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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我现在感觉良好，能下地走动

了。我能活下来，多亏了学校、老师和同
学们……”辽宁理工职业大学护理学院辅
导员孟雪的手机屏幕里，正在同她视频通
话的学生小瑞激动地说。看着眼前这个能
正常说话、身体正在恢复的小瑞，孟雪和
围在身边的学生喜极而泣——“要知道，
这是个曾经被医务人员宣布‘没有生命体
征’的人呀！”

9月10日晚上10点半，一天紧张的军
训终于结束了，护理学院女生公寓楼里，
大一女生们正在洗漱。

“有人晕倒了！快来救人呀！”突然，
一阵急促的呼救声打破了公寓的静谧。大
家赶紧扔掉手里的洗漱用品，跑近一看，
只见护理专业大二学生小瑞面色青紫、直
挺挺地倒在地上。

大一新生祖笑飞迅速检查小瑞：“没有
心跳，也没有呼吸，初步判断是心脏骤
停！”

“必须马上救治！”有医院实习经验的
大二学生王子竹双膝跪地，双手叠压在一
起，给小瑞做心肺复苏。

在场的宿管教师和学生赶紧掏出手
机，有的给公寓值班员杨春芳打电话，有
的给辅导员孟雪打电话，有的给 120打求
救电话……

后勤处副处长王延婷推开人群，冲进
来喊道：“大家都散开，别围着，保持现场
通风。”

不久，救护车拉着警报飞奔而来，车
刚一停稳，4名医护人员便抬着救护床冲下
车，快步跑到小瑞身旁为她做检查。

“多长时间了？呼吸心跳都没有了？”
一名医生边检查边问。

“大概10多分钟了。”王子竹回答。
医护人员急忙架上除颤仪给小瑞做心

脏起搏，两次电击却没有任何反应。“不
好，心电变直线了。”一名医生撕下心电图
纸说。看着纸上的直线，其他医护人员停

下了手中的动作，无奈地宣布：“这名同学已经没有生命体征了。”
听到这个消息，大厅里的学生哭成了一片，宿管教师也不住地擦着眼

泪。
王延婷急切上前，一把抓住医生的胳膊：“别停啊，快继续抢救，快救

救她！”
这名医生看了看王延婷，无奈地说：“呼吸和心跳都没有了，心电也显

示直线了，你们通知家长吧，这个孩子已经没了！”
孟雪一听这话，不顾一切地冲上前拉着医生衣袖：“医生，不会的不会

的，她还这么年轻啊！请你们千万不要放弃，一定要救活她！”
就在这时，一直在观察的王子竹看到小瑞眼睛微微动了一下，大声喊

道：“小瑞还活着，看！她的眼睛在动呢！”
大家都把目光投向了小瑞，果然小瑞的眼睛在轻微地翕动，手指也在轻

轻地抖动。“快，抬上车，回医院抢救！”医生一声令下，4个人飞快地把小
瑞抬上了救护车。

救护车在夜色中飞驰，车内医护人员交替给小瑞做着心肺复苏。学生处
处长张丽娜和孟雪及学生邱天月也跟着上了车，三人分别搓着小瑞的胳膊、
腿、脚底，边搓边跟小瑞说话，给她的身体带来些温暖……

凌晨两点多，当小瑞父母从200多公里外的家赶到时，小瑞仍处在昏迷
之中。

望着ICU（重症监护室）外焦急的人们，值班医生擦了擦额头的汗说：
“还好，你们送得很及时，为我们救治抢得了时间。人的大脑缺氧2分钟，
活动就会受到影响；缺氧4分钟，就会造成不可逆的损伤，即便是抢救过
来，大脑也会因为长时间缺氧坏死。你们能立即进行专业的心肺复苏，赢得
了宝贵的‘黄金四分钟’，又在送医过程中不断和她讲话、按摩刺激她的神
经，孩子能救过来，这些都起了大作用！”

人救回来了，可是新的问题出现了，小瑞需要在 ICU里继续观察一段
时间，等完全度过危险期才能转入常规治疗。ICU的费用对于这个月收入只
有3500元的家庭来说，无疑是个天文数字。

护理学院迅速开展募捐活动，几天的时间就收到捐款8万多元。小瑞的
父母满含热泪地说：“小瑞有你们这样的学校和老师，是她这辈子的幸运，
我们全家感谢你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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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8日，在中国工程院公布的
2021年院士增选结果中，广西大学轻
工与食品工程学院教授、技术成果转
化研究院院长王双飞名列其中。

王双飞致力于造纸清洁生产与末
端治理的应用基础研究、关键技术开
发及产业化应用，在纸浆清洁漂白与
废纸清洁制浆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要
成果，为保障我国造纸行业可持续发
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服务地方打造绿色生态

