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新闻

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到我校考察

此坚强的原因。谈到最想成为的人，莫飞杰表示，
最想成为家庭的支柱，
“让弟弟妹
妹过上好的生活，
让妈妈别那么辛苦”。

王万奇：
用支教致敬青春
“人啊，跑久了还得歇一歇，
去基层净化心
灵。”这样的念头促使王万奇放弃了直接保研的
机会，
放弃了签下年薪十万的工作，
加入广西大学
第二届研究生支教团。
王万奇是广西大学政治学院 2015 级硕士研究
生、
广西大学第二届研究生支教团团长，
带领支教
团成员们在国家级贫困县贺州市富川瑶族自治县，
累计志愿服务近 2 万小时，募集资金和爱心物资合
计 26 万余元，
帮助留守儿童 300 余名。

本报讯 4 月 15 日，国家蚕桑产业技术体系首席
鲁成教授和我校农学院有关领导、学科负责人及 学专业人才培养、蚕学学科建设及研究工作进展表示
科学家、
中国蚕学会理事长、
西南大学校长助理鲁成教 专业技术人员进行交流座谈，听取农学院关于学院总 肯定，并就生态蚕桑与多元化开发工作以及我校今后
授一行 2 人到我校考察指导蚕学学科建设及研究工 体现状、科研及蚕学学科建设等情况的汇报，随后参观 蚕学工作重点与方向提出意见建议。
（农学院）
作。我校副校长罗廷荣陪同考察。
了我校蚕学实验室和教学实践桑园基地。他对我校蚕

粤桂黔高铁经济研究院共建工作研讨会在我校召开
本报讯 4 月 12 日，广东省佛山市南海区教育局
副局长徐溪婷一行到我校访问。我校副校长马少健会
见客人。双方就共建粤桂黔高铁经济研究院等事宜进
行研讨，并签署了共建粤桂黔高铁经济研究院框架协
议。
会上，马少健表示，粤桂黔三地历来交流密切，三

省区依托泛珠三角区域合作平台，互利合作不断加
深，今后希望能紧密联系，进一步深化合作，把粤桂黔
高铁经济研究院的工作落到实处，实现可持续发展。
徐溪婷就粤桂黔高铁经济研究院筹备工作进展
情况作详细介绍，并就研究院下一阶段工作与参会人
员进行交流。徐溪婷表示，南海区教育局作为推进研

究院建设工作的平台和载体，将努力建立南海区、中山
大学、广西大学、贵州大学四方联动的合作机制，推动
跨区域合作，
实现更大范围的校企“联姻”。近期将会
推进相关课题招标工作，
推进研究院实质性工作开展，
今后也将会在学术交流、成果转化以及培训等方面开
（社会科学处）
展多种形式的合作交流。

外交部调研组到我校调研 天津大学代表团到我校调研
本报讯 3 月 30 日，外交部调研组
一行 8 人到我校参观调研。我校副校长
商娜红陪同调研组参观中国—东盟研究
院并出席座谈会，社会科学处、中国—东
盟研究院等相关负责人参加调研。
座谈会上，商娜红介绍了我校学科
建设、
特色专业等情况。中国—东盟研究
院常务副院长范祚军向调研组汇报研究

院舆情监测中心的研究成果、协同创新
中心的发展历程以及全息数据中心的建
设进度。
与会人员还就“一带一路”战略构
想下的中国—东盟关系、人才的交流与
合作、中国—东盟研究院未来建设思路
（杨艳艳）
等问题进行探讨。

本报讯 4 月 15 日，天津大学代
表团一行 20 人在该校党委副书记、纪
委书记、工会主席汪曣的带领下，到我
校访问调研，交流教代会建设相关工
作。
天津大学一行在君武馆第二会议
室与我校有关人员座谈。我校党委副书
记、
纪委书记查丹明，
副校长罗廷荣，党
办校办、校工会、学院代表等 20 人参加
座谈。座谈会上，汪曣和查丹明分别介

