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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22日，四川成都迎来了入冬后的
首次强降温。在成都北新试验小学办公楼
3 层会议室里，六年级一班学生周馨怡，向

《经济日报》记者讲起她参与的“关爱农民
工子女·名师一堂课”活动。

“为我们讲课的是杨红樱老师，很多
同学都读过她写的‘马小跳’，她是所有
同学心中的偶像。那是 2014 年 5 月 12 日
上午 10 点，杨老师讲了自己的童年经
历、创作历程，还耐心回答提问。40 分
钟的课程很生动，等我长大了，也想成为
一名作家。”谈及 2 年前的“名师一堂
课”，周馨怡记忆犹新。

“2009 年建校时，有近 70%的学生是
农民工子女。孩子们阅读范围有限，但几
乎所有同学都知道杨红樱老师书中的‘马
小跳’。得知杨老师来了，同学们欢呼雀
跃，集中在操场上，聆听了一堂大课。杨红
樱老师还在六年级一班上了一堂小课。”北
新试验小学老师曾洁莲回忆，上课时，原本
只能容纳 40 人的教室挤满近 90 名师生。
大家认真听讲，积极提问，下课时争相和杨
红樱合影，气氛十分热烈。

如果说儿童文学像一粒种子，扎根在
孩子们心中，那么，冠军梦更像一盏明灯，
激励孩子们探求成功。

“茜茜公主”真的要来？
得知里约奥运会女子 10 米跳台冠军

任茜将作为“金牌”名师登台主讲，简阳市
城南九年义务教育学校的师生喜出望外。

9月27日，任茜作为“名师一堂课·奥
运冠军点亮梦想”志愿服务活动名师志愿
者来到学校，向大家讲述了夺冠背后的
故事。

“我每天早上 6 点 10 分起床训练，直
到晚上 9 点半才休息。除周二和周四上
午参加文化课外，每天 要 训 练 10 个小
时⋯⋯”最让同学们关心的，莫过于奥运
冠军是如何练成的。听完任茜的回答，5
年级 2 班的漆博追问，“训练这么苦，有没
有想过放弃”？任茜说：“想过，但会问自
己：付出了这么多，难道要轻易放弃？我会
告诉自己，不能！”

“任茜姐姐，你训练时想念家人怎么
办？”“父母不在身边，我就努力训练，不让
他们担心，做好自己就是回报父母。”

⋯⋯
在游戏环节，任茜和孩子们玩起了“体

育词汇猜猜看”。欢笑过后，不少同学拿着
精心准备的礼物送给任茜。

城南九年义务教育学校共有 2100 余
名学生，60%以上是农民工子女。“这是首

次有名人来给孩子们上课。这一课太珍贵
了，引领了孩子们的梦想。”校长田正发说。

茅盾文学奖获奖者阿来、著名油画家
何多苓⋯⋯自 2012 年 5 月 31 日起，73 位
社会知名人士走进教室，把所学所感、亲身
经历化作81堂特别的课程，带着孩子们去
感受和体会科学、文艺、体育等领域的魅
力，点燃孩子们色彩斑斓的梦想。

5 年来，“关爱农民工子女·名师一堂
课”志愿服务项目共走进 79 所中小学，课
程涵盖体育、艺术、文学、历史、环保等 11
个领域，2万余名孩子从中受益。

以时间为轴，“名师一堂课”一路走来，
不断“升级”。

2012年5月31日，“名师一堂课”启动
仪式在成都市友谊小学举行。当年，10位
名师，10 堂名师课，在成都 10 所农民工子
女集中的学校开展，受益学生2000余人。

2013年，学校参与热情高涨，“名师一
堂课”首度扩容：名师增加至15位，参与学校
15所，2500余名学生与名师面对面交流。

2014 年，名师阵容更为强大，全年平
均每月开展2堂名师课。当年新学期开学
首日，10 位名师同时走进 10 所学校，为
1000余名学生上课，创下单日授课名师最
多、授课量最大纪录。这一年，20 位名师

走进 20 所学校，为 3000 余名学生带来别
样的体验。

2015年，“名师一堂课”选择学校范围
更广，围绕“弘扬国学文化，传承中华文
明”，邀请国学大师、传统艺术名家等为孩
子们带去国学经典课、传统艺术课以及民
俗文化课3类中国传统文化类课程。

2016年，“名师一堂课”首次通过专题
化形式，开展了“名师一堂课·发现身体奥
秘”等系列活动，邀请了更多专业领域的杰
出人物，不断启迪孩子们积极探索的兴趣。

“名师一堂课”凝聚着 73 位名师的努
力，也包含活动策划组织者——成都文明
创建全媒体平台近300人次的默默付出。

为邀请一位名师，全媒体平台执行记
者可能要提前半年安排外地名师的“档
期”；为确定一所学校，常常需要往返学校
四五趟，以保证现场活动顺利开展⋯⋯在
项目执行团队看来，执行活动繁琐、疲累，
但孩子们课堂上的尖叫欢呼和临别时的依
依不舍，让一切付出都化作两个字：值得！

