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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达人”杨永林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翟天雪翟天雪

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教师朱辉球：

“将民族技艺好好传承下去”
本报记者 赖永峰 刘 兴

无论在一线教学还是管理岗位上，28年间，先后担任普通教师、班
主任、陶瓷美术教研室主任、艺术设计教研室主任、研发中心主任、粉彩
古彩陶瓷艺术传承创新研究院院长的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业技术学院
教师朱辉球，心中始终装着“陶瓷人”的情怀，执着地为学院职业教育事
业贡献智慧与力量。

作为一项古老的民族技艺，古彩作品创作难度较高，一件作品通常
要画两三个月，年轻人很少愿意静下心来重拾传统，大多热衷于追求

“容易出作品”的现代陶艺。“这样的陶瓷全世界都在做，既不能代表景
德镇，又不能体现民族特色，更不能代表中国。”朱辉球认为民族的东西
是有底蕴的，不仅需要精湛的技艺、执着的追求，更需要坐得住、画得
好、等得起的匠心。

在朱辉球的努力下，2015年依托江西省文化厅授予学院重点项目
研究基地——江西省粉彩古彩陶瓷艺术传承创新研究院，朱辉球组建
开办了全日制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粉彩古彩制瓷技艺特色班，邀请国
家级陶瓷工艺大师、非遗代表性传承人等参与教学。朱辉球也从此承
担起粉彩古彩特色传承、陶瓷艺术交流、产学研与职业技能教学等工
作，培养粉彩古彩陶瓷传承人。

朱辉球认为，高职学生首先要学好技能，方可在社会上立足。为
此，他十分注重言传身教。朱辉球向学生讲述自己的从艺之路和心路
历程，开展现场教学，亲自动手教学生学习拉坯、施釉、彩绘、烧成等系
列制瓷工艺。

多年来，朱辉球主持了《高职陶瓷艺术应用型人才技能培养与教学
模式的创新实践》等教改项目，并针对景德镇资源枯竭型城市转型需
求，率先提出“工”与“艺”有机结合的人才培养理念，引导艺术与技术同
步教学模式，传播工匠精神，培育工匠型人才。2014年，教育部面向全
国下发《关于开展现代学徒制试点工作意见》。针对景德镇陶瓷技艺的
传统传承方式多来自于父子相传和师徒相授，存在周期长、速度慢、技
能水平参差不齐等弊端，无法适应现代陶瓷产业发展对技能型人才的
广泛需求这一问题，朱辉球组织推广学生向陶瓷大师拜师学艺的现代
学徒教学模式，利用校园大舞台培养和输送更多工艺人才。

经过精心筹备，2015 年 10 月份，江西陶瓷工艺美术职院举办了
“国家非遗制瓷技艺进校园”活动。经过遴选，熊宣皓等30多名优秀陶
瓷专业学生向 10 位国家非遗手工制瓷技艺代表性传承人拜师学艺。
从教 28年，朱辉球的学生中有多人被评为“省级陶瓷大师”，为粉彩古
彩培养出150多名传承者。此外，他还先后培训陶瓷从业人员3000多
人次。朱辉球希望这些“火种”能将民族技艺好好传承下去。

27岁时成为搜狐最年轻的副总裁，32岁时全面负责搜狐下属搜狗
公司的战略规划和运营管理，这位清华大学计算机系毕业的“学霸”王
小川告诉记者，他正在考虑进一步把AI（人工智能）“神器”打造得更加
贴心、准确、高效，让AI为企业不断赋能。

“搜狗要走出一条差异化的路子，才能赢得优势、获取主动，这条路
子就是AI。”随着日前搜狗翻译宝Pro上市，支持离线翻译和42种语言
在线互译的翻译“神器”现身上市，搜狗CEO王小川道出了自己的心愿。

