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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 2016 届毕业生（冬季）双向选择洽谈会举行
本报讯 11 月 14 日，我校 2016 届毕业生（冬季）双向
选择洽谈会在西校园举行。校党委书记刘正东、副校长吴志强
到双选会现场视察指导。
350 多家区内外用人单位云集我校开展毕业生招聘，提供
就业岗位 5000 多个。其中事业单位、国企 20 多家，民企单位
330 多家；广西区内企业 296 家，区外企业约 60 家。

各学院分管学生工作党委副书记、学工组教师，学校招
生就业指导中心全体人员到现场指导学生择业，向用人单
位推荐毕业生。学校就业协会组织 160 多位学生志愿者作
为会务工作人员，协助场地布置、现场秩序引导、服务用人
单位等工作。
面对严峻就业形势，学校高度重视毕业生就业工作，各

部门集思广益，协同合作，想方设法为毕业生提供就业服务。一
是通过举办专场和大型双选会，吸引更多用人单位到校；二是
发动学院积极举办校企合作关系单位或行业的中小型招聘会，
组织用人单位组团到校。据不完全统计，截至 11 月 14 日，学校
已举办各类专场招聘 140 场次，大中型招聘会 4 场次。

（梁冬平）

赵艳林为 2015 年新入职教师做专题报告
本报讯 11 月 12 日上午，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务处、
人事处联合举办的广西大学 2015 年新入职教师培训开班仪
式在君武馆第二会议室举行，赵艳林校长做首场题为《西大
的发展与青年教师的成长》的专题报告。
赵艳林校长首先介绍了我校建校历程、光辉历史及发展
现状，对中西部高校提升综合实力计划、学科专业、重点平台、

教学平台、师资队伍、科研水平等进行概述，勾画出广西大学
美好的未来。在谈到“做合格的广西大学教师”时，通过生动
案例从爱心、责任感、知识能力、教学方法、言传身教等方面诠
释。他指出，教师第一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爱学校这个大
家庭、爱教师这个岗位、爱我们的学生；第二要充分认识教师
—传道，授业，解惑；第三要有必需的专业知识和专
的职责——

业能力，重视教学，正确处理科研与教学的关系；第四要掌握
适宜有效的教学方法，青年教师首先要过好教学关；第五要言
传身教，率先垂范等。
今年新入职教师培训还将邀请校内国家级教学名师、自
治区级教学名师等开展讲座，邀请校外有关专家、教授介绍新
（于婷）
概念微课程设计制作的技术、方法等。

我校青年教师代表参加第十六届中越青年友好会见活动
本报讯 11 月 4 日至 9 日，第十六届中越青年友好会见
活动在越南举行。共青团中央书记处第一书记秦宜智为团长
的中国青年代表团一行 200 人赴越南参加活动。我校团委书
记陈磊、外国语学院东南亚语系副主任卢锦缨被选派参团出
访。6 日上午，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与越共中央
总书记阮富仲在河内共同会见了参加此次活动的两国青年代
表，与大家合影并亲切交流。习近平总书记向两国青年强调，

中越互利合作是大势所趋，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希
望青年朋友们做两国世代友好的传承者和接班人，为打造中
越命运共同体作出贡献，使中越友好事业代代相传。
在越期间，我校代表向越南共青团干部、青年代表和高校
师生介绍了广西大学基本情况，我校与越南的渊源、与越南高
校交流合作和培养越籍留学生等情况，向我校毕业的越籍校
友、曾到访我校的越南青年和即将到我校学习的越南大学生

表示问候与欢迎。我校卢锦缨同志担任随团越语翻译，圆满完
成工作任务，受到我方代表团及越方好评。
中越青年友好会见自 2000 年起连续举办了 15 届，在两
国青年中产生广泛影响。今年是中越建交 65 周年，又适逢习
近平同志担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以来首次访问越南，也是
我国国家主席时隔 10 年再次访问越南，因而此次中越青年友
（校团委）
好会见更显意义重大。

我校第十九届社团巡礼开幕

本 报 讯 11
月 15 日上午，我校
第十九届社团巡礼
在东校园拉开帷
幕。校关工委、校团
委等部门领导出席
开幕式。驻邕高校社团代表，我校 60 多个各级学生社团代表
参加开幕式和巡演活动。
本届社团巡礼以“炫舞社团文化，激扬时代青年”为主
题，旨在增进广西各高校社团间的文化交流，展示各社团独特
魅力，丰富学生精神生活，全面发展校园文化，分为“酷炫社

