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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商飞工作人员向中航大学
生介绍 ARJ21-700 庄锦涛摄

首都师范大学
教师参观遵义会议
纪念馆

青春话题

“我也能过娄山关”
———首都师范大学高层次人才赴贵州师德实践活动侧记
姻本报记者 温才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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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苑律动

在国人的餐桌上，猪肉一直是核
心主角，我国以不到 1/5 的人口，消
耗了全球 1/2 的猪肉，猪肉价格的涨
跌牵动着千万中国家庭的心。

去年，一场突如其来的非洲猪瘟
疫情重创了养猪行业，养猪人谈瘟色
变，行业一片风声鹤唳。“非洲猪瘟是
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
其强毒力毒株致死率 100%，非瘟所
到之处往往全军覆没。”湖南环境生
物职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学院教授
钟金凤说。
“我家有位养猪的亲戚，看到非

洲猪瘟暴发后，在还未波及他家时，
就先把家里养的 8 头猪全部宰了。”
该校兽医协会指导老师邹振兴回忆
道。即使市场行情看好，大多数养猪
人也为降低风险，缩减规模，没有及
时补栏扩养，也不敢积极补栏，很多
养猪场成了空舍，导致生猪存栏数断
崖式下跌、屡创新低，生猪供给大幅
减少，猪肉产量大幅下降，猪肉价格
大幅上涨。

迎难而上

看到这种情况，湖南环境生物职
业技术学院生物工程学院畜牧兽医
专业 2017 级学生刘祖球心里却冒出
了开办养殖场养猪的念头。他运用在
学校学到的生态养殖知识，对收集到
的信息进行分析，发现非洲猪瘟暴发
的地方多以小型养殖户为主，而大型
猪场防护工作做得好，发病率相对要
低得多。

之后，刘祖球与他的老师经过反
复研判后认为，非洲猪瘟流行离不开
三个因素，即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易感
动物。只要外部做好隔离防护，内部提
高猪群免疫力和抗病力，加强防范，就
能独善其身，减少染病的可能性。

刘祖球不由想起了自己的家

乡———位于湘赣边界罗霄山脉的醴
陵市南桥镇，湘江支流淥江从境内穿
过，环境优美独特，便于做好防护工
作，能有效阻断病源的传入，适合生
态养殖。刘祖球的想法并非空穴来
风，“我早在高中时，就在自家成功养
过猪”。

鉴于自己的经验与家乡的地理
位置，7 月时，刘祖球利用大二的暑
期回到家乡，用 450 块钱一头已育
肥小猪的价格购买了 40 头本地母
猪，办起了生态养猪场，开始了创业
生涯。而那时，正值洪水过后疾病多
发、很多养殖户谈瘟色变不敢养的特
殊时期。
“周围的人看到我在这个时候养

猪，都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我，说我傻
的有，说我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也有，
但我心里有底，我学了生态养殖技
术，猪场地理位置好，只要做好了防
护，病源就传不进来。”刘祖球在接受
《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好在父母也给了他充分的信任
与支持。“我家曾经养过猪，父母也有
养殖的经验，只不过后来一直养牛，
很久不养猪了。”刘祖球说，父亲还带
着他搭建好了规范化的猪舍。

小心经营

万事俱备，但刘祖球依然不敢放
松警惕。

他先对买回的猪崽进行检疫，之
后，再对猪场采取了全进全出封闭式
饲养，实行严格的多重消毒制度，防
止带进病毒，切断病源传播。然后，他
每天交替使用三种不同消毒液对猪
舍进行循环消毒，及时清洗饲养用
具、定期清理猪圈，保持猪场环境清
洁、干燥和排污畅通。此外，他还给每
个猪崽定期驱虫，按时注射预防常发
疾病疫苗，并保证生猪水源干净卫