名师一堂课项目总负责人、成都晚报
社总编辑伍江陵认为，“成风化人、凝心聚
力是媒体的职责。用创新的理念和手段，
去汇聚各方力量、传播文明理念、构建社会
认同，是媒体人的担当”。

点 亮 梦 想 陪 伴 成 长
——记成都晚报“关爱农民工子女·名师一堂课”志愿服务项目

本报记者 刘 畅 通讯员 钟 蓓

一切都源于 4 年前的一
次“事故”。

2012 年暑期，陕西科技
大学派出支教学生赴陕西榆
林定边县杨井镇支教。在饮
用当地水窖水后，部分学生
出现腹胀腹痛等症状，被紧
急送往医院，确诊为肠胃炎。

“是不是水的问题导致
这一切呢？”带着这一困惑，
团队成员采集水样带回学校
检测，结果表明：水的浊度、
固体溶解度、微生物含量等
严重超标。

“作为 21 世纪的创客，
我们将竭力让当地乡亲们喝
上干净水。”大学生们下决心
实现这一愿望。

陕西科技大学健康水源
梦公益团队由此诞生。团队
共有18 名成员，材料科学与
工程学院团委徐卫涛老师担
任领队，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本科生江巍成为负责人。
为寻找解决方案，团队对整
个陕北地区的水质进行了大
范围调研检测。调研中，团
队成员发现，陕北煤矿资源
丰富，在开采过程中，会产生
大量粉煤灰，造成空气污染、
水污染等环境问题。

经过学院教授的指导，
队员们组成了陶瓷材料绿色
制造与新型功能化应用重点
科技创新团队。经过多次试
验，大家发现，多功能陶粒可解决过滤净水问题，便
决定将粉煤灰变为煤灰陶粒。粉煤灰陶粒是以粉煤
灰为主料，掺入适量外加剂成球，经焙烧或养护而制
得的一种人造轻骨料。其表面因玻璃化而形成一层
外皮，没有放射性和挥发性，比天然石料具有更为优
良的物理力学性能——截污能力强、反冲洗耗水量
低、不含有害成分，且具有可重复使用、环保节能的
特点，是理想的过滤材料。

有了合适的净水材料，是否可将其运用于水窖
水的净化呢？团队成员结合材料专业相关知识，历
时 3 年的研究探索，最终研制出去除率高、实用性
强、简单易操作、具有独有优势的生物慢滤净水器，
并申请了发明专利。

“我们的净水器主要是用石头、沙子、陶粒等常
见材料制作而成。净水初期，经阳光照射，微生物经
繁殖和新陈代谢活动会在滤料表面形成一层生物黏
膜。后期，通过生物黏膜的物理吸附、截留作用和黏
膜中微生物的捕食、被捕食及生物化学作用，达到水
质净化效果。”江巍向《经济日报》记者介绍。

有了实用的净水器，如何让当地村民接受呢？
队员们四处奔走，找到了政府、爱心企业、基金会为
一体的推广模式：通过政府购买团队的爱水课堂服
务，大规模组织群众参加净水技能培训，在授人以鱼
的同时授人以渔。

“我们通过与爱心企业建立合作关系，一方面达
到企业品牌的宣传推广，另一方面用企业支持资金
为当地免费赠送净水器，使村民最大程度受益于政
府企业，最终形成‘团队愿意、企业乐意、政府满意、
群众受益’的良性循环。”团队宣传组负责人何天颖
说，“我们的务实、奉献精神打动了多位成功人士，获
得了多家基金会的支持，也得到了深圳市社会公益
基金会理事长吕成刚等多名导师的指导”。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2016年暑期，团
队成员携带着他们自主研制的生物慢滤净水器，前
往陕北白于山区实地检验净水器的使用效果。

团队技术组负责人毕增辉告诉记者，“当地条件
艰苦，强烈的紫外线照射晒伤了我们，随时飞起的风
沙让我们眼里满是沙子与泪水”。但大家并不退却，
在爱水课堂培训活动中，队员们手把手教当地村民
组装净水器，真正做到授人以渔。“当清澈的水从净
水器中缓缓流出，村民对我们连连夸赞。”毕增辉说，
目前，团队已安装生物慢滤净水器300余台，培训村
民2000余人。

陕北山区的成果让团队深受鼓舞，信心倍增。
实践中，他们发现，宁夏、新疆等部分地区也都在使
用水窖。其中，仅宁夏水窖数量就达 20 万眼，生物
慢滤净水器应用前景巨大。