绍天津大学和广西大学的基本情况。我
校工会常务副主席何志清向来宾介绍
我校教代会制度建设与运行机制。与会
双方就新形势、新常态下的工会、教代
会工作进行探讨。
座谈会前，罗廷荣陪同天津大学一
行参观校史馆、中国—东盟研究院。随
行的天津大学王天友教授在我校机械
工程学院作了学术报告。 （郑燕芳）

广西大学生国家安全形势报告会在我校举行
本报讯 4 月 15 日是《国家安全法》颁布实施以
来的首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根据自治区国家安全
领导小组和自治区依法治桂领导小组的统一部署，为
进一步增强高校教师和学生的国家安全意识，4 月 15
日下午，自治区国家安全领导小组办公室、自治区高

校工委在我校举行广西大学生国家安全形势报告会。
自治区高校工委副书记满昌学主持报告会。
报告会由自治区国家安全领导小组成员、自治区
国家安全厅厅长谭军主讲。谭军向师生们介绍了我国
国家安全面临的形势，呼吁全社会进一步提高国家安

全意识，提高风险防控能力，
共同维护国家安全。
驻邕 14 所高校分管国家安全工作校领导，宣传
部、国际交流处、学生工作处、教务处、科研处、保卫处
等涉外工作部门负责人以及师生代表等近千人参加报
（高欲垚）
告会。

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局长杨静华做客校友论坛

本报讯 4 月 12 日，自治区投资促
进局局长、我校政治经济学专业 99 级
校友杨静华在君武馆二楼玉林厅作题
为《共享的力量——
—携手创造我们愿意
生活的世界》的校友论坛讲座。我校党
委副书记唐平秋在讲座前会见了杨静
招生就业指导中心、
图
“十三五” 规划、大学生面临的成长与发展机遇等问 中心联合举办。校友办、校团委、
华。
并结合自身工作经历，
就同学们的就业问题指点迷 书馆等相关负责人和各学院师生代表等 200 多人聆听
讲座中，杨静华就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 题，
还向同学们推荐阅读书目。
“创新、协调、绿色、开发、共享”五大发展理念进行解 津，
（蒙小涛 潘蓉）
讲座。
此次校友论坛由校友办、校团委和招生就业指导
读，阐述了人工智能技术、广西改革发展情况、广西
秀工作队员”称号。
两年来，我校从人力、物力等多方面对挂点
村镇进行大力帮扶，同时通过派驻相关人员深入
调查研究，
与当地干群齐心协力，
克服困难，辛勤
工作，使挂点村镇的基层党组织建设进一步巩
固，经济发展产业化进一步提高，环境卫生整治
大为改善，生态乡村建设不断推进，公共服务中
得到当地
本报讯 4 月 12 日，2014-2015 年度全区 “美丽 区党委组织部授予“全区‘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扶 心标准化建设顺利完成，村容村貌焕然一新，
广西”乡村建设（扶贫）工作队工作总结表彰暨新选 贫）工作先进后盾单位”荣誉称号，我校组织部副部长 群众和上级党组织的一致肯定。
（王顺茗）
派队员动员大会在自治区党校举行。广西大学被自治 戴永恒被授予“全区‘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扶贫）优

我校获全区“美丽广西”乡村建设（扶贫）工作先进后盾单位

我校学子获美国（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四项一等奖
本报讯 4 月 12 日，2016 年美国（国际）大学生
数学建模竞赛成绩揭晓，
我校组织的 31 支参赛队喜获
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14 项、成功参赛奖 13 项，其中一、
二等奖的获奖率大于 50%，这是我校自 2006 年首次参
加该赛事以来取得的最好成绩。
此次竞赛需要参赛者在 4 天时间内对赛题所涉及
的实际问题展开分析，建立合理高效的数学模型并编
程求解，还要对结果的合理性、模型的正确性、可能存

