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教师节特刊

教育

2020 年 9 月 10 日 星期四

用自己的行动感染每一个学生

徐 金 陆 ，中 共 党
员，天津体育学院科研
与研究生处处长，获得
全国宣传推选学雷锋
志愿服务“四个 100”
最美志愿者、全国疫情
防控最美志愿者称
号。援藏期间获得自
治区“全区体育系统先
进工作者”、
“优秀援藏
干 部 ”、西 藏 昌 都 市
“优秀援藏干部”、
“优
秀共产党员”等称号。

——记天津体育学院科研与研究生处处长徐金陆
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回武汉探亲的徐金
陆，选择成为一名志愿者，负责运送发热病人。
2 月 4 日至 4 月 1 日的 57 天里，他坚守岗位，从
社区向定点医院、方舱医院运送发热病人，或将
康复人员从上述医院转运回社区，合计转运发
热、疑似、确诊病人 70 余名。
作为一名老师，徐金陆一直觉得，与其说一
千个、一万个道理，不如实实在在去做一件事。
他也在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诠释着人民教师的担
当与责任。

站出来，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武汉封城后，每天确 诊人数不断攀升，当
时尚处在疫情最严重的时候。此前，武汉市多
次召开会议，以“应收尽收、应治尽治”原则，推
进新冠肺炎“四类人员”的收治工作。警车和
救护车无法承担起庞大的转运工作，社区开始
招募驾驶员志愿者。
“当时只知道这个病毒很厉害，也明白自己
随时有可能被感染。”但他还是第一时间报了
名，与 3 名退伍军人和 1 名出租车司机一起，组
成了志愿小队，承担起武汉江岸区转运“四类人
员”的工作。
成为志愿者，就意味着要面对更多的风险，
但 是 从 加 入 队 伍 的 一 刻 开 始 ，他 从 未 有 过 后
悔。他把自己的行动理解成为社会出一份力，

践行着一名党员的使命与担当，
“ 我是有着多年
党龄的老党员，应该为社会做一份贡献，每个人
做一点，才能集小山成大山。”
徐金陆清楚地记得自己第一次转运病人时
的场景，那天晚上，他要把一个病人从一家民营
医院送到方舱医院去。送去的路上，下起了中
雨，病人又咳嗽得很厉害，
“咳得让你很揪心的那
种。”隔着一层铁皮，不断的干咳声从面包车后座
传来，初次做转运的徐金陆紧张不已。
2 月份的武汉还很冷，车外又下着大雨，但
穿着防护服的徐金陆却觉得透不过气来，额头上
的汗水一直在滴，很快，护目镜上笼罩了一层雾
气，前方的路也开始变得模糊。犹豫了一下，他
摘下了护目镜，小心驾驶着汽车，安全地把病人
送到了方舱医院。回到车里坐在驾驶座上的徐
金陆想起自己刚刚冒险摘下护目镜，一阵头皮发
麻,“ 的确后怕，第一次转运、第一次穿防护服没
有经验，但当时也别无选择。”
刚开始时，徐金陆和其他 4 名志愿者 6 小时
一轮班，后来为了节省防护服，他们决定十二小
时一轮，一天两次班，这样一套防护服能够用得
久一点。每天早上 8 点半到晚上 8 点半，徐金陆
都会静静地守在江岸区永清街道的办公室，等待
通知运送病人的电话铃声响起。但是，当铃声响
起的一刻，他又会如箭一般冲了出去。
就这样，在所有人的努力下，武汉一天天地
好起来。工作第一周，徐金陆每天都要出车 10
至 20 次；之后，基本上保持着每天两三次的频