今年 11 月，健康水源梦公益团队参加了“探知
未来 2016 年全国青年科普创新实验暨作品大赛”，
取得了创意作品单元大学组第四名的成绩。

“比赛中，我们获得了很多新知识，这不是终点，
而是一个新的起点。我们将不断探索完善生物慢滤
净水器。同时，针对特殊地区的特殊水质问题，研发
新型生物慢滤净水器，用我们的努力为一方百姓带
去健康水。”江巍说。

让乡亲们吃上健康水

本报记者

陈

颐

12 月 8 日的北京，风卷落叶，寒气
逼人。

在解放军总医院金沟河干休所的家
中，102 岁的胸心外科专家苏鸿熙身穿枣
红色唐装棉衣，坐在客厅单人沙发上。他
左手边的小桌上，放着一份当天的《中国
日报》、一杯插着吸管的葡萄汁。老伴苏
锦就坐在他身边，满头银发的老两口温暖
又温馨。

苏鸿熙是我国心脏外科学的重要开
拓者，在国内率先开展体外循环心脏直视
手术和应用人造血管进行主动脉——颈
动脉搭桥手术，实现了中国外科手术革命
性飞跃。“正心之始，当以己心为严师”。
在几十年的“心”路历程中，他不忘初心，
以精湛的医术和强烈的事业心，为无数患
者解除了“心”痛。

赤子之心酬故土

“南大六年学医路，毕业踏上抗战
途。赴美留学梦成真，幸得市长相帮扶。
客轮载我赤子情，祖国恩情心中驻。籍此
小诗明鸿志，学成归来酬故土。”苏鸿熙的
这首诗，表达了他们那一代人的报国志向
和家国情怀。

经金沟河干休所退休干部肖忠武和
沈文梅考证，1949 年 4 月 23 日，人民解放
军攻克南京，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刘伯承任
南京市市长。这年 8 月，苏鸿熙所在的南
京中央大学医学院更名为南京大学医学
院，简称南大医学院。期间，苏鸿熙等 4
位南大医生接到赴美留学通知后，得到刘
伯承的大力支持。

留美期间，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是
苏鸿熙的研究项目之一。据了解，国际上
体外循环的研究和应用经历了漫长的实
验研究阶段，才于 1953 年在美国安全应
用于临床。为掌握此项技术，苏鸿熙多次
到开展该项手术的医院观摩，写下大量心
得笔记。

1956 年，在美国完成进修的苏鸿熙
放弃国外优厚待遇，不顾美国当局的威胁
利诱，自费购买 2 台国内急需的心肺机，
带着美国妻子辗转 6 国，历时 52 天，行程
近 10 万里，回到祖国怀抱，全身心投入新
中国的医学事业。

就在 1958 年 6 月 26 日那天，苏鸿熙
和同事们成功地为一名 6 岁儿童进行了
首例体外循环手术。“这次开创性手术写
入了新中国的历史。如今，当年的小患者
已经年逾半百，身体健康，家庭美满。”解
放军总医院心外科原主任朱朗标说，我国
第一例体外循环心脏直视手术修补室间
隔缺损的成功，使心外科成为新中国最早
进入世界医学先进水平的一个领域。

1963 年，苏鸿熙还在国内首次成功
应用人造血管进行主动脉——颈动脉搭
桥术。此后，他对心内直视手术的心肌保
护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研究，提出了人工心
肺机的结构要求和体外循环钾代谢规律
及分段补钾方法，在多项心外科领域做出
了开拓性贡献。

如今，全国已有 600 多家医院可以开

展体外循环心内直视手术，每年救治几十
万名患者。作为医学科研工作者，苏鸿熙
成果多、贡献多，曾被原总后勤部评为“一
代名师”。

医者仁心爱无垠

“一代名师”不仅仅是医术精湛，更源
自医者的大爱无垠。

病人永远是第一位的。据与苏鸿熙
共事过的医生回忆，即使半夜来了病人，
他都会跑步从家里赶到现场。有一次着
急，还跑掉了一只鞋。当同事打趣称他做
了一回“赤脚医生”时，苏鸿熙却笑言，“只
做了半个赤脚医生”。

“苏老用手术刀挽救了无数人的生
命。那个年代，条件艰苦、设备简陋，他常
常和我们医护人员在监护室守护着危重
病人，一连几天寸步不离。”解放军总医院
心外科原主任医师余翼飞回忆说，他的这
种作风影响了整整一代人。

心外科病人的病情，往往比较重且复
杂多变。为便于病人能及时得到上级医师
检诊，打消下级及时向上反映病情的思想
顾虑，苏鸿熙反复在科室会上强调：“在诊
疗工作上有问题，可以随时叫我。没有把
握时，找上级医生绝没错！错叫一次死不
了我，可是不及时叫我可能就死了病人。”

