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学校园仿佛一个小城市，阡陌
交通，道路纵横。有路的存在就有指路
的需要。最近，广西大学经过数月的充
分酝酿和广泛征求师生员工的意见，
为学校 14条主干道定了名称。

如果说城市公共道路的命名首先
是一种城市空间确定方位的行为，那
么，校园道路的命名则首先是一种校
园文化的建设行为。

学校是一个传授科学文化知识的
殿堂，校园文化是学校建设的一个不
可忽视的方面，而学校路名则可以是
这一文化的一个载体，是维系学校发
展的一种精神力量。

走在君武路、崇文路，广西大学的
学子会情不自禁
想起首任校长马
君武先生。这位
民主革命时期著
名的教育家、科
学家、政治活动家，在中国近代教育史
上素有“北蔡（元培）南马（君武）”
之称的老先生，为广西大学的创建和
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种树如培
佳弟子，卜居恰对好湖山。”这是马君
武先生在广西大学任教时撰写的一幅
对联。正是怀着这种为壮乡培育佳弟
子、为八桂输送栋梁才的雄心壮志，马
君武先生与他的一批同道者于 1928
年 10 月创办了广西大
学。从此，广西首开高等
教育的先河。

马君武先生推崇科
学救国，他对比中国与
西方在近代社会发展方
面的巨大反差，感慨地
说：“西方以科学强国强
种，吾国以无科学亡国
亡种。呜呼！科学之光，
其期匪古。及今效西方
讲学之法，救祖国陆沉
之祸，犹可为也。”日本
侵略东北三省时，马君
武先生愤慨之余清醒地
认识到，“自从欧战以
后，大炮、飞机、毒气等等已经成了民
族生存的要素，所以我们要反抗日本
便要努力使科学进步”，他极力提倡
“必须从科学和知识上去找出路，否则
将无可救药”。为此，马君武先生在广
西大学办学期间，确立了三项教育目
标，培养学生掌握：科学的知识、工作
的技术和战斗的本领。因此，崇文路是
纪念马君武先生主张对国民进行科学
知识教育，以科学救国的思想，也意指

广西大学将传承首任校长的办学思
想，为广西培养高素质的科技人才。

看到蝶山路、良丰路、沙塘路、榕
江路、鸪江路、雁山路，广西大学的校
友们又很容易回忆起学校艰难曲折的
迁学之路。广西大学第一届毕业生对
马君武校长发动的锄头运动还记忆犹
新。当时，广西大学筹委会将校址选定
梧州市河西区蝴蝶山，马君武校长在
校内发起锄头运动，要求学生拿起锄
头在蝴蝶山上建设自己美丽的校园，
一方面培养学生的吃苦耐劳精神，另
一方面使家境贫寒的学生通过劳动得
到一点报酬，以补贴生活费用的不足。

十年之后，广西省政府改组广西

大学的组织，校本部及文法学院随省
府迁往桂林，以良丰西林公园为校址。
至今，广西大学的老校友们对西林公
园的来历还能娓娓道来：西林公园原
为私人别墅。清同治八年（1869年），
桂林地方官吏唐岳在此兴建别墅，四
年乃成，名为“雁山别墅”。宣统三年
（1911年）易主，两广总督岑春煊（字
西林）以纹银 4万两买下，更名“西林

花园”。后来，岑春煊移居上海，花园
荒废。民国 15年（1926年），岑氏将花
园捐献给广西省政府，而省政府又把
迁校的广西大学安置于此。

抗日战争打响之后充满艰辛困顿
的沙塘、榕江、鹧鸪江、雁山流亡之路，
更是让广西大学的校友们没齿难忘。
1937年 9月，广西省政府以政教结合
为名，把广西大学农学院迁往柳州沙
塘。同时考虑到抗日战争已经开始，柳

州地处后方比较稳定。随后，随着日寇
南侵，广西大学全体师生流亡贵州榕
江，在偏僻的榕江筹备复课。抗日战争
胜利后，广西大学又从贵州榕江迁回
广西。当时桂林良丰原有校舍已被敌
机炸毁，正如后任校长陈剑修在 1948
年著文回忆所述：“黉舍荡然，惨然不
堪回首。”为安顿师生员工，就先迁回
柳州，借用鹧鸪江前第十六集团军妇
孺工读学校旧址为临时校舍。1946年
夏，广西大学又将农学院和各学院一
年级、先修班迁往桂林雁山。

