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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昭觉县位于大凉山
腹地，是国家级贫困县之一，教育基础弱、孩子
们底子薄，学生几乎都是来自农村的彝族孩
子。由于条件艰辛，一些老师来了又走了，而
她却扎根下来，一扎就是20多年。她就是昭
觉民族中学高级教师、教导处副主任高维荣。

20多年来，她一直坚守在深度贫困县的民
族教育战线上，为民族地区培养出一批批新人，用
满满的爱心和责任心为民族教育事业贡献她所有的力量。由于出色
的表现，她先后获评“昭觉县优秀教师”“昭觉县优秀班主任”“四川省
优秀教师”，今年又荣获了2020年四川“最美科技工作者”。

重庆妹子情系大凉山

1998年，毕业于南充外国语学校经贸日语专业的重庆妹子高维
荣，被分配到昭觉县民族中学当老师。在师资紧缺的地方，老师们都
是一颗颗螺丝钉，哪里需要就往哪里钉。于是，学日语的高维荣，成
了昭觉民族中学的一名英语老师，并长期担任班主任及从事初中、高
中英语教学工作。

“我刚来的时候，很多高中孩子连26个字母都认不全，更不要说
听、说、读、写了。孩子们没有读书的积极性、不愿意学习，甚至有的学
生直接在课堂上站起来对我说‘我不给你读书了’，转身便跑出了教
室。”回忆起刚到昭觉的情景，高维荣至今记忆犹新。

为了激发孩子们读书的积极性，她常常与孩子们聊天：聊大凉山
以外的世界、聊自己读书的经历、聊将来的理想、聊知识怎么改变命
运……她还告诉孩子们，“‘先天’不足后天补，不比基础，比努力，不
比成绩，比进步。”慢慢地，孩子们愿意学习了，也愿意努力了。

在教学中，高维荣结合学生实际，不放弃任何一个孩子，以“生本
教育”理念为指导，钻研出了符合学生实际的“小组合作”学习法，形
成了行之有效的教学和管理风格，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在全国普通
高考中，连续五年全省一类模式第一名均在她所任教的班级。

彝家孩子的“妈妈”

昭觉地处偏远山区，经济落后，贫困人口多，在高维荣看来，孩子
们想要改变命运、想要改善当地面貌，根本上在于教育。多年来，她已
记不清给孩子们付了多少生活费、医药费，买了多少书籍和新衣服。

2018年春季学期开学以来，班里原本勤学好问的小年同学在课
堂上恍惚走神，无心学习，性格也逐渐孤僻起来，经常有些怪异的举
动。再三追问下，高维荣得知小年的父亲去世多年，母亲现在不知去
向，他成了留守儿童，面临辍学。“妈妈已经不管我了，我不知道接下来
该怎么办？我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不想读书了！”说到这里，小年伤心
地哭了起来。高维荣一听，不读书怎么行，对小年说：“目前你没有能
力改变家里的状况，但是你可以改变自己未来的命运，必须读书！今
后，我就是你的妈妈，我来供你上学！”从那之后，每次她给自己儿子买
衣服，也会给小年买一套，并主动承担了小年生活、学习等费用。

在高维荣的关爱下，她班里没有一个孩子辍学。她还积极发动
自己班里的孩子与其他班有辍学倾向的孩子进行结对帮扶。在她的
发动下，目前已结对帮扶30余对，对巩固“保学”成果作出了积极贡
献。2019年她荣获了“昭觉县控辍保学先进个人”称号。

给孩子插上知识的翅膀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作为老师的高维荣深知，除了学习知识，让
孩子们走出大凉山，看看外面的世界，对于孩子们同样重要。

2017年11月，高维荣作了个决定，要带班上6名学生出去旅
游。为此，她对家人谎称是“学校的项目”。对这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高维荣解释说：“孩子们对祖国的壮美没有概念，他们甚至无法理解
雅西高速是如何蜿蜒盘旋的。”高维荣特意买了大巴车票，带孩子们
亲身感受雅西高速的科技之美。

“在成都，我们坐了地铁，参观了四川大学，还在宽窄巷子品尝了
美食，孩子们可激动了。”经过一路游山玩水，带着学生们，高维荣还
回到阔别许久的家乡——重庆市江津区油溪镇。

“老师有一壶水，才能灌满学生一杯水。”作为英语教研组长，对
于提高教学水平的本职工作她从不懈怠，积极探索新的教育理念，不
断提高学识水平。从2008年到2019年，她撰写的多篇教学论文多
次在教育学术期刊上发表，她还申报了国家级课题并担任课题主持
人，且该课题荣获了教育科研成果一等奖。

高维荣：用知识
开启彝家孩子未来

贺玉婷 四川科技报记者 马静璠

近年来，每到油菜花开放的季节，四川省
德阳市什邡市皂角街道太安村的一大片油
菜花田，却与周边金黄色的油菜花截然不
同，桃粉色、橙红色、白色的油菜花五彩缤
纷，绽放田间，异常美丽。这片彩色油菜花
试验田的育种人正是2020年四川“最美科技
工作者”、什邡市孝楠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董
事长、高级农技师李孝楠。