团，活力社团”“团结社团，碰撞社团”“光影社团，声色社团”
三个篇章。值得一提的是，活动在“社团嘉年华”板块创新开
设了“百团大富翁”环节，以热门游戏“大富翁”为模式，打造
出集模拟经营和闯关游戏为一体的大型互动游戏，使各社团
师生都能参与其中亲身感受活动乐趣。活动还首次开展了“最
牛社团人”竞赛，通过竞赛加深了我校师生对社团的了解，增

强了我校学生社团
联合总会与各社团
之间的联系互动，
促进了各社团之间
的交流。
我校目前有
70 个校级社团组织，每年社团招新超过 5000 人，不少社团活
动的影响力已走出西大，走向全国。社团活动已成为我校学
生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年一度的学生社团巡礼是我校学
（校团委邓佳）
生社团建设成效的集中展现。

我校举行第四十五届运动会

本报讯
11 月 6 日 至 7
日，我校第 45 届运动会在西校
园体育场举行。机械工程学院学
生凌荣琪、商学院学生韦莉娜分
别以 6.62、6.35 的成绩打破 6.34
的校运会女子实心球记录；商学
院学生陈禹天、韦毅分别以 9.55、9.51 的成绩打破 9.45 的校运
会男子实心球记录。
6 日上午，开幕式举行。校领导赵艳林、燕柳斌、毛汉领、
张协奎、梁家斌、马少健出席开幕式。校长赵艳林致辞。他总结
了我校过去一年在体育赛事上的突出成绩：在学生群体活动

西大学人

方面，除了年度常规赛事，我校还举办了“壮族文化暨广西大
学少数民族运动会”，极大增强了学校师生的体育文化认同
感和参与度；在教工群体活动方面，我校获得全区高校教职工
羽毛球团体赛第一名、全区高校教职工乒乓球比赛团体第三
名、驻邕高校公路自行车接力赛团体第三名等荣誉；我校高水
平运动队在参加全国各类比赛中也收获颇丰，截至 10 月共获

相关项目第一名 5 个、第二名 2
个，特别是我校健美操运动队已
连续 11 年夺得全国啦啦操联赛
冠军。赵艳林校长表示，一年一
度的运动会，既是对学校体育水
平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是学校素
质教育、阳光体育活动的一次集中展示。
7 日下午，闭幕式举行。副校长商娜红主持闭幕式。校工
会常务副主席何志清、体育学院院长周璋斌分别宣读校运会
教工组和学生组的各项比赛成绩和奖项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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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短讯
我校 8人入选 2015 年度广西高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百人计划”
据自治区教育厅公布 2015 年度广西高校引进海外
高层次人才“百人计划”入选人员名单，我校已引进的海
外高层次人才有 6 人入选，分别是林学院尤瑞·斯特里克
（Joeri Sergej Strijk），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吕候军，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覃英宏，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赵帅、罗
继景、金健；我校拟引进的海外高层次人才有 2 人入选，
分别是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方忠祥，农学院吴小刚。截至
目前，我校入选广西高校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百人计
（庞竹玲）
划”共 21 人。

我校海洋学院硕士研究生论文被《整体环境科学》刊用
我校海洋学院余克服教授指导的硕士研究生王少鹏
的论文《中国南方典型矿区河流沉积物重金属污染的沉
积记录 - 以贺江为例》、王英辉教授指导的王伟涛的论
文《越南大气持久性有机污染物季节特征、来源解析及
有机氯农药的手性特征》被国际 SCI 期刊《整体环境科
（海洋学院）
学》刊用。

我校学生创新团队获中国科学院大学“科创计划”立项资助
11 月 9 日，依托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天体物理
及其相关探测技术研究团队的两个本科生创新团队获中
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生创新实践训练计划”
立项资助。创新团队成员由物理学专业 2013、2014 级本
科生胥英超、谢文锦、李瑞全、吴培庞、韦雯露组成，刘宏
邦博士为校内指导教师，中国科学院大学郑阳恒教授
（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 和刘倩博士为校外指导教
师，研究课题分别为 “THGEM 探测器 X 射线成像研
究”和“阻性厚电子气体倍增器性能研究”，每个项目获
（黄洁）
得 4.5 万元资助。

外国语学院学生喜获上海模拟联合国大会荣誉提名奖
在上海外国语大学举办的第 7 届上海模拟联合国大
会上，我校外国语学院学生陈敏、赵依枚、黄鹏获“Hon（金果子）
orable Mention”（荣誉提名奖）。

我校获第十五届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佳绩
11 月 1 日至 6 日，由中国大学生体育协会主办的第
十五届全国大学生游泳锦标赛在浙江绍兴举行，我校体
育学院教师李一玉带领 10 名游泳健儿组成 “广西大学
鱼悦游泳俱乐部”参赛，经过 6 天紧张角逐，喜获 1 金、
1
银、1 铜、第四名 1 人、第五名 4 人、第六名 1 人的好成
（梁晓莹）
绩，我校获“体育道德风尚奖”。