博萃路、碧云路则以道路两旁的
标志性建筑物和景物命名。博萃路以
路旁的博萃楼得名，博萃楼三字是广

西大学原
校长陈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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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的接待处。碧云路因碧云湖而得
名。说起广西大学碧云湖的来历还有
一段感人的故事。1936年，广西大学曾
搬至桂林西林公园。当时的西林公园
内北有乳钟山，南有方竹山，碧云湖置
身其间，碧云湖上树秀、水清 ，空气清
新，湖水弯弯曲曲围绕在农学院的四
周，树连着湖，湖连着树，幽静安祥，波
澜不惊，让人留恋忘返。后来，广西大

学迁校至南宁后，师生们对西
林公园的碧云湖还是念念不
忘。于是，几千师生利用课余时
间肩挑担扛，奋战半个多月，终
于建成了现在的碧云湖。

连接东西校园的通和路则
取“政通人和”之意，意味着广
西大学与广西农学院合并后，
拆掉两校之间的围墙，全校师
生员工齐心协力，团结一致，为
构构建和谐、稳定、发展的广西
大学而共同努力；横跨教职工
住宿区的荟贤东路、荟贤西路
则意味着教职工住宿区是广西
大学人才荟萃的地方，教职工
是学校发展的贤能之才，是学

校的栋梁，这一路名充分体现了广西
大学以人为本，高度重视人才队伍建
设的办学思想；而东苑路、南苑路则因
所处的地理位置而得名。

一个路名，串起一段历史，讲述一
段故事；一个路名，引起一段回忆，赋
予一个愿望。我们经常可以看到学校
路名出现在校园回忆录或校园诗歌
中，路名已然成为广西大学校园文化
的一部分。（李伟红）

标题 1

2004—2005学年度“优秀班主任”评选工作结
束，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韦保耀等 100 位同志获
“优秀班主任”荣誉称号，名单如下：
轻工与食品工程学院（ 5人）：
韦保耀、李凯、夏宁、覃程荣、宋雪萍
林学院（6人）：
罗应华、黄汉莉、甘敏思、翟旭明、文祥凤、黄秀英
物理科学与工程技术学院（3人）：
林西平、于梅花、陈海华
电气工程学院（6人）：
周小平、李晖、农锦华、蔡义明、唐玥、周惠君
动物科学技术学院（7人）：
韦英益、韦精卫、谭世俭、潘英、覃志彪、杨素芳、
赖凯昭
法学院（2人）：
柳福东、冯春
机械工程学院（8人）：
郑战光、刘晓红、庞祖高、卢煜海、邓新平、文冰、
尹翠君、王华锋
农学院（6人）：
黎桦、冯健玲、沈方科、凌桂芝、莫良玉、徐丽
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4人）：
申佩弘、黄艳、梁晓夏、莫童
数学与信息科学学院（3人）：
范英梅、张更容、吴华丽
土木建筑工程学院（7人）：
韦玉娇、谢美芝、潘国雄、王晓燕、黄莹、韦良、吴杰
行健文理学院（1人）：
黄世雄
公共管理学院（4人）：
黄文静、龙卫明、朱映雪、胡玲
资源与环境学院（2人）：
吕韬、邓惠英
计算机与电子信息学院（6人）：
黄汝维、石娟、华蓓、唐天兵、谭运阳、陈聚
商学院（10人）：
高丽金、庞祖光、凌常荣、陈红玲、谭春枝、许成才、
谢萍、熊小果、曾艳华、阮思阳
化学化工学院（9人）：
黄慨、韦立言、李浩璇、冯冰凌、张友全、刘海燕、
唐江涛、邱树恒、李伟光
文化与传播学院（5人）：
汪磊、刘秀珍、银健、杨雪、黄琤
中加国际学院（1人）：
陈泽军
外国语学院（5人）：
唐承红、黄晔明、刘茜、吴虹、左向蕾

1 月 5 日，广西大
学西 16 栋研究生宿舍
内，研究生小徐刚刚洗
完热水澡，端着脸盆从
热气腾腾的卫生间里出
来。小徐套用一句歌词
说，宿舍的“这个冬天不
太冷”，因为宿舍楼装上了该校
自主研发的 “地源热泵热水系
统”，学生们一拧水龙头就能接
到热水，省去了打水或烧水的麻
烦。
一只灯泡的功率