20多年前，王双飞来到广西大学
工作后不久，在学校的支持下，牵头
成立了 4人研发小组，依托国内外先
进经验和技术，投身清洁生产和污染
控制探索研究。

在带领组员深入广西当地企业进
行大量调研后，王双飞发现广西造纸
业产生的大量高浓度废水只经过简单
处理就排入邕江，导致水质恶化，引
起一系列环境破坏和污染。这个痛点
坚定了他治理的信念。

2004年的深冬，在寒冷的石家庄
一工厂临时搭建的简陋中试车间，王

双飞带领组员一待就是 3个多月，他
们在进行棉浆粕制浆废液厌氧处理的
中试实验。

在克服了生活上的种种不适、经
历了实验的无数次失败后，他们开发
的技术产品逐渐获得企业的认可，并
在同年争取到广西南糖纸业废水处理
的产业化项目。

初战告捷无疑是一支“强心剂”，
王双飞随即带领团队进行项目攻关，
并成功结题。该技术处理高浓度废水
效果显著，使用的厌氧技术一天内可
以处理 7000 吨的甘蔗渣堆放喷淋废
水，处理产生的沼气进入锅炉还能节
约煤炭，既实现了变废为宝，又极大
地改善了邕江的水质。

勇攀高峰攻克“卡脖子”难关

通过多年的研究，王双飞的科研
成果不断实现新突破，取得了多项具
有国际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不少成果
已经实现世界领先。

他带领团队攻克了纸浆清洁漂白
的“卡脖子”难关，开发了多种关键
技术及核心装备，实现了造纸及发酵

行业有机废水处理核心技术与关键设
备的国产化。该成果获2016年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目前已在中
国、俄罗斯、白俄罗斯等国家和地区
推进项目100余项。

他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并实
现产业化应用，其中在二氧化氯制备
和清洁漂白、造纸废水处理等领域已
有 10件核心发明专利实现成果转化，
转让金额高达1000余万元。

王双飞说，成为院士，是一种责
任，也是另一种更加光荣的使命的开
始。他将带领科研团队努力工作，勇
攀科技高峰，多出科研成果，为服务
壮美广西作出更大贡献。

培养团队用心做好“传帮带”

近年来，随着广西大学的发展，
王双飞的学生毕业后有许多留在学
校或广西，不少学生成为王双飞团
队的成员，奋战在“绿色”事业战
线。

王双飞将科研和团队建设有机结
合，先后培养了硕博研究生 100 多
人，大多已在相关领域成长为骨干。

他的博士研究生、轻工与食品工
程学院教授朱红祥说：“王教授倡导协
作，在服从课题统一要求的前提下，
他让大家根据兴趣和特长选择工作，
各尽所能。不管是经费使用，还是成
果分享，他都是规范有序、公平合理
地进行安排。”

王双飞对科研的耐力、毅力让学
生印象深刻。覃程荣教授说：“有时候
我们会产生厌倦情绪，但王教授不服
输，仍然带领我们继续调研和论证，
无论数十次还是上百次，不达目的决
不罢休。”

“失败了有我。”每当一项新的科
研项目开始，他都会对团队说这句
话，成为团队大胆尝试、开拓思路的

“主心骨”。
正是得益于此，王双飞的团队茁

壮成长，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霍英
东教育基金会青年教师奖等多个奖
项。目前团队固定科研成员43人，其
中党员占 76.5%，13 人拥有高级职
称，95.3%具有博士学位。团队在研科
研项目65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等国家级项目15项。

扎根八桂大地 书写壮美人生
——记广西大学教授王双飞

本报记者 周仕敏 通讯员 刘娜利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通讯
员 丁大庆 王昌军） 位于山东省济
宁市邹城市的郭里镇，虽然是个偏远
乡镇，但镇中心小学的“温馨校园”
建设经验获评省级乡村学校优秀案例，
独山小学因泥塑陶艺等课程建设获评

“全国中小学优秀传统文化艺术传承学
校”，郭里中学的“落地梅花拳”等课程
在全市推广，中小学教育质量连续8年
在邹城农村学校居于领先。在当地，一
提起郭里镇，老百姓都会竖起大拇指，
为这里的教育特色点赞。

郭里镇只是济宁乡村教育振兴的
一个典型缩影。近年来，济宁把乡村
教育振兴作为重中之重，优化布局、
加大投入、改善条件，促进了农村教
育的“美丽蝶变”，成了推动全市教育
均衡发展的“金钥匙”。