（黄俏华 吴明江）

习惯等待的科研狙击手

——
—访广西大学
“植物分子生物学”学术带头人杨江义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杨江义教授是广西大学“植物分子生物学”学术带头人。
2012 年，他以第一作者发表的“水稻杂种不育及偏分离”相关论文登上了国际学术
界享有盛誉的综合性科学期刊 -- 美国《Sci ence》。他的论文用遗传学和分子生物
学方法，揭示了与前人观点大不相同的水稻杂种不育机理，这一机理将增进对稻种
起源、演化、遗传多样性形成及生态适应性的认识，有助于亚种间杂交稻育种。
见到杨江义时，他身着浅色短袖衬衣，可以看到黝黑脸部与脖颈处差异很大的
肤色分界线，胳膊也是微微发红的深褐色，这使他看起来更像一位常年经受阳光暴
晒的农民兄弟，研究“植物分子生物学”的他经常出现在田间地头。

小城镇走出的博士生 耐得住寂寞的科研狙击手
杨江义出生于云南省大理州宾川县一个叫“力角”的小城镇，父母经营一家小
裁缝店供养家里的七个孩子。母亲没有读过书，父亲小学毕业，家里孩子众多。多年
以后，生活拮据的多子女家庭走出了一位承担国家重点科研项目的博士生。
“我是家里最小的，父母‘放养’的教育方式培养了我的自学能力和自我控制能
力。”一个人虽然不能决定他的出身，但却可以决定怎么改变自己。
“我有个特点，就
是比较能坚持。成绩不好我就坚持学习，一天不行就一周、一个月、一年。到了后来我
的学习成绩已是拔尖儿的了。”“大学时生活拮据，根本没钱去做其他事情，经常在
图书馆一呆就是一天。在图书馆学到的科学方法论，对后来的科研有积极的作用。发
散性思维、批判性分析、实验对照设置方法等都是在那时学到的。”
生活就像负重前行，理想与信念赋予人砥砺前行的强大动力。
“读本科时生活压
力比较大，就想早点出来工作。”大学毕业的杨江义来到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下属的粮
食作物研究所做研究实习员。“工作之后发现知识储备不够，就特别想再去读书，把
学识再提高一点。”于是他考取了四川大学的硕士研究生。
“硕士期间经济压力依然
很大，每个月都要从微薄的研究生补助中挤出一点给父母”。硕士毕业的杨江义在红
塔集团烟科所找到一份助理农艺师的工作。烟科所工作相对轻松，既可以拿到当时
看来不菲的工资，又能继续搞科研。然而没过两年，烟科所由原来的科研部门变成了
烟草监督部门，这次整改促成了他生命又一次转折。“我就是喜欢做科研，事实证明
我也更适合做科研。”于是，杨江义开始了他的博士生涯。
“我做科研不是高产的人，
我是科研狙击手，不是机枪手”。“狙击手”只关注重
要目标，讲究忍耐，聚精会神地瞄准，耐心地等待恰当时机，然后出手，一招中的。杨
江义的经历很好地验证了这句话。从 2004 年他考入华中农业大学生命科学技术学
院基因组学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起，这一读就在科研道路上走了将近九年时间。十年
磨一剑，其中艰辛，难以为说。“冷板凳坐久了，总有捂热的一天，毕业的那一年我就
真的做出了原创性成果。”
杨江义不无遗憾地表示，现在社会略显浮躁，等待尤其是长达数年未知结果的
等待，对很多人来说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事情。
“我提出新的水稻杂种不育机理最初并
未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是我默默地按自己的思路一步步做实验，数年后才最终证实
了自己的观点。”

杨江义的家乡有很多山，他对家乡的热爱也饱含着对爬山的热爱。“我很喜欢爬山，
尤其是爬野山，就是那种没有路的、很少有人爬过的山。我喜欢自己开辟一条路出
来。这其中是艰辛与快乐并行的。”他说他的前半生好像一直在爬山，求学路上爬过
了一座座山，做实验的路上也爬过一座座山。我们一路披荆斩棘，其中有些困难无法
言说，但当最后收获成功的时刻，就会觉得路途中的苦难也满溢着喜悦。