生、使用干净山泉水……“人都可以
在猪栏里睡觉，没有臭味、没有蚊
虫。”他笑着说。
为改善饲料与饮水适口性，提高

采食量，刘祖球在饲料里面添加了各
种中草药，并加了适量的维生素和微
量元素，从内调理猪群健康度。一方
面改善饲料品质，增加生猪食欲，促
进消化吸收，提高饲料利用率；另一
方面提高生猪品质，降低药残；更重
要的是能健胃、抗病毒和清热解毒，
虽不能起到治疗效果，但能有效增加
生猪免疫力。“中草药都是按照学校
兽医老师的配方购买的，买回来后我
自己晾晒，并将其打磨成粉，添加到
猪饲料中。”刘祖球说。
虽然严格按照老师指导的操作

流程，但刘祖球依然担心。为了观察
每头猪是否按时按量吃食，并随时观
测它们的状态和体温，第一周时，他
几乎都是在猪圈吃的午饭。
“开始时，我一周给猪崽喂一次

中草药，后来通过观察猪的毛色和状
态等，判断出它们具备一定抵抗力
后，我将用药的频率降为三周一次。”
刘祖球回忆道。
“经过三个多月的辛勤付出，这

批猪现在长势良好，已经从刚刚购入
时平均体重 20 斤左右，长到了一百
五六十斤，目前行情不错，已经有人
向我订购了。”刘祖球自豪地说。

专业对口才是最好的创业

其实在养猪之前，刘祖球还曾经
有过两次创业的经历，一次是烧烤
店，一次是水果店，但最后都惨淡收
场。相比较而言，刘祖球对于此次养
猪创业颇为满意：“创业不易，这次养
猪让我尝到了成功的喜悦，一是得益
于我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二是得益于
学校创新创业指导，让我学到了创业

知识，激发了创业热情，成就了创业
梦想。”

在学校时，刘祖球不仅专业学得扎
实，还获得过湖南省第五届“互联网 +”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一等奖、衡阳
市第八届大学生科技创新大赛一等
奖，在黄炎培职业教育奖创业规划
大赛和全国“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
创业大赛上也有斩获。同时，他还是
学校兽医协会会长，经常带着协会
成员到学校周边乡村宣传生态养殖
知识、做技术服务，帮他们解决养殖
中的实际问题。
“协会在学校支持下，在校门口

开了一家创业宠物店，负责管理宠物
专业实习实训用的宠物。周边农户家
里的鸡鸭猪牛生病了也会跑到店里
来咨询。同学们都会运用所学加以援
手，如有不清楚的地方就问老师，尽
力帮农户解决问题挽回经济损失。学
生的专业与热心给农户留下了良好
的印象，与农户们打成了一片。”该校
生物工程学院院长胡永灵说。
“我校一直重视就业创业工作，

以对接个性需求、对接深度贫困县学
子、对接行业需要‘三对接’，加强了
就业创业精准服务水平，培育学生工
匠精神，实现高质量就业创业。”该校
党委书记苏立说。因为就业创业工作
成绩突出，该校还曾荣获湖南省教育
厅 2018 年全省高校就业创业工作
“一把手工程”优秀单位称号。

“2020 年我们将进入无抗时代，
生态养殖大有可为。”谈到未来发展，
刘祖球胸有成竹，他正计划申请国家
大学生创业无息贷款，把中草药用于
生态养猪和废物资源化利用工作做
好，打出自己的生态养殖品牌，并发
动周边小型养殖户开展生态养殖，重
振生猪行业、提高经济收入，带领村
民靠生态养殖共同致富。对此，刘祖
球信心满满。

位于遵义、桐梓两县交界处的娄山
关，北拒巴蜀，南扼黔桂，是自古兵家必争
之地。关上千峰万仞，重岩叠嶂，峭壁绝
立，若斧似戟，直刺苍穹，川黔公路盘旋其
间。一辆金色的大巴车迎面驶来，车上走
下前去参观、学习的首都师范大学教师。

11月 12日至 14日，首都师范大学
高层次人才赴贵州师德实践活动一行来
到贵州、遵义，缅怀革命先烈，开展师德教
育。取得长征以来首次大捷的娄山关便
是此行的重头戏之一。
“信仰的力量是巨大的，教师们来到