就能洗个热水澡
拧开水龙头，在冷水的刺激

下“咝咝”地倒吸冷气；或吃力地
提回一桶热水，摇摇晃晃地爬上
楼梯；或悄悄地使用 Ｕ 字形的
“热得快” ……这些都是住校生
们再熟悉不过的场景。学生住宿
舍热水澡难，成了许多学校头痛
的难题。此外，由于区内的电、煤
等能源日益捉襟见肘时，建设
“节约型社会”的呼声也随之高
涨。广西大学地源热泵课题组研
制出地源热泵热水系统，并在区
内一些单位投入使用，收到了良
好的节能效果。

地源热泵热水系统是怎样的
节能方式？广西大学地源热泵课

题组的胡映宁教授介绍说，土壤
温度全年相对稳定，一年四季保
持恒温（广西约 20℃），因此是
很好的热泵热源和空调冷源。该
系统可以为用户提供供暖、制冷
和全年热水供应。

在供热时，地源热泵利用少
量电能，就可从土壤中吸取大量
的热量。热泵机组在运行时消耗
１千瓦电能，就可以得到 4.5千
瓦的热能。胡映宁还以广西大学
西 16栋研究生楼为例，整栋楼有
198名学生，人均配电功率为 27
瓦。“也就是说，只用一只小灯泡
的功率，就能洗一个舒服的热水
澡。”
热泵“个子”虽小

能抵大型锅炉
1 月 5 日下午，记者走进广

西大学西 16栋研究生楼，刚刚起
床的研究生们正在用脸盆接水洗
脸，水面蒸腾起阵阵白雾，用手一
试，颇为温热。“从水龙头流出来

的热水有 55℃，洗澡时还得兑上
冷水。”一位研究生兴奋地说，以
前每次洗澡，得从开水房打满 3
个暖瓶的热水，吃力地提上楼。她
们也曾悄悄用过“热得快”，但因
为它的功率太大并且常常烧坏，
安全隐患比较大，再也不敢随便
用了。“现在好了，每人每天供应
30 公斤热水，足够我们度过一个
暖乎乎的冬天”。

给学生们带来了温暖的热泵
系统在哪？楼内十分安静，走廊宽
敞清洁，看不到热泵机组的踪影。
直到一楼楼梯间的一扇小门被打
开，一部“小个子”机组才出现在
记者面前。

这个高约 1.6 米、占地面积
约 2 平方米的“小个子”由蒸发
器、冷凝器、压缩机等部件组成，
身上“穿”着银光闪闪的不锈钢
板，身下还接了几根白色的管道，
管道里流动着冷水或热水。广西
大学地源热泵系统课题组的林俊

老师介绍说，宿舍楼顶还有一个
能贮存 8吨热水的大水箱。除了
这些看得见的部件外，还有一些
Ｕ 型管“隐身”在约 30 米深的
土壤中，勤勤恳恳地收集土壤中
的热量。

这个“小个子”看起来其貌
不扬，“烧”水的能力却不输给传
统的锅炉。与电锅炉相比，要供应
相同数量的热水，地源热泵系统
可以节能 70%左右，运行成本降
低 40%—60%。另外，地源热泵没
有燃油、燃煤污染，它只从地下取
热或散热，不会引起地下水面下
降、地面沉降等问题。在热泵机组
运行时，记者只听见嗡嗡的响声，
走出房间关上门，几乎听不到任
何噪音。
广西“热土”丰富

适合热泵“安家”
“广西在利用地源热泵上有

得天独厚的优势。”1月 5 日，胡
映宁教授向记者介绍说，广西的

雨水及地下水较为
丰富，土壤以富水土
壤为主，而且地下水
位高。无处不在的水
使得土壤的热传效
率大大提高，即使某
处土壤中的热量被

抽取过多，土壤中的水分也会迅
速从邻近的土壤中将更多的热量
“补充”过来。因此，同样的热泵
功率，在广西的地下埋管深度可
比北方省份减少一半以上，初期
投资成本大大降低。

2005年 3月，广西大学的地
源热泵技术已经通过我区科技厅
组织的技术鉴定，认为该项目针
对亚热带及温带地区在利用浅层
埋管技术、优化埋地换热器及系
统节能方面已达到国内领先水
平。目前，广西大学地源热泵课题
组已经成功实施了近 20 项地源
热泵、风源热泵节能工程，如南宁
三中学生公寓地源热泵生活热水
系统，规模达到 364个房间，惠及
2600人。学生每人每年只需交纳
200 元左右的费用，就能每天享
受舒适的热水澡。（龚文颖）
（转载自《南国早报》1月 10日
第四版,有删改）

土壤作热源 洗个热水澡
我校研制的地源热泵热水系统在广西开始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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