一组数字显示，自 2016年以来，
济宁不断优化城镇中小学和幼儿园规
划布局，新改扩建幼儿园1023所，新
增学位 10.36 万个，新改扩建中小学

316所，新增学位 28.3 万个，全部消
除了66人以上超大班额，提前完成了
56人以上大班额“清零”任务。

近几年，济宁全面完成了农村义
务教育“全面改薄”工程与薄弱环节
改善和能力提升工程，累计投入资金
58.1亿元，建设校舍246.3万平方米、
运动场269.6万平方米，其中购置设施
设备10.5亿元。教育信息化水平不断
提升，多媒体教室占比达到 98%以
上，数字化校园达96%，进一步完善
农村学校各项服务保障功能。

坐落于济宁孟子湖畔的大束镇安
平小学依湖傍水，校园内外环境宜
人，红色的塑胶跑道环绕操场，现代
化的教学楼、功能完备的学生食堂、
设施先进的室内篮球馆一应俱全，每
个班安装了触控一体机、空调。“10年
前，学校几乎全是‘水泥椽’的瓦
屋，校舍不仅狭小，而且冬天冷、夏
天热；操场都是泥土地，更谈不上什
么餐厅了。现在办学条件大变样，有

些条件还超过了城区学校。”安平小学
校长王守国说。

为培植教育发展的“源头活水”，
济宁不断加大力度，特别是今年初在
全市范围内启动农村学校建设“双百
工程”，做强 100 所农村中心中学、
100所农村中心小学，力争经过3到5
年努力，让“双百”学校教学质量、
管理水平至少达到所在县市区城镇学
校的平均水平，培养一批教学质量优
异、办学特色鲜明、辐射带动作用突
出、社会广泛认可的乡村名校。

为加强乡村教师队伍建设，济宁
仅今年就招聘中小学教师4000余人，
重点充实到农村学校一线；把农村教师
工资纳入各县市区财政预算，实现城乡
教师工资、津贴补贴统一标准，确保工
资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作水
平，确保新教师“留得住、教得好”。同
时，建设教师周转房，解决交通难题，增
强人文关怀，大力提高了农村教师的归
属感、幸福度。截至11月底，济宁教师

周转房已开工建设1115套，其中已完
成938套。

推动乡村教育振兴，提升教学质
量是永恒主题，也是老百姓的心头大
事。济宁坚持以提高办学质量为中
心，努力把资源优势转化为管理优
势、质量优势，出台加强学校管理、
城乡学校结对帮扶、教育教学质量评
价等配套制度，组建教育集团、城乡
学校联盟，开展送教下乡、专递课
堂，缩小城乡、校际办学差距。

此外，济宁还定期召开教育教学
质量分析会，通过“推门听课”和全
科视导，全面提高教学质量；立足乡
土资源、地域优势，培植泥塑教育、
剪纸教育等特色品牌，发展兴趣小
组、学生社团，举办“市长杯”足球
联赛和篮球、乒乓球、跳绳比赛，带
动更多农村学校变成“小而优”“特而
强”的优质学校，让更多农村孩子在
家门口就能享受到优质教育。

目前，济宁正在深入推进乡村教
育振兴工程，计划 3年内创建“农村双
百学校”275所，进一步提升办学水平，
让农村教育成为全市教育发展的“新引
擎”。“我们将通过持续改善办学条件，
强化师资建设，加强教育管理，下大力
气补齐农村教育短板，激发农村教育改
革发展的潜力和活力，让更多农村家庭
享受到更多优质教育资源。”济宁市教
育局局长高广立说。

优化布局、加大投入、改善条件，推动区域教育均衡发展

山东济宁鼎力推进乡村教育振兴

本报讯 （通讯员 杜懿杰 记
者 杨三喜） 近日，第五届复旦大
学中西医结合学科学术交流会暨复
旦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院成立5周
年学术活动在上海举办。

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丁文江
分享了“氢生物效应与中医药”主题
报告，从氢镁协同的角度架构起氢
生物效应和中医药之间的桥梁。中
国科学院院士黄荷凤作了“科学发
现与学科交叉”报告，阐述了学科交
叉之于科学发现的重要意义。

上世纪50年代，复旦中西医结

合学科成立。1985年，复旦大学成
立原上海医科大学中西医结合研究
所，挂靠在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
院。2016年，复旦大学以上海市高
峰学科中西医结合学科建设为载
体，批准成立复旦大学中西医结合
研究院。5年来，研究院发展取得
突破，中西医结合学科形成了肾本
质研究、肺肾相关、异病同治研究
等引领性重大创新理论，中西医结
合肺病、脑病、肿瘤、儿科、妇产
科、老年病均为国家临床重点专
科。

复旦中西医结合学科学术交流会举办

“滋啦——”“记得要热锅凉油，
放点盐，再放些生抽”……这场景不
是在酒店后厨，也不是在厨师学校，
而是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老年大学烹
饪班的一节课上。