水、瓜果飘香，而是对水稻
研究的浓厚兴趣。“做水
稻，可以说广西最有气候
优势。这里一年可以种两
到三季水稻。”兴趣是一种
指引，有时也是对理想坚
持的筹码。
“科研其实是有
挫折是强者的学校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风险的，尤其是原创性的
实验，不可预测的因素比
“年轻人不要‘迷信’于 IQ，我觉得情商 EQ 比智商 IQ 更重要。”杨江义认为情
较多。如果意志不坚定，又
商也指一个人接受挫折困难的能力。“一般到了大学这个平台，智商差别不会太大，
没有科研兴趣，那真的很
拼的就是情商。看你能否承受巨大压力，能否坚持不懈。”“举我自己为例吧。我读
难走下去。”
博士时，前四年的工作因为研究材料不合适，白做了四年。对很多人来说可能早就放
弃了。说实话当时压力特别大。还好我没放弃，休整了一段时间就重新启动了另一个
身体力行的团队管理者
项目，也就是后来论文发表在《Science》上的那个项目。当时有很多同学佩服我，不
是佩服我做出的成绩，而是佩服我在逆境中的坚持。”
杨江义有幸与中国“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同为西南农业大学校友。榜样
“我性格偏内向些，不太爱讲话。”但正是这位不爱讲话的科研带头人把一个年
的力量是无穷的。“本科时听我的老师说过，袁隆平院士读书时学习成绩很一般，但 轻人居多的科研团队管理得井井有条。杨江义不会侃侃而谈，但他贵在逻辑清晰，
思
他很有恒心与毅力，工作以后仍持之以恒地研究杂交水稻。他的实验前面做了八年 维敏捷。当你问他一些问题时，只需经过略微思考，他就能给出逻辑清晰的解答。不
都没有结果，一直坚持到第十年才做出了成果。如果他早早放弃了，就没有‘杂交水 只讲话方式如此，杨江义管理团队也是脉络清晰，科学有道。
稻之父’这一说了”。
杨江义所在的植物分子生物学课题组从属于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与利用
杨江义强调年轻人要有好奇心，勇于尝试；做科研更要有好奇心，否则就不会有 国家重点实验室，由两个 80 后博士、一个 80 后助理研究员和四个 90 后在读硕士组
探究力。他饶有趣味地说起了达尔文抓虫子的故事：达尔文从小喜欢研究生物。有一 成。对于这个刚组建不到两年的年轻人团队来说，更需要严格的规章制度来维系团
次，达尔文在田野上看到一只从没见过的虫子，就赶快用左手抓住它。这时，他看见 队凝聚力。
另一只从没见过的小虫，赶紧用右手抓住。谁知又飞来了一只更加稀奇的虫子，达尔
“为了保证工作时间，早中晚要各签到一次；每周开一次例会讨论实验中遇到的
文想抓住它，但又舍不得放掉手里已有的两只小虫。于是，他把右手抓住的虫子放进 问题；每两周汇报一次研究进展；每学期做一次研究工作考评。”“我希望督促他们
嘴里，空出右手抓住了第三只稀奇的虫子。那只虫子在达尔文嘴里放出又辣又苦的 在年轻有精力的时候做出更好的成绩，这才算对得起我这个导师的头衔。其实比起
液体，可是，他忍受着，紧闭着嘴巴跑回家，小心地把三只虫子装进盒子里，仔仔细细 以前我读书的时候导师的要求来说，这也不算严格。我那时节假日基本都在学校实
地研究起来。
验室里，实验室规定的两周春节假也只休一周。我现在一直保持这样的工作习惯。”
杨江义说，
“掌握基本的科研方法，才能少走弯路”，
“我发现现在很多学生很勤
当然，条条框框的规章制度中也渗透着一些温和的激励措施。
“我也没有特别高
奋努力但却不知道如何去做，没有掌握方法，比如实验对照就很重要，否则得出的结 明的办法。第一是人尽其才。我会让合适的人去完成他擅长的部分，比如我们团队的
果是没法用的。”
田间管理员就来自农学院，他非常擅长做田间管理工作。第二是分担成果，多劳多
他还强调年轻人不能怕吃苦，想要深刻了解自己的研究领域，就要深入到实践 得，这是一个土办法。奖惩分明才能激励他们的科研热情。”
中去。“年轻人要能吃苦。比如我们做水稻研究的，就要多下田。要到实验田里去观
说起科研团队，杨江义满带笑意，
“当然，我作为指导老师，作为科研带头人，要
察，把观察到的东西记下来，回实验室思考、研究。袁隆平院士说过，
‘电脑里面种不 给他们提供一个好的、前沿的研究方向，才能让他们心里踏实，觉得有盼头。”
出水稻’。”“我经常下田，下田能观察到书本上没有的现象。我博士期间的原创性研
（新闻传播学院新闻与传播专业 2014 级专硕班研究生张斐然）
究都是在田间观察到的。坚持到现在，已经把下田当作锻炼身体了。在泥水里，脚都
拔不出来，往前走很费力，流很多汗，但对身体很好。”
“兴趣决定了努力程度，进而影响研究成果。”2012 年杨江义博士毕业时，很多
高校给他抛出了橄榄枝，但他坚定地选择了广西大学。留住他的不是广西的青山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