在的问题进行讨论，根据分析计算结果给相关部门提 以来已成功举办 32 届。该竞赛包括数学建模竞赛
出合理化建议，
最后用流畅的英文写出结构清晰、结论 （MCM）和交叉学科数学建模竞赛（ICM），是数学建
明确的研究论文。我校学子获得的多个奖项不仅体现 模领域内的国际性权威赛事，由美国自然基金协会和
出同学们善于思考、
协同创新的优秀品质和积极进取、 美国数学应用协会共同主办，
美国数学学会、运筹学学
勇于拼搏的精神风貌，而且标志着我校本科人才培养 会、
工业与应用数学学会等多家机构协办。目前，该赛
的特别培养（特培班）模式和中外合作办学的全球拓 事已成为最著名的国际大学生竞赛之一。
展等模式在创新上取得了可喜成绩。
（陈良 谢非飞）
美国（国际）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自 1985 年开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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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临其境

不知其味

2014 年 8 月，王万奇等 8 名广西大学第二届
研究生支教团成员在富川瑶族自治县开始为期一
年的支教工作。王万奇作为团长，选择在条件更为
艰苦的富川二中支教。富川二中的生源大部分来自农村，
其中有很多学生是留守儿
童。他和另一名支教团成员住在一楼学生宿舍里，
常有老鼠、
青蛙和巴掌大的蜘蛛
出没。一天半夜，王万奇猛然睁开眼，
看到蚊帐外有一只老鼠在望着他，
他被吓了一
大跳。
尽管条件艰苦，
王万奇说，
“不临其境，
不知其味。”在基层支教，
才能体会到自
己的奉献是更有意义的。他在该校担任地理老师，
和同事共同教授的地理课程的综
合成绩名列富川瑶族自治县第一。
在为当地贫困大学生筹集上学路费的“圆梦大学”爱心活动中，他生怕漏掉每
一个贫困学子，每天早早地就开始工作，
中午累了就趴在桌子上休息一下，
晚上天色
暗了才结束一天的工作。高强度的工作持续了五天，他因过度疲劳而感冒了，
头晕
脑胀。旁人劝他休息一下，
但他希望在有限的时间里为贫困学子做更多的事情，
就
带病坚持完成了工作。功夫不负有心人，
最终他和该县团委老师们累计募集资金 10
万余元，
解决了 100 名贫困学子的上大学路费问题。

改变不了一个地方 就改变那里的孩子
王万奇时常告诫自己，改变不了一个地方，就改变那里的孩子。王万奇在富川
二中授课之余，还带领支教团成员们，坚持每周三到距离县城二十余公里的麦岭镇
三民完全小学去上课。
有一次，他去给小学生上课时，看到两名学生因争执而打架，犯了错的男生在他
面前低头沉默，不肯向女生道歉。面对这种情况，他有点不知所措。后来，他了解到
班上有一半学生是留守儿童，家庭教育的缺失给学生成长带来不利因素。因此，在
教学中，他开始更注重对学生精神层面的引领，教导学生讲文明讲礼貌，
还传达“知
识改变命运”的道理。
每个周末，王万奇都带领支教团成员去家访。家访中，他注意到很多孩子都没
有课外书籍，精神生活相对匮乏。王万奇想，
“我们一定可以为他们做些什么！”通
过申请“扬帆计划”的支持，倡议爱心人士捐助，支教团为孩子们筹集到 2200 多册
书籍，还为多所乡村完全小学筹建了“梦想书屋”“新希望图书室”，极大丰富了乡
村孩子的精神生活。

志愿服务没有终点
虽然现已离开支教岗位半年多，但王万奇还是忘不了瑶乡的孩子们。
2016 年 3 月，王万奇和广西大学研究生支教团的其他成员赴国家级贫困县百色
市那坡县，随驻村第一书记们到城厢镇百林村完全小学开展调研。他想继续深入了
解广西贫困县的教育现状，为留守儿童提供更多帮助。
有人在王万奇的微博里写评论：
“你在做伟大的事”。但王万奇不这样认为，他
始终坚信，志愿服务没有终点，他只是刚刚开始。