给别人带来愉悦感，这是王小川在 AI 领域打开市场的一大“法
宝”。搜狗在 2004年 8月份发布了搜索引擎，两年后发布了能够很轻
松地与思想表达相匹配的输入法。“这是一件令人愉悦的事情。这个输
入法一上线，立即得到网民一片叫好，还有人给我们送来锦旗。”说起这
个故事，王小川记忆犹新。

对于正在进军的AI翻译行业，王小川表示是出于对市场需求的观
察。2018 年上半年，出境游人次达到 7131 万人，同比增长 15%；内地
居民因私出入境证件签发量再创新高，全国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部门
共签发因私普通护照1641.6万本，同比增长21%。一方面，出境旅游、
商务出国持续稳健增长催生了大量翻译需求，且这些需求有很多都发
生在飞机、地铁等网络信号较差的环境中。另一方面，目前市场上很多
翻译产品都不支持离线翻译，即使支持离线翻译，其准确度也远远无法
与云端翻译相比。

王小川打造出的搜狗翻译宝Pro则满足了无法离线和翻译不准这
一出国人群面临的普遍痛点，其离线翻译功能可支持中英日韩 4种语
言互译，在线翻译可支持法语、阿拉伯语、德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等
42 种语言，覆盖 200 多个国家。通过实景拍照翻译功能，可准确识别
点餐、问路等各种场景下的文字信息。

技术永远是人工智能领域第一位的根本条件。王小川和自己的技
术团队独创了神经网络机器翻译技术以及基于新版 NMT 技术（网络
机器翻译技术）研发的离线神经机器翻译技术，以深度循环神经网络编
码解码框架技术作为主要技术，使用完全端到端的学习方式。这种独
特的人工智能技术不仅保证了离线翻译的准确度，也保证了整个翻译
决策过程的连续性。

在 AI 翻译这条赛道上，王小川并不“孤单”，国外有谷歌、微软、
Facebook等巨无霸企业，国内则是腾讯、百度这样的巨头。面对竞争
对手，王小川显得信心十足。“纵观整个行业，搜狗的智能翻译一直是最
平静、技术最稳定的产品”。“最平静、最稳定”的背后离不开王小川的

“韧性”。就像他的好友、高礼天使基金副总裁简江曾对他的评价：“小
川同学是我见过最有韧性的人，受得了委屈经得住折磨，还能百折不
挠、越战越勇。”

据王小川介绍，相比其他竞品，搜狗更早地进入到智能翻译这一前
沿技术领域，无论是同传，还是离线翻译，搜狗都是做得最早的。更为
重要的是，与竞品不同，搜狗还可以落地多个场景——包括翻译场景、
输入法场景、搜索场景等。

“人工智能需要技术和市场的综合运用，才能实现‘纵横捭阖’。我
们将语音识别、语义合成、定向麦克风和拍照技术集中，就是为了能在
翻译准确率、语音合成效果上达到更高标准。”王小川说。

对于未来，王小川表示，在人工智能时代，人与机器将会重归自然
交互。“比如在语言的输入上，除了语音，还有手势、表情跟机器互动，这
些都可以在人机交互中实现，这是我们下一步在技术上要攻克的又一
难题。”

搜狗CEO王小川：

让AI为企业赋能
本报记者 崔国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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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傅欣——

藏族孩子的“上海阿爸”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李治国

“亲爱的上海老师，请您相信，您
已带给我们一片晴空，我们的生命从
此阳光灿烂……”这首名为《天使的
爱》诗歌，是藏族孩子们送给上海援
藏教师的礼物，他们称上海援藏教师
为“上海阿爸”，孩子们从“上海阿爸”
身上收获了知识，也收获了无私关爱
与包容。

2016 年夏天，作为上海第一批
“组团式”教育援藏工作队队长，上海
师范大学附属中学副校长、教育学博
士傅欣带领由3名管理干部和36名专
任教师组成的专业团队，从繁华大都
市来到离家 5000 公里、平均海拔
3800多米的雪域高原的日喀则市上
海实验学校工作。如今，两年过去了，
该校教学质量得到了跨越式提升，小
考、中考和高考喜报频传，推动沪藏双
融合教育教学，促进师资队伍建设，同
时建立了“1+3+X”沪藏援藏远程教育
共享平台，推进智慧校园建设。