长征故地，艰苦卓绝的战斗现场对于他们
理解什么是历史的选择、老区对革命的贡
献，以及自身对远大理想的追求都具有深
刻的启发意义。”首都师范大学原校长、资
环学院教授宫辉力说，在国家高水平发展
的进程中，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一方面要
有社会责任感，另一方面要有红色精神的
传承，这是此次师德教育的初衷之一。

息烽烽火不熄

抵达贵阳当天，教师便参观了抗战时
期，蒋介石关押爱国将领张学良、杨虎城
的麒麟洞。如果不是亲手抚摸到滴水的
岩壁、感受到透心凉的冷冽，很难想象一
代爱国将领竟遭受如此迫害。
而随后的息烽一行，更是触及了人心

中最柔软的一面。车行至息烽县境，天气
阴沉、灰暗，据当地人讲述，这是参观息烽
集中营时才有的天气。
和重庆白公馆、渣滓洞集中营、上

饶集中营并称的息烽集中营，别名“大
学”，是国民党设立的监狱中，规模最
大、等级最高的秘密监狱，杨虎城及家
人、小萝卜头宋振中等 1000 多名爱国
志士被囚禁于此。
看着还未展开的年轻生命就这样熄

灭，看到惨绝人寰的酷刑加之于同胞，遥
想猫洞里浸入水牢的半截白骨……教师
们悄悄地拭过眼角的泪水。
“革命先辈可能今天活着，明天就牺

牲了。从前这些内容只在教科书上读到，
这次亲临革命先烈抛头颅、洒热血的现
场，更知如今的美好来之不易，更有了维
护好现有制度的决心，以及继承、发扬不
断向上精神的勇气。”首都师范大学美术
学院副教授韩立明表示，要创作更多好作
品，把个人命运与国家命运连在一起，从
中汲取动力、砥砺前行。

将革命的精神内化于心、外化于行，
是此次活动的目的之一。而对于师范院
校，以教师教育为鲜明特色，加强师德建
设显得尤为重要和紧迫。据首都师范大

学教师工作部部长苏寄宛介绍，首都师范
大学近年来探索形成了“六个着力”师德
建设机制，即着力加强制度建设、着力实
施宣传教育、着力选树师德典型、着力开
展社会实践、着力深化文化涵养、着力促
进教师发展。组织高层次人才开展师德活
动，旨在发挥高层次人才在学校教师队伍
中的引领和示范作用，从而促进教师队伍
整体发展。

娄山烟雨话长征

抵达娄山关时，远山含黛、烟雨朦胧，
行至山顶更是大雨倾盆。眼前不少身着红
军服装的游客，将教师们的思绪带回了
1935 年的历史场景———1935 年 2 月 25
日至 26日，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与
黔军大战娄山关前，经过反复争夺，歼灭
黔军两个团，揭开了遵义战役的序幕。

就在本次活动的第一天晚上，贵州师
范大学文学院副院长、贵州红军文化与红
色旅游研究所所长李俊为全体成员讲述
了《红军长征在贵州》的红色史实故事。大
尖山、小尖山……当历史的现场展现在众
人面前，教师们被深深触动了。

纪念长征胜利 80周年时，首都师范大
学音乐学院创作了《长征组歌》，当中有 10
个音乐合唱作品，其中就包含四渡赤水出
奇兵、遵义会议放光芒等作品。首都师范大
学音乐学院研究员邵晓勇告诉《中国科学
报》，亲自去了娄山关、遵义会议会址、四渡
赤水的渡口，再给学生讲解合唱作品时，就
不再像从前那样更多注重合唱本体，音准、
和声，以及作曲技术，而是要增加更厚重的
革命史内容。
《长征组歌》之外，还有不少红色的合