率。随着需要转院的康复者越来越少，有时，他
会一整天都不出车。
“ 我们的武汉‘活’了过来。”
武汉解封的那天，徐金陆开心地笑了。

青年人要有青年人的担当
2 月 6 日，天津体育学院学生祝松像往常一
样刷着手机，突然他看到自己的老师、同为武汉
人的徐金陆发了一条朋友圈：
“ 凌晨三点多的武
汉，雨很大，天很冷，送完最后一个发热病人，明
天继续！”配图中正是穿着防护服的徐老师。随
后，他立刻与老师取得了联系。这才得知，正在
武汉探亲的徐老师已经成为了江岸区一名负责
转运发热病人的机动车驾驶员志愿者。电话中，
他给老师加油打气，嘱咐他一定注意安全。挂了
电话后，他立即把这个消息告诉了班里的同学，
并发出了这样一句话：
“ 当大家都恨不得躲在家
里的时候，我们的徐老师去当了一名志愿者。”
和祝松一样，天津体育学院 07 级研究生、
毕业之后回到武汉科技大学任教的郭锐，也在
朋友圈中看到了徐老师当志愿者的消息，对于
徐老师的选择，他没有惊讶，
“ 这就是徐老师的
性格。他一直认为‘说一千道一万不如做出行
动，去感染身边的人。作为老师，要言传身教，
很多时候身教比言传更重要。’”
作为一名人民教师，不仅要授业，还要传递
正确的价值观。学生们生活在互联网时代，各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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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息纷繁芜杂，这时老师的引导就显得格外重
要。那么到底要如何有效引导呢？在徐金陆看
来，靠说教反而可能起到反作用，
必须亲自去做。
2003 年非典时期，刚刚研究生毕业的徐金
陆选择成为一名志愿者，参与到学校的疫情防
控当中；2017 年，徐金陆主动报名参加援藏工
作，成为全国第八批援藏干部；今年的疫情期
间，他又作为志愿者，加入到转运社区发热病人
当中。从教近 20 年，徐金陆一直在用自己的行
动感染着每一个学生。
就在看到徐老师朋友圈的第二天，祝松到自
己所在的社区报了名，也成为了一名志愿者。除
了每天负责社区居民的测温外，还要登记每户家
庭的柴米油盐等日用品的需求，帮忙采购生活物
资。在这之后，郭锐也加入到社区志愿者的队伍

中来，负责为小区居民送菜、购物，虽然很辛苦，
但一想到比他们更辛苦更危险的徐老师，两个学
生便有了十足的动力。
其实，不仅是祝松和郭锐，不仅在湖北在武
汉，疫情期间，受到徐金陆的感召，许许多多的
学生加入到志愿者的行列，连他的亲人、朋友也
都在为疫情防控贡献着自己的力量。
在武汉志愿服务的过程中，空闲时，徐金陆
会在微信群中跟学生们聊一聊。他会把自己的
所见所感告诉大家，把武汉的状况、全国医疗队
的支持、国家的守护讲给学生们听。
“我想告诉每
一个学生，生在这样的中国是一件多么幸福的
事，但是我们的祖国也需要我们的守护。所以，
当她遇到困难时，我们必须挺身而出。青年人就
要有青年人的担当。
”
实习记者 周荣旺

科技扶贫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记天津农学院教授班立桐
班立桐，
无党派
人士，
天津农学院教
授，
天津市科技帮扶
骨干特派员，
天津市
技术帮扶专家，
天津
市现代农业产业技
术体系食用菌岗位
专家，
天津市蓟州区
科技特派员，
甘肃省
武威市科技特派员。

在沙漠中种植食用菌是异想天开吗？10
年前，当作为天津对口援疆技术人员的班立桐
把这个想法带到了国家级贫困县新疆策勒县
时，当地人民的确是这样认为的。但是，班立
桐和他的团队却在茫茫戈壁沙漠上栽种出了
食用菌，并实现了鲜菇四季供应，被当地人称
为“戈壁滩上的奇迹”。
时隔多年，班立桐仍然记得当地人民第一
次看到生活了一辈子的沙漠真的长出食用菌时
两眼放出的光芒。自 2000 年从事食用菌科研
与技术服务工作伊始，班立桐坚持深入生产一
线，将科研做到菇棚里，将论文写在大地上，被
菇农们亲切地称作“地头专家”。

在戈壁滩上绽放食用菌致富花
策勒县 是 国 家 级 贫 困 县 ，地 处 新 疆 最 南
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南缘，地广人稀风沙大，
少平原，多戈壁，耕地紧缺且干旱缺水，农业主
要以粮食作物、果树和药用植物等传统产业为
主，结构单一，经营方式粗放，资源利用率和土
地产出率较低。自 2010 年国家推进援疆工作
以来，天津市对口援建和田地区于田县、民丰
县和策勒县。2010 年 7 月，按照市委、市政府
统一安排，班立桐赴新疆和田地区策勒县实施
天津市农业援疆项目“天津—策勒食用菌科技
示范园区”
的建设。