走出“小家”进藏援教

“改变藏区面貌，根本要靠教
育。”傅欣坦言，面对援藏任务，最初
犹豫过。傅欣的犹豫来自于家庭所
面临的实际困难，傅欣和妻子都是

“80 后”独生子女，2016 年 9 月份女
儿刚读小学一年级；母亲于 2015 年
接受肺癌手术治疗，正在术后恢复
期；岳母在当年4月份也做了乳腺癌
手术治疗，当时还没有完成化疗。此
外，家中还有一位 86 岁的外婆。真
正的上有老下有小，一大家子人都需
要依靠傅欣这个顶梁柱。

面对摆在眼前的难题，傅欣在家
人的支持下接受了援藏任务。他说：

“有些事情总要有人去做，责任摆在
面前，身为年轻人就要主动去承担。”

在海拔 4000 米的日喀则，傅欣
每天忙完一天的工作，必做的事情就
是与远方的家人视频连线，嘘寒问
暖，他总不忘深情地对妻子说声抱
歉，因为他知道，远在上海的妻子把
家庭的重担都扛在了自己柔弱的
肩上。

共享优质教育资源

日喀则市上海实验学校小学部
中有 100 多名学生来自日喀则市第
二福利院，很多孩子学业基础薄弱，
甚至有欺负低年级学生等不良习
惯。有老师提出不要接收这样的学
生，免得在统考中拖后腿。傅欣说：

“如果我们轻易地把他们推出去，有
可能孩子的一生就毁了。身为人民
教师，有责任把他们教育好，更不能

丢下一个学生。”
傅欣把工作队成员分成两组，每

个周六轮流去福利院给孩子们分年
级、分学科辅导功课，帮助他们解决
生活上的困难，还一起开展趣味活
动、庆祝生日等。

看着那些缺少父母关爱、没有生
活来源的孩子，傅欣觉得应该多给他
们一些帮助，多给他们一些关爱。傅
欣还在福利院领养了刚刚出生两个
月大的小男孩，把他当作自己的儿
子，经常去福利院看望，带给孩子家的
温暖，陪伴他成长。在福利院孩子们
的眼里，傅欣是他们的“上海阿爸”。

傅欣表示，目前教育援藏是把几
十名教师集中到日喀则的一所学校，
但他希望让边远牧区的孩子们也能
分享教育改革发展的成果。

在傅欣的倡导下，今年 7 月份，
由日喀则市实验学校牵头，涵盖一区
五县的 10 所学校建立起“日喀则市
义务教育优质学校合作联盟”；8 月
份，日喀则市教育界大咖签订了一份
名为“海峰合作联盟”的框架协议，实
现优质教育资源最大化共享。此外，
傅欣还带领整个援藏教师团队，建立
了周末公益课堂项目：星期六、星期
天在第二福利院开展公益课堂，培养
孩子的兴趣特长和个性化学习辅导，
同时开展公益助学项目。目前，助
学、帮困金已有 150 余万元，援藏团
队还与上海对口支援的江孜、拉孜、
萨迦、定日、亚东五县结对，开展送教
下乡活动。

留下教育的“种子”

以往的教育援藏多为分散顶岗
式支教，一两名干部教师到日喀则某
所学校或教育局去工作，布点广而单
点人数少。新一批教育援藏为“组团
式”，几十名干部教师集中进入同一
所学校。然而，“组团式”教育援藏如
何开展工作，则无先例可循。

因此，“组团式”教育援藏，融合
是一大难点。“融合是基础，发展是目
的。”傅欣说，融合包含很多方面，比
如上海教师如何与当地民族文化相
融合，藏族与汉族之间的融合，以及
上海援藏队员之间的团队融合。