唱作品。在路上，邵晓勇就在琢磨，回校后
与历史学院、政法学院的教师一起做一项
跨学科研究，主题就是“音乐中的思政教
育”。“如果有机会带学生采风，我希望走

一遍音乐作品已有、教学上又实用的革命
胜地，这些起家的根本，需要更高的设备、
更优的标准来进行更广泛的宣传。而接地
气的活动对于学生将来到中小学任教，身
临其境地讲解历史，有更深入的帮助。”

遵义会议放光芒

在遵义会议旧址——— 一幢红白灰相
间的砖木楼中，中共中央在此全力纠正了
王明“左”倾错误路线，总结了第五次反围
剿的经验、教训，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
军中的领导地位。这才有了之后的娄山关
大捷、四渡赤水等著名战役，从中展现出
共产党的机智与果敢，让革命的征途看到
了光明与希望。

楼前驻足，教师们思绪良久。
娄山关大捷后，毛泽东泼墨挥毫写下

《忆秦娥·娄山关》：“雄关漫道真如铁，而
今迈步从头越”，展现面对失利和困难从
容不迫的气度和胸怀。长征结束前，更是
以一首《七律·长征》“红军不怕远征难，万
水千山只等闲”，来抒发不畏千难万险的
战斗豪情。

首都师范大学数科院教授邹国华认
为，在教学科研中传承长征精神，就是不畏
艰险、克服困难、勇往直前。“把老一辈精神
传承下去，特别要鼓励青年学子遇到困难，
不要轻易气馁。数学比较难学一些，部分学
生遇难不愿意仔细钻研，我要将红军四渡
赤水遇到的艰难险阻讲给他们听。”

同是年轻人，首都师范大学国际文化
学院“80后”教师冯浩很感激此次活动的
举办。“‘80后’往往不是从书本上学习遵义
会议，此次亲临现场，我们解开了‘知其重
要，不知其为何重要’的思想困惑。年轻人
会遇到很多困难、考验，但共产党从 3万党
员发展到 9000多万党员，党的胜利也鼓舞
了个人树立目标、奋勇直前。我也能过娄山
关，首先要过自己这一关。”

近几日，深秋的北方正逢大风
降温，然而，在中国民航大学（以下
简称中航大）的校园里师生们却热
情洋溢。

11月 13日至 15日，由中国商
用飞机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
国商飞）主办的“国产商用飞机校园
巡展”首站便来到了这里。

在这段时间，校企双方组织开
展了大飞机讲坛、学术研讨、校园路
演、知识竞赛等活动，并邀请中国商飞
ARJ21系列总设计师、C919大型客
机首飞机组成员、ARJ21飞机飞行教
员、成都航空管理人员及优秀校友等
与在校师生交流分享。

丰富活动点燃寒冬

尽管天气寒冷，但在中国民航
大学北区学生中心广场的路演区，
活动进行得热火朝天。

路演摊位分为作品展示区、创
意体验区、模拟飞行区等，每一个区域
都有师生举办的相应活动。其中模拟
飞行区就迎来许多参观者前来体验。
“我们今天迎来了许多对飞行

感兴趣的参观者，不论是专业人士
还是业余爱好者，都可以通过我们的
设备体验飞行起降的过程，对于零基
础者，我们还会给予指导训练。”摊位
中的一名中航大学生说着拿出手机，
向《中国科学报》展示了上午体验现场
的图片，“其中有很多小朋友也被吸
引，亲自体验了一把模拟飞行”。

国产大飞机 VR体验区同样热
闹非凡，不少学生在虚拟的 C919飞
机客舱中环顾四周，感受国产大飞
机带来的震撼。
“我平时都很关注国产大飞机

的发展，这次 VR体验让我对 C919
飞机客舱有了初步的认识，看到我
们的国产大飞机，我感到特别自豪。
身为‘准民航人’，我希望自己将来
能为民航事业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量。”飞行技术学院 2019级学生张
天译分享了自己的体验感受。

