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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创“校农结合”新模式

中国天眼进入
“多出成果”
“出好成果”新阶段
位于贵州的那口大锅最近又炖出了不少好菜。
近日，中科院召开中国天眼（FAST）运行情况和科学成
果新闻发布会，介绍 FAST 高质量运行情况，并发布依托
FAST 在中性氢谱线测量星际磁场、快速射电暴、脉冲星等领
域取得的一批重要科研成果。
正如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中科院院士周琪所言，这
一系列工作和成果表明，FAST 已经成为中低频射电天文领
域的观天利器，已经进入到“多出成果”
“ 出好成果”的新阶
段。
高质量运行为科学成果产出提供重要支撑
FAST 从提出构想到通过国家验收花费了 26 年的时间，
近百名科研工作者前赴后继投入到这个项目中。FAST 的全
新设计理念开创了建造巨型望远镜的新模式，多年来，工程
团队开展了一系列的技术攻关，克服了力学、测量、控制、材
料、大尺度结构等领域诸多技术难题，
实现了多项自主创新。
2020 年 1 月 11 日通过国家验收以来，FAST 运行效率和
质量不断提高，年观测时长超过 5300 小时，已远超国际同行
预期的工作效率，
为 FAST 科学产出起到重要支撑作用。
为做好 FAST 的开放运行和科学研究工作，中科院在第
一时间成立了 FAST 科学委员会、时间分配委员会和用户委
员会，统筹规划科学方向、遴选重大项目、制定数据开放政策
以及分配观测时间等。
2020 年 2 月，FAST 科学委员会遴选出 5 个优先和重大项
目作为近年来 FAST 望远镜主要的科学研究方向。
“约 200 名
科学家开始使用并处理 FAST 的科学数据，开展大团队集中
攻关，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充分发挥了 FAST 科学效能，

促进重大科学成果产出。”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常务副主
任、总工程师姜鹏说。
2021 年 3 月 31 日，FAST 正式向全球天文学家开放，实现
了“各国天文学家携手探索浩瀚宇宙，共创人类美好未来”的
美好愿景。
“FAST 向全球天文学家征集观测申请，彰显了中国科学
家与国际科学界携手合作的理念。”姜鹏说，此次征集收到来
自不同国家共 7216 小时的观测申请，最终 14 个国家（不含中
国）的 27 份国际项目获得批准，并于 2021 年 8 月启动科学观
测。
美国伊利诺伊大学教授理查德·克鲁切尔曾经访问过
FAST，他对 FAST 的印象非常深刻。
“它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
大、最强的单天线射电望远镜，具有产生突破性科学的潜
力。
”
理查德·克鲁切尔说。
2021 年，依托 FAST 取得的科学成果“一箩筐”
2021 年，依托 FAST，天文学家又取得了一批重要科研成
果。
中性氢是氢原子，也是宇宙中丰度最高的元素，广泛存
在于宇宙的不同时期，是不同尺度物质分布的最佳示踪物之
一。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等单位的研究人员采用原创的中性
氢窄线自吸收方法，利用 FAST 首次获得原恒星核包层中的
高置信度的塞曼效应测量结果。研究人员发现，星际介质从
冷中性气体到原恒星核具有连贯性的磁场结构，异于标准模
型预测。相关研究成果 1 月 6 日以封面文章形式在线发表于
《自然》杂志。

“这一成果为解决恒星形成三大经典问题之一的‘磁通
量问题’提供了重要的观测证据。”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
究员、FAST 首席科学家李菂说。
快速射电暴（FRB）是一种持续约千分之一秒的神秘宇
宙射电信号，是天文学最新热点。国家天文台研究人员利用
FAST 对快速射电暴 FRB121102 进行观测，在约 50 天内探测
到 1652 次爆发事件，获得迄今最大的快速射电暴爆发事件
样本，超过此前本领域所有文章发表的爆发事件总量，首次
揭示了快速射电暴爆发率的完整能谱及其双峰结构。相关
研究成果 2021 年 10 月 14 日发表于《自然》杂志。
同时，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王培介绍，FAST 多科学目标
巡天已经发现至少 6 例新快速射电暴，正在为揭示这一宇宙
中神秘现象的机制、推进这一天文学全新的领域作出独特的
贡献。
截至目前，FAST 共发现约 500 颗脉冲星，成为自其运行
以来世界上发现脉冲星效率最高的设备。
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韩金林领导的 FAST 重大优先项目
“银道面脉冲星快照巡天”在不到两年时间，累计观测了约
620 个机时，完成了计划搜寻天区的 8%，截至目前该项目新
发现 279 颗脉冲星，其中 65 个为毫秒脉冲星，在双星系统中
的有 22 颗。相关研究成果 2021 年 5 月发表于《天文和天体
物理学研究》。
对此，国家天文台台长常进院士表示，基于超高灵敏度
的优势，FAST 未来将在快速射电暴起源与物理机制、中性氢
宇宙研究、脉冲星搜寻与物理研究、脉冲星测时与低频引力
波探测等方向产出更多深化人类对宇宙认知的科学成果。
（科技日报记者陆成宽）