基于此，傅欣提出了“双融合”工
作目标和“教学质量提升工程”。针
对学校原来考试学科教学平均分不
高的情况，傅欣带领团队承担起具体
指导教学室和教科室的工作，确定并
立项学校教学质量提升的市级龙头
课题《提升课堂教学目标达标度的管
理策略与教学路径研究》。

傅欣还整合“沪藏”骨干师资队
伍成立课题指导团，发动学科教师从
多层面多角度确立子课题。一年多
来，他引领团队从理念创新、制度创
新、量化标准、励志教育、课堂达标度
提升、校本教材编写等多方面打出组
合拳。

在学校教研组活动中，“师傅带
徒弟”“徒弟赛师傅”的场景频频呈
现。“直观感受到本地教师的精神面

貌改变了很多，干劲更足了。随着教
学质量的提升，当地教师也得到了价
值认同。”傅欣感言。

受援学校书记达瓦次仁说：“双
融合的实施，使学校各级管理部门实
现了‘一岗双任’，沪藏教师共同推进
教育教学。这好比一场足球比赛，援
藏教师当‘后卫’，保障当地教育教学
的改革；援藏干部作为‘中卫’，具体
协助当地干部做好教育教学管理工
作；毕业班教师是‘前锋’，整个援藏
专业团队把踢球进门的机会留给了
我们当地教师，最大程度地让当地教
师享受到沪藏教学融合的红利。”

此外，傅欣还提出：“上海有的教
学设备、教学资源，日喀则也一定要
有。”入藏后，傅欣针对学校信息化工
作滞后的现状，借鉴上海教育信息化
经验，启动了智慧校园“1+3+X”管
理规划：建设一个智慧校园平台，包
含三个应用系统——课堂教学系统、
汉考学习系统、校园管理系统；“X”
是指远程教研平台，该系统将会实现
沪、藏实时互联互通，可以在第一时
间借助上海市共康中学、各区县重点
学校的名师名课程资源，实现名师名
家对日喀则市偏远县乡的教育教学

“专家会诊”。
通过信息化、“组团式”教育模

式，日喀则的教育目标正在一步步向
上海的教育方向看齐。“未来，将打造
日喀则自己的教育模式，为这里的教
育留下永远的‘种子’。”傅欣信心满
满地说。

52 岁的杨永林是甘肃张掖市高台
县南华镇嘉宝机械制造销售有限公司总
工程师，因为成功发明近百项技术，累计
申请30项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在当地
农机行业很有名气。

杨 永 林 是 一 位 从 田 间 走 出 来 的
“创新达人”。初中毕业后，他跟随父亲
学习机修，用 5 年时间把钳工、钣金、木
工、焊接、锻工等技术学了个样样精通。

1994 年杨永林来到原高台县农业
机械制造厂工作，勤奋好学的他结合一
线生产经验设计出富有特色的“车、铣、
刨、钻、焊”等简单实用的零部件批量加
工模具，受到公司一致称赞。这次“小试
牛刀”，让他尝到了科技创新的甜头。

在不断地努力学习实践中，杨永林学
会了手工绘制机械图纸，掌握了CAD二
维和三维制图的应用，通过考试获得工程
师中级职称，成为一名农民工工程师。

2014 年，公司组建起一支 10 人的
科研队伍——“杨永林劳模创新工作
室”。在杨永林的带领下，团队自主创新
能力明显提升，公司研发生产的系列机
引犁、播种机、圆盘耙、旋耕机、深松机、
激光平地机、深松一体机等 7大系列 40
多个品种走俏市场，广受好评。

有付出就有回报。县级劳动模范、
金牌员工、市级专业技术拔尖人才、金张
掖能工巧匠、全国优秀农民工、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这一个个荣誉称号就是对

“创新达人”杨永林最好的褒奖。
右组图为杨永林在给工人作指导。

上图 傅欣在给学生上课。

左图 傅欣正在照顾在日喀则领养的孤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