在党史学习活动中，为了更好为
群众办实事，西北农大老年大学秋季
学期新开设了烹饪班，报名该课程的
退休教师耿果霞说：“厨艺水平提高
后，家庭生活幸福感倍增。”

为了确保教学效果，西北农大专
门为老年大学开辟了1500平方米的专

用教室和教学场所，水、电、暖等基
础设施良好，教学设备条件配备到
位，现代多媒体设备任意使用。

烹饪课上，从西北农大食堂请来
的两位高级师傅同步进行教学，一位
用课件进行讲解，一位从切菜到烹饪
实操，学员既能学到营养知识，更能
直观看到烹饪过程。

为了提升教学效果，老年大学各
班实行班主任全程跟班制度，及时反
馈教学信息，帮助教师及时改进教
学。课程结束，各班还进行不同形式

的教学效果展演活动，激发学员的学
习热情。

老年大学年龄最大的学员 85岁，
最小的也年过半百。这里不仅服务该
校退休职工，还积极立足建设全民终
身学习现代教育体系，为学校教职
工、家属以及杨凌示范区和周边县区
老同志提供学习机会。

西北农大在职职工家属刘定明说：
“我们老两口来杨凌帮忙带孙子，孙子
上学后我们就在老年大学学习，既丰富
了生活，孩子们也能安心工作。”

1998年，学校开办老年大学，从
最初的国画、电子琴两门课到现在的
书法、中国舞、瑜伽、乒乓球、交谊
舞、烹饪等，共开设了 20余门课程，
累计培训学员8000余人次。

办学以来，西北农大老年大学借
助学校雄厚师资，培养了一支热爱老
年教育的师资队伍。近年来，老年大
学专门组织编写新的教学大纲，在每
学期初编印各门课程教学日历，所有
教学班任课教师严格施教，把最适合
老年人学习的内容传授给学员。

科学的教学安排，使西北农大老
年大学今年获评“全省示范老年大
学”。西北农大有关负责人表示，面对

“银色浪潮”的来临，今后将继续加大
对老年教育政策的支持，让每位老年
人都能通过更丰富的学习机会、更便
捷的学习方式，实现“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的美好蓝图。

西北农大老年大学开设20多门课程，培训学员8000余人次

莫道桑榆晚 为霞尚满天
通讯员 杨远远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上接第一版）
目前，我国已初步形成国家、省、

学校三级互补的优质资源共建共享
体系。建成了203个国家级职业教
育资源库，在国家一流本科课程中首
批认定 1875 门线上一流课程、868
门线上线下混合式一流课程和 728
门虚拟仿真实验教学一流课程。慕
课数量和应用规模居世界第一。

从热点到难点：
加强服务和组织保障能力

“老师对每个学生掌握知识点的
程度心中都有数，教得也轻松。学
生成绩有了明显提高。”江西省南昌
市湾里五小校长刘成长介绍，依托

“赣教云”平台，师生们明显感受到
了“智慧作业”带来的改变。

“双减”后，如何满足学生、家长
对课堂教学和作业布置的提质增效
高要求？像江西一样，教育信息化正
成为支撑“双减”落地的重要力量。

围绕“双减”落地、教育APP
治理等教育热点、难点问题，教育
信息化正成为重要的破题之道。

今年以来，新冠肺炎疫情在我
国呈现出总体平稳、偶有散发的态
势。受疫情影响，部分地区中小学
转入线上教学，借助空中课堂等

“互联网+教育”平台，有力保障了
学校“停课不停学”。

以学校为单位建设的传统信息
化局面，呈现出“小而杂”的特点，容
易带来大量重复建设和数据孤岛等
现象。聚焦教育政务信息系统整合，
教育部累计为300多个地方提供超
3亿次数据共享服务。此外，教育部
建成学校、教师、学生三大教育基
础数据库，基本实现了各系统教育
基础数据资源的整合共享。作为影
响教育信息化发展的关键因素，提
升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具有重要意
义。教育部举办教育信息化领导力
和教师信息化教学能力专题培训，
全面提升师生信息素养。

作为教育信息化工作的整体统
筹，教育部正积极推动“互联网+
教育”加快发展，促进信息技术与
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以教育信息化
支撑引领教育现代化。

新基建夯实高质量教育体系数字底座

近日，在位于重庆市沙坪坝区大
学城的重庆商务职业学院烹饪学院实
训中心，学生们在上面点工艺与制作
实训课。近年来，重庆商务职业学院
深化产教融合，将职业教育与企业需
求紧密结合，人才培养和企业需求

“无缝对接”，先后与全国 130多家企
业签订合作协议，实行“订单式”人
才培养，促进学生就业，为地方发展
贡献职教力量。 孙凯芳 摄

产教融合
促就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