龙里县五家单位被命名为
黔南州科普教育基地
本报讯 近日，黔南有 26 家单位被州科协命名为黔南州科
普教育基地，其中，龙里县五家单位即贵州省国有龙里林场、龙
里科技创新中心、新能源科普教育基地、双龙前景自然博物馆、
贵州恒利源刺梨科普教育基地等五家单位榜上有名。
近年来，龙里县狠抓科普教育工作，持续推进科普教育基
地建设，积极争取相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与配合，调动社会各
方面力量，充分挖掘和整合社会资源，创建科普教育基地，进一
步拓宽了科普宣传阵地，夯实了科普基础设施建设。截至目
前，该县已建成省级科普教育基地 1 家，州级科普教育基地 5
家，
正在申报创建的 4 家。
龙里县科协表示，将以此为契机，进一步整合科普资源，创
新科普工作载体，帮助基地完善科普条件和科普设施，使更多
的公众走入科普教育基地，享受科普服务提升科普服务水平，
为提高全民科学素质发挥积极促进作用。 （刘松 摄影报道）

黔南师院启动
“兴农人”计划

慰问监测户和低保户
本报讯“感谢党，感谢政府，感谢黔南师院。”石万仙老
人举着手里的“福”字，脸上满是遮不住的喜悦。数九寒
冬，平塘县卡蒲毛南族乡摆卡村几位老人们脸上都洋溢着灿
烂的笑容。
1 月 12 日，黔南师院文传院一行带着现金与物资到摆卡村
慰问监测户和低保户，帮助村中整修操场，让老人们感受到
温暖的传递，感受到党组织的关怀。
据了解，自脱贫攻坚战打响以来，在黔南师院文传院的
多方奔走下，摆卡村多次受到社会各界的关心、关爱。在决
战脱贫攻坚之时，文传院向摆卡村村民捐赠善款和鸡苗、猪
仔，帮村中发展产业；在擦亮产业招牌之时，文传院帮扶卡
蒲、塘边等乡镇拍摄产品广告，策划线上运营，获得教育厅
和州委的肯定；在 2021 年“6 · 30”水灾后，文传院向摆卡村
捐赠办公设备和生活物资，为村子解了燃眉之急。2021 年 10
月，文传院受学校党委委派，派遣教师担任摆卡村驻村第一
书记，文传院与摆卡村的情谊又深了一层。据介绍，未来，
还将有更多的博士、教授加入到乡村振兴的帮扶队伍之中。
乡村振兴，道阻且长，但高校与村落携手向前，必将开创新
的天地。
日前，文传院又与摆卡村签订了“兴农人”合作协议，
拟发挥高校专业优势，为村民培训普通话、拍摄短视频、打
造“文宣队”
、建设“第二课堂”。
根据合作协议，在未来 5 年内，黔南师院文传院将陆续帮
人帮物，将摆卡村打造“新媒体中心”。届时，不但村中文艺
事业、技能培训将上一个新台阶，村中的文化宣传、民族风
情推广也将有新的窗口，若后期流量小有成就，还可反哺村
中产业，为村民带货增收，可谓一举多得。在帮扶的同时，
文传院的学科建设也将有新的发展，真正做到将论文写在大
地上。
协议签署仪式上，文传院负责人表示，新时期的“校农
结合”要实现双赢，既让村子得到实惠，又让高校学科得到
新的发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充分利用高校学科优势
帮扶村子实现乡村振兴，才是“校农结合”的发展新方向。
岂曰无衣，与子同袍。黔南师院与摆卡的情谊，将一直
延续，乡村振兴的大路，将越走越宽。
（陈开慧 摄影报道）

影像德育
“心”力量
心理支持护成长
组织学生参观自然博物馆

组织在校学生聆听科普知识讲解

三都水族自治县

“三融合”为职教人才培养夯实基础

瓮安县

实施三个精准 促进“双减”落实落地

本报讯 近年来，三都水族自治县职校通过校企融合、产
教融合、师资融合等三融合模式，不断推进人才实践基地建
设，
打造一流创新团队，
为职教人才培养夯实基础。
校企融合，助推地方经济发展。三都水族自治县职业教
育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以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为宗旨，加强与
桃花马尾绣艺术品制作有限公司、贵州省亘蓝母图布艺蜡染
公司以及国内 500 强企业申洲针织等公司合作，共同研发、设
计、生产具有民族特色的服饰、首饰、艺术挂件等商品，远销
国内外市场，
产生的经济效益达 1500 万余元。
产教融合，建立人才实践基地。三都职校在学校内建有
民族服装厂、马尾绣制作实训室、马尾绣研发交流中心、电脑
平车、服装 CAD、立体裁剪等 10 个实训室。充分发挥省级大
师工作室、黔匠工坊、水族马尾绣艺术中心的产、学、研、销作
用，努力培养创新型技术人才，每年为社会培养各类人才
1000 多人。
师资融合，打造一流创新团队。三都通过招聘、遴选马
尾绣技师，聘请国家级、省级、州级马尾绣传承人担任学校专
任教师，邀请深圳职业技术学校美术学院等院校专家为顾
问，每年派遣师生到深圳职院等院校进行交流学习，先后培
养掌握马尾绣、蜡染等民族技艺“学徒”300 余人，有效推动三
都“指尖”
经济的发展。图为学校专任教师在授课。
（潘志忍 摄影报道）