戈壁滩上气候多变，干燥少雨，蒸发量大，白
天阳光照射强，强风沙天气多。如何让喜欢潮湿
阴暗的蘑菇在这茫茫戈壁“安家落户”、
“ 生根发
芽”？班立桐带领技术人员探查地势地形，调研
当地人文与气象资料，经过无数日日夜夜的分
析、讨论，反复设计试验与改进完善，终于建造出
性能优良的适用于在戈壁滩上食用菌栽培的专
用温室，并获得国家授权实用新型专利。此外，
他还结合当地气候条件、农业环境、民族消费习
惯，根据不同食用菌生长发育的适应性与特征特
性及当地农业废弃物资源可利用率，与企业技术
人员分析讨论，筛选确定适于当地栽培的食用菌
品种，并进行配套生产技术的研发与示范。
在短短一年多时间里，随着园区一期工程
竣工，当地人民第一次在新疆茫茫戈壁沙漠上
建造起温室，栽种出食用菌，实现鲜菇周年生
产，四季供应。
在园区的建设中，班立桐指导援疆企业采用
先进的发展理念，初步形成了从菌种培育、规模
生产、保鲜加工、产品回收以及销售等较完整的
产业体系。同时，园区充分利用了戈壁滩的棉
籽、棉杆、畜禽粪便等原料，栽培香菇、平菇、茶树
菇等食用菌，通过技术培训、免费出租菌棚等方
式，带动数千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
在技术援疆期间，班立桐通过协助指导援疆
企业设计建造适宜设施、筛选优良菌株、创制高
效栽培技术规范，建成日光节能温室和食用菌专

用菇棚 300 座，示范推广实用技术，帮助企业与
种植户累计生产鲜菇 183 万千克，实现社会经济
效益 1303 万元，菇农户均增收 1 万元，有效促进
了农民增收，用辛勤的汗水与科技的沃土在新疆
戈壁沙漠上栽种出绽放希望的食用菌致富花。

在祁连山上收获食用菌脱贫果
甘肃省武威市天祝县、古浪县是蓟州区对
口支援地区。特别是天祝藏族自治县地处甘肃
省中部、武威市南部、祁连山东端，素有河西走
廊“门户”之称，属全国“涉藏工作重点省”贫困
片区县、国定“三区三州”和省定“两州一县”深
度贫困县。为实现移民群众“搬得出、稳得住、
能致富”的目标，天祝县将发展食用菌产业作为
脱贫攻坚的重中之重。作为蓟州区科技特派
员，受蓟州区科技局的委派，班立桐从 2018 年
开始投入到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中。
班立桐先后多次赴天祝县调研考察，针对当
地食用菌产业情况，结合在天津市蓟州区开展多
年的食用菌产业科技帮扶经验，
协助当地相关部
门制定出“企业+合作社+农户”的食用菌产业发
展模式，即由企业负责提供菌棒、技术及产品回
收，农户负责生产管理的“三提供一带动”生产管
理模式，
不断扩大种植面积，
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优化品种结构，
提高产品质量，
拓宽销售渠道。
凭借着多年丰富的食用菌研发、技术服务与

科技帮扶经验，他清楚地认识到，要从科技层面
提升当地的食用菌产业发展水平，首先要从产业
的源头——菌种开始。菌种是食用菌生产中的
第一步，也是影响产量品质的关键。他多次赴当
地臣祥菌业和天沪菌业等企业与合作社进行考
察指导，对食用菌企业菌种引进、保藏、复壮等提
出建议与指导，并指出作为当地食用菌产业帮助
脱贫攻坚的龙头企业应采用多方措施以保证菌
种质量，为贫困户提供优质的菌种与菌棒，打好
农民脱贫致富路的坚实基础。
经过一年多的辛勤努力，
在天祝县种植户的菇
棚中，
先进的科学技术已
“开花结果”
。今年 6 月，
示范的食用菌新品种在科学的栽培技术管理下展
现出优良特性，出菇期长、品质优良、产量喜人。
当班立桐再次来到甘肃天祝，菇农们围着远道而
来的天津专家，
笑逐颜开地说个不停，
分享自己丰
收的喜悦。藏民菇农火高洋原为赛什斯镇居民，
原来在建筑工地打工，
后来开始学习种植食用菌，
去年承包了10个棚种食用菌，
今年又承包了 11 个
菇棚开始种香菇新品种，他说，
“原来栽培的蘑菇
品种费时费工，
还是现在这香菇好管理，
目前感觉
收成也挺好，
现在每个棚每天能采收 500 斤”
。
今年 5 月，班立桐被甘肃省武威市委组织
部和武威市科学技术局聘为科技特派员，他将
在东西部扶贫协作的征程上继续为食用菌产
业脱贫攻坚事业献力献策，将科技扶贫创新的
论文写在西北大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