成大医者，必有大爱；以仁心施仁术，
方成大医。苏鸿熙始终待患如亲，凡是他
手术的病人，都要亲自守候 48 小时，直到
度过危险期；每年休假，还会深入偏远山
区做流行病学调查。他不仅自掏腰包给贫
困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做手术，而且经常
带头为来自农村的困难病人捐款捐物。

对一些医生收受病人“红包”的不良
现象，苏鸿熙深恶痛绝。他常说，“绝对不
能收病人的红包，要千方百计为病人着
想”。他当时对医护人员的这一要求，赢
得了患者和同行的赞誉。

严师诚心育栋梁

“讲课内容要符合科学性、逻辑性、条
理性、概括性，再讲究的话，就要提高文学
性。”在教学工作中，苏鸿熙一直都是这样
要求自己。最早是在国外，老师让他给护
士讲课，为的是练习口语，学习组织材
料。“我这一生对教学、讲演都很喜欢，不
是为了要表现自己，而是喜欢通过这样的
方式跟大家沟通。”苏鸿熙说。

苏洪熙教学是出了名的严苛。做他
的学生，没有强大的内心很难“过关”。但
很多人都知道，苏鸿熙对学生的严厉，出
自他的诚心。

“苏老要求我们的论文必须做到内容

新颖详实，论证清晰易懂，文字还得顺畅，
然后再由他反复修改，有的修改多达七八
遍。”作为苏鸿熙的“关门弟子”，余翼飞深
有感触。

李佳春是解放军总医院心外科原主
任技师，苏鸿熙的言传身教也给她留下了
深刻的印象。一次她跟随苏鸿熙去外院
帮助开展心脏手术。手术结束后，他们顾
不上吃饭，就开始帮助手术组人员进行患
者的出入量总结。“当看到一位年轻医生
瞥了一眼地上接尿的输液瓶就报了个数，
苏老马上教导他要准确。接着，他便要来
了量杯，自己跪在地上量尿量，并告诫年
轻医师眼睛要与量杯的刻度在同一条水
平线上。”李佳春一边说，一边比画着学苏
鸿熙当时的样子。

早在改革开放之初，苏洪熙就意识到
中外医学交流的机会将越来越多。于是，
他每星期利用一个晚上和周末上午给科
室中青年医生上英语课，还让学生每天清
晨到院外一边散步一边练口语和听力。学
生们调侃称之为“马路英语学习班”。

正是由于苏鸿熙的远见卓识，在上
世纪 80 年代的两次国际性心外科学术会
议中，中国的心外科医学得到了国外同
行的高度认可。而他的学生们回到原单
位，大多成为骨干，其中不少人蜚声国
际医学界。

耿耿忠心伴此生

光影流年，逝水无痕。2013 年 7 月 1
日，一个特殊的入党仪式在金沟河干休所
报告厅举行。当时，已 99 岁高龄的苏鸿
熙坐在轮椅上，坚定地用左手托着举起右
拳，面向党旗庄严宣誓。

“这一天来得虽然有些晚，但了却了
我一生的心愿，此生无憾！”苏鸿熙激动
地说。

金沟河干休所的退休干部沈文梅告
诉《经济日报》记者，为避免心情激动影响
身体，医生专门在会前给苏鸿熙服用了安
定片。然而，当宣布加入中国共产党的那
一刻，他还是心潮澎湃，眼里闪着晶莹的
泪花。

“因为苏老身体缘故，每当到了交党
费的日子，我们就上门去取，他每次都很
认真地准备。”金沟河干休所政委王小班
说，尽管苏鸿熙的党龄只有 3 年多，但他
用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已经坚
持了一生。

苏鸿熙经历了战乱的旧中国，深知
因为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翻过了任人
宰割的一页；他目睹改革开放以来中国
发生的巨大变化，发自内心地拥护党、热
爱祖国。据了解，回国后，苏鸿熙曾多次
提出入党申请，但因有海外关系，多年未
能如愿。

“文革”期间，苏鸿熙被安排打扫厕
所，给病人送饭洗碗，遭遇了不少坎坷，但
都坚持了下来。上世纪 80 年代，亲戚们
动员他出国去当“百万富翁”，苏鸿熙却回
答说：“我从来没有那样的想法！苏武牧
羊，岳飞刺字，报国之情不改！”

手中一把刀，游刃心胸；心中一团火，
坚守誓言。那轮椅上的誓言，就是苏鸿熙
这位百岁老人对党历久弥坚的忠贞信仰、
矢志不渝的毕生追求。

一 代 名 师 痴 心 不 改
——记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心胸外科专家苏鸿熙

本报记者 李万祥

▲ 苏 鸿 熙 与 妻 子 合
影。 （资料图片）

▶ 苏鸿熙（中）在手术
中。 （资料图片）

▼ 平日里，苏鸿熙阅
读广泛。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