本报讯“双减”政策实施以来，瓮
安县通过实施精准教学、精准教研、精
准德育三个精准，确保“双减”政策落
实落地，
推动瓮安教育高质量发展。
精准教学，提高教学质量。课堂
是实施素质教育和落实“双减”的主阵
地，更是“减负、提质、增效”的关键所
在。
“双减”政策实施后，全县建立了学
校课程开设与实施监控机制，以课程
标准为依据，开齐上好国家规定课程，
落实课程质量标准，印发了《瓮安县教
育高质量发展教学质量提升三年行动
计划》，大力实施教学管理精细化行
动，通过完善集体备课制度、优化课堂
教学结构、提高课堂效率等有效措施，
加强备课、上课、评价等常规建设，做
到教、学、评一致，确保课堂内让学生
学会、学好每节课有量、有质、有趣的
课。为帮助一线教师全面提升课堂教
学技能水平，促进学科教学质量整体
提升，教育系统抽选优秀教研员及骨
干教师 100 余人，组建教学视导组，深入各学校开展教学
视导 20 余次。
精准教研 促进校内减负。要把“减负提质”落到实
处，不能只靠课堂，必须优化教学过程，提升教学教研水
平。县教育局印发《瓮安县教育高质量发展教师专业成
长三年规划行动方案》，
建立健全县教研室——县中心学
科组——学校教师发展中心——学校学科教研组的教研
网络，通过实施教师能力提升行动，加强师德修养、抓实
教师培训、训练教学基本功、实施青蓝工程、名师工程等
有效措施，
促进教师专业素养的提升。
精准德育，提升育人水平。为实现“双减”提质增效

学生在体验生物反馈学习训练仪——脑波火车

的工作目标，瓮安县各中小学校以提高课后服务质量为
抓手，制订课后服务实施方案，推行“5＋2”模式，全面构
建“五育并举”
的育人体系，
除做好学生课业辅导外，
还结
合“1+2+1”办学特色、学生学习和成长需求，精心设置开
展丰富多彩的科普、文体、艺术、劳动、阅读、兴趣小组及
社团活动。同时依托瓮安红色文化资源、自然资源、民族
文化资源等，
积极开展各类主题实践活动，
有效激发了学
生对学习、生活的激情，
让学生拥有多样化的选择和发展
空间，
“一校一品”
“一校一特色”
育人方式的形成，
对提升
全县中小学生综合素养培养发挥了积极作用。
图为教师指导学生绘画。
（宋锡明 摄影报道）

本报讯 1 月 13 日，粤黔协作教育帮扶“独山行”在独山
三中举行“乡村振兴文化帮扶”音像图书捐赠仪式。
据介绍， 这批捐赠物资由广州市委宣传部发动，广东大
音音像出版社爱心捐赠，共捐赠世界名著、经典童话、中华
文化经典诵读、精美散文、中华古诗词等音像 CD、MP3 及书
籍共 157 套近千册。其中，音像、影像、图书等定向捐赠给独
山县第三中学、第五小学“三生教育心理支持空间”使用。
据了解，“三生教育心理支持空间”是广州市东西部协作
在独山县打造的帮扶项目，旨在推进乡村学校开展“生命、
生存、生活”心理教育项目，为乡村留守学生打造了温馨的
心灵港湾，高起点开展乡村学校心理健康、家庭教育和生命
教育“新基建”“新常态”“新资源”，目前已成为一张“粤黔
协作、教育帮扶”的靓丽名片。
“看到这些精美的书籍和音像产品，孩子们很喜欢、老师
们更喜欢，非常感谢广州市委宣传部、广东大音音像出版社
通过东西部协作为我们注入文化、精神、灵魂的力量。有这
么多好看的世界名著，我都想一直泡在影像疗愈室里不走
了。
”三生教育负责人唐吴华老师高兴地说道。
在捐赠现场，独山三中负责人表示：“此次捐赠的音像图
书犹如雪中送炭，解决了我校活动资源不足的问题；下一步
我校将管好、用好这一批音像图书等影像资源，助力我校
“影像德育心力量”创新活动，充分挖掘影像资源中生命教育
价值，激发观影者对类似经历和情感体验，激发学生更多思
考与讨论，培养心理韧性和自我恢复能力，最终达到珍爱生
命的目的。
”
（蔡家常 陈海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