，用青春之光照亮
小康梦想的赵冰……有这样一群教师，他们兢兢业业、忘我奉献，书写着新时代的师者佳话，彰显着师者的红烛精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