而在此次路演特设的校园招聘
区，前来咨询的学生更是排起了长
队，中国商飞 HR团队在现场与学
生面对面交流，为学生介绍中国商
飞的相关招聘要求，为有国产大飞
机梦的学生答疑解惑。

路演现场除了大飞机驾驶舱与
客舱 VR展示、体验交互式培训、校
园招聘外，创新作品展示评比、民航
知识竞赛、舞台表演等丰富多彩的
活动在三天中轮番上演，“点燃”了
中航大师生的热情。

零距离感受国产商用飞机魅力

丰富多彩的体验活动是此次巡
展的亮点之一，吸引了众多师生及校
内外人士前来参与，而这其中，最吸引

人眼球的要数飞机静态展示。
巡展期间，ARJ21 飞机在中航

大机库内进行了静态展示，学校分
批组织师生代表登机参观，零距离
感受这架由中国自主研发的飞机的
魅力。
“我们登上了国产商用飞机

ARJ21，亲身感受机舱内外的空间及
设置。这架飞机的机翼设计、机舱构
型很先进。试坐体验后我们发现，机
身长度一样的情况下，这架飞机客
舱更宽敞、更舒适，我为祖国科技事
业取得的成绩感到骄傲。”中航大航
空工程学院飞行器动力工程专业
2019级学生李朗登机参观体验后十
分振奋。

事实上，在 ARJ21飞机研制成
功的背后，也有着中航大师生的付
出和努力。据了解，中航大作为国家
适航攻关专项唯一技术支持单位，
参与了国产飞机 ARJ21、C919等国
家重点型号审查任务，协助中国商
飞建立了较为完善的安全性技术评
估和适航工程体系。

近年来，中航大立足深层次适
航审定技术研究，融合设计、制造、
使用和维修，已形成了 11项独有的
核心研究能力，为正在快速发展的
中国适航审定工作和民机产业提供
了有力的技术支撑。其创新形成的
现代飞机系统、设备和综合复杂系
统安全性审定技术研究方法，为
ARJ21、C919、AG60 0 等多款型号
的国产飞机提供了有效验证，提高
了我国机载系统和设备的安全性
设计及验证能力，并直接支持
C919 大型客机的设计、验证与适
航审定以及 CR929远程宽体客机的
适航审定工作。

现场聆听大飞机制造者心路历程

除了上述体验、竞赛等活动，作
为“同心筑梦大飞机”国产商用飞机
校园巡展活动之一的“大飞机讲坛”
第一场也在中国民航大学开讲。

讲坛以“国产商用飞机的研制
与运营”为主题，其中，ARJ21 系列
总设计师陈勇以《商用飞机创新之
路》为题，诠释 ARJ21飞机研制团队
的初心和使命，讲述 ARJ21飞机适
航验证的峥嵘岁月；成都航空公司
党委委员、国产民机高级专务张放，
中国商飞公司试飞中心 C919 飞机
试飞员聂飞，中国商飞公司客服公
司 ARJ21 飞行教员分别以《ARJ21
飞机商业运营》《中国民机发展与试
飞》《国产商用飞机飞行员培养》为
题分享自己在飞行事业中的心路历
程。
“一代代民航人倾尽心血、坚持

创新，迎来了我们自主知识产权的
国产飞机，希望毕业后到航空公司
能够驾驶国产民机翱翔蓝天。”飞行

技术学院 2019 级学生高源泽聆听
讲座后表达了自己的心愿。

而航空工程学院航空宇航科学
与技术专业 2018 级研究生刘鹏则
深刻感受到大飞机研发的不易。“研
发技术是买不来、求不来的，必须自
力更生、自主创新，我研究的方向是
航空发动机智能诊断，中国的国产
大飞机已经飞上蓝天，需要更多优
秀的航空故障诊断方面的专家以及
发动机智能诊断者，未来我想到一
线去从事技术研发工作，助力国产
大飞机飞得更高更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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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理猪圈

刘祖球（右一）率学校兽医协会下乡开展
生态养殖宣传

获省赛一等奖（左一为刘祖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