徐金俊：
结构工程领域的科研斗士
“师兄每天平均在办公室（实验室）呆 14 个小时以上。”师弟经成贵提到师兄
徐金俊时这样说道。在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水科所 502 室，记者见到了徐金俊，
土木
建筑工程学院 2012 级结构工程专业博士研究生。
2012 年 9 月，徐金俊以全系第一名的成绩免试进入广西大学土木建筑工程学院
结构工程专业攻读博士学位。读博期间，在导师陈宗平教授的指导下开展了一系列
科研工作，并取得诸多成绩。至今，他已发表高水平学术论文 46 篇，
2014、2015 年度
连续两年获得广西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还两次获得博士研究生国家奖学金。

科研不易

锻造一身“钢筋铁骨”

长期沉浸于实验难免被各种铁器碰伤擦伤，但
他轻伤不轻易下线，较为严重时也只是简单地去医
院处理。“我印象最深的伤，是在我学位论文撰写期
间，加载一个试件，”徐金俊回忆道，那一晚，
他和水
科所一楼的门卫卫师傅在实验间用大扳手把位于他
们上方的端板夹紧，由于不小心，徐金俊在发力过程
中一脚踩空，从一米五左右高度的架子上摔了下来。
“当时有个螺杆固定竖立在地上，幸好我是擦边摔在
它一旁，如果再过去一点点，万一正中螺杆我的腰就
惨了。”徐金俊边说边示意伤口位置，
“还好命大，
只是擦伤了腰部右侧，就简单处理了。”
还有一次，在稳固试件位置的过程中，
他不小心
踩进了地沟槽，脚踝直接被地沟槽两边的角钢磨掉
一大块皮。在场的师妹劝他去医院检查，
但他只是
用随身携带的双氧水做伤口处理，坚持继续实验研
究。“我觉得这些都是小伤，
就像踩了钉子一样正常，打一针‘破伤风’就没事了，
”
徐金俊笑着说道。

厚积薄发

成就师门“榜样力量”

徐金俊在提及自己的导师陈宗平教授时，觉得何其幸运，满怀感激。“我导师那
种敬业的精神深深感染了我。导师如今四十出头，但在他三十多岁的时候头发就白
了一半，”徐金俊感慨道，
“导师当时教育我们，要想做出成绩，只能闷着头干，
没有
其他捷径可走。”
学研结合 投身科研乐无穷
在把导师当作偶像的徐金俊的心里，他很想把导师曾走过的路都尝试着走一
遍。2015 年 7 月，徐金俊以“211 高校”青年学者身份代表广西大学首次夺得国际
“学习与科研是紧密结合的，在科研中学习，在学习中科研。”抱着这样的想
级的“刘恢先地震工程奖学金”，打破了该奖项长期被国外高校或国内“985 高校”
法，莫飞杰从大二起便进入了学院的营养学实验室。漫漫科研路上，他全心将所知
垄断的局面，标志着广西大学在国际地震工程研究领域崭露头角。“在不算太长的
所学投入其中，取得了对于本科生实属不易的科研成绩：他带领实验室团队主持研
六年履历当中，我最骄傲的就是获得了‘刘恢先地震工程奖学金’”，
徐金俊说道，
究的“罗飞鱼越冬技术”获自治区级创新课题并顺利通过验收。同学说，他“为了一 “我在抗震工程领域做了一些研究，也得到国内几位专家的联名推荐，
真正听到得奖
瓶化学药剂，可以跑遍全南宁”。他还主动提出参加专业导师组织的关于“用于鱼
消息时心情很平静，因为之前和团队付出了很多努力，对于申报得奖还是有一定的
卵孵化的布卵器”的研究，获得高度认可，
并最终取得实用新型专利证书。“印象最 把握的。”
深刻的是，为了定时获取实验数据，必须按时早起，每天连续浸在冰冷的水里达四五
个小时。”回忆起这些经历，虽与同在实验室的好友自嘲是“实验狗”，但莫飞杰脸
坚持不懈 把科研经营成“事业”
上始终洋溢着充实的快乐。
2016年 4 月下旬，莫飞杰将参加公务员选拔考试，应聘家乡所在地的水产畜牧
“我把科研视为工作，既然是工作，就要努力把它做好，先把工作做好了，再慢慢
局技术员。他表示，
“将来如果有机会，还是想回来做科研。”
往更高层次去发展，去提升。”徐金俊说，
“在做学问方面，比如我们土木建筑工程
曾经的困苦已不再是苦涩的标签，
而是勤奋自强的轨迹。莫飞杰说，
“如今我已
经把这一切看成是一种财富了。”

（上接第三版)

莫飞杰：将苦难煅成人生财富
清瘦的面孔架着一副斯文的黑框眼镜，整洁的衣
装下是健康的深色皮肤，脸上挂着朴实的微笑，让每
一个见到他的人都心生温暖。老师和同学眼中的莫飞
杰，或是一个积极开朗、
乐于助人的自强者，或是一个
热衷投身科研的学习标兵，或是一个重情义懂感恩的
好哥们儿。来自动物科学技术学院水产养殖学专业的
他如今大四面临毕业。这个来自广西梧州小乡镇的小
伙子，
面对记者提问仍略显羞涩，
讲述经历时，眼中却
透露着淡然与平和。

厄运突降

励志做家中榜样

十年前的一天，还在上小学六年级的莫飞杰被告
知父亲罹患食道癌晚期，迅速恶化的病魔在三四个月
后夺取了父亲的生命。身体单薄的母亲带着四个年幼孩子陷入外债和收入拮据的
困顿。莫飞杰感到自己似乎“一夜之间长大了”。母亲为了赚钱养家不得不外出打
工，莫飞杰作为家中老大挑起家庭重任，
周末时，他带着年幼弟妹们上山砍肉桂、
剥
桂皮，
还曾随母亲外出帮忙。尽管如此，
生性要强的莫飞杰并没有落下学业，
成绩一
直名列前茅，
最终如愿成为当时镇上少有的大学生。为减轻家庭负担，进入大学后，
他通过勤工俭学和做各类兼职，实现了经济独立，并努力省下钱补贴家用。“最多的
时候一次做三份工作，
一天只睡五个小时。”弟妹们在以哥哥为榜样的激励和带动
下，也都保持着优秀学习成绩。

热爱生活

奉献感恩常在心

回想起进入大学时因来自农村而心怀自卑、不善交谈的自己，莫飞杰坦言，是班
主任和同学们不断的帮助使他产生巨大改变。每一次班级活动，老师同学们都积极
为莫飞杰走上台前、
大胆说话创造机会。如今的他，可以时常与伙伴们酣畅地打一
场篮球，热爱的吉他也已经弹了三年。
怀着感恩图报的热情，他开始在校内参加自强社、青年志愿者协会、学院勤工部
等志愿和学生服务组织，在赴农民工子弟小学支教、新生接待、动物科学技术学院
“先锋连”植树、无偿献血等志愿服务活动中，时常能看到他忙碌的身影。
“有时觉得是一种责任感在推动着自己，”莫飞杰这样总结自己面对生活能够如

学院，我们做出来的研究成果是为制订以后的国家标准和国家规范服务的，
需要
‘精’和‘专’。”
身边人的敬业精神也是徐金俊一直不懈奋斗的动力。“在我们办公室对面的老
师，他的敬业精神对于我们来说也是一种鼓舞。我和他年龄差距不大，
看到他那么
拼，我觉得自己也要拼。”徐金俊坦言，
“我记得他说过一句话：我们还算年轻，
假如
这个时候不奋斗，什么时候才奋斗？你处于什么样的环境，你就会自然而然地融入
这样的环境，适应这样的节奏。”
在获得诸多荣誉后，徐金俊科学研究的脚步并没有停下。“我觉得自己还有很
多工作没做，有时候人就像上了发条的钟表，没有客观原因是不会停的。”徐金俊坚
定地说。

（吴明江 黄影洁 文有东 罗淘元 易佳颖 黄心蓉 莫聪灵 卢怡铧 周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