“苦”是成功的法宝

“我的人生简单说是先苦后甜，以前苦得比黄连苦，现在甜得
比蜜甜。”这是李孝楠对自己人生的总结。

李孝楠是土生土长的农民，出生于1948年。“那个年代粮食
产量低，能吃饱肚子就是最大的幸福了……”李孝楠在成长过程
中饱尝饥饿的滋味，他坦言，是那个时候吃的苦为后来的成功奠
定了坚实基础。

李孝楠19岁那年，什邡皂角公社成立了农科站。“我立即就
去报名成了农业技术员，专门从事农技工作，一干就是近十年。”
虽然家庭困难，但李孝楠从小就爱好读书和写字。“我清楚地记
得，有一次我去镇上买盐，看见小卖部用书籍作为包装纸，我真是
非常心痛，回家后左思右想，又回到小卖部和老板交涉，最终老板
才同意把书籍让给我，我给他解决包装纸的问题。”

由于勤奋好学，28岁时李孝楠被皂角公社推荐到绵阳农业专科
学校遗传与育种学习班学习遗传育种。从此，他与油菜育种结缘。

“专”出来的成果

1982年春，正值油菜花盛开的季节，在什邡市马井镇菠萝村油
菜田中一棵独特的开着白色花朵的油菜花，引起了李孝楠的注
意。“菊花都有五颜六色的花朵，能不能把油菜花培育出五彩的颜
色呢？”看到这株白色油菜花，李孝楠脑子里冒出了新奇的想法。
于是，他将这株罕见的开白花的油菜连根挖出，带回家进行观察和
培育，希望让油菜在作为油料作物的同时，还可以成为观赏植物。

“油菜开出白花其实是一种基因突变。”李孝楠解释说，“想要
培育出黄色、白色之外颜色的油菜花，就需要引入油菜之外的基
因。因此，我就想到了用萝卜和油菜进行同科异属的远缘杂交。”

2002年，李孝楠将家里的土地作为试验田，并在田边搭建起
简陋的实验室后，开始尝试油菜和萝卜及其他蔬菜间的杂交。然
而经过多年试验，一直没有实质性进展。

彩色油菜花的培育之路很艰难，但李孝楠从来没有放弃过，
一直到2007年，他终于通过嫁接配合远缘杂交的方式，培育出了
第一株开红色花的油菜。在此基础上，他又陆续培育出红色、粉
色、橙色、紫色和白色等五大色系彩色油菜品种，结束了油菜花单
一黄色的历史。“我将这系列彩色油菜花命名为‘十方虹’，以纪念
带给我多彩梦的什邡市。”李孝楠如是说。

“情”系蜀乡大地

多年来，李孝楠不仅全身心投入到彩色油菜花的研究上，更
是全心全意为农村群众增收致富倾尽全力。“不仅要种好自己的
田，还要积极向农户推广种植方法，带领更多人增收。”从事农业推
广工作以来，这样的想法一直伴随着李孝楠。

据了解，李孝楠所建立的什邡市皂角农科园，以“公司+基
地+农户”的运作模式，在什邡市、罗江县建立杂交油菜种子生产
基地近1.5万亩，每年助制种农户增收1000万元左右。据统计，
李孝楠先后带领皂角农科园的科研人员研发新品种、新技术350
个（项），经过试种筛选、试验，最终成功了50余个品种。

在李孝楠的努力下，皂角农科园还在四川、湖北、安徽等地成
立了6处“德油系列杂交油菜专业技术及品种观摩试验点”，每年
举办油菜技术培训班30期，培训人数3500余人次。

“下一步，我要培育蓝色的油菜花，让五彩油菜花绚烂蜀乡大
地！”采访最后，李孝楠坚定地说，“目前的彩色油菜花色彩尚不够
丰富绚烂，而蓝色油菜花是最关键的。一旦有了蓝色，便可形成
红、黄、蓝三元色，就可以杂交出各种各样的花色。”

农业培育不像画画调色那么简单，在未来还有许多挑战等待
着李孝楠，但为了攻克油菜花色彩还不够绚烂的难题，古稀之年
的他还在努力着、坚守着。

李孝楠：用“五彩油
菜花”装点蜀乡大地

四川科技报记者陈兰

“当我在医院实习时，看到透析技术不
但能减轻患者痛苦，还可以延长寿命，觉得
这技术太了不起了，就想深入学习了解
它。”四川省人民医院党委常委、副院长，四
川省肾脏病学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主任王莉
坦言。

学士、硕士、博士、国际肾脏病会访问学
者，从医路上，王莉一路前行一路学习，所有付出
都是为了在肾脏病学领域有所作为，从而挽救更多人的生命。

学科建设——“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

四川省人民医院肾脏科是我国最早一批建成的独立学科之一，
并率先在西部开展血液透析。2004年，随着医院的发展，省医院决
定把肾脏科搬到草堂病区，王莉担任病区副主任兼肾脏科主任。

王莉介绍，肾脏科搬过去后，虽然科室地方变大了不少，但缺少
了很多医院本部的支撑，加上患者的不信任，发展举步维艰。“在引
导患者去草堂病区就诊时，很多患者不同意，坚决不去。”在这种情
况下，不管是团队建设还是学科发展，都给王莉带来了很大的压力。

就这样，王莉顶着巨大的压力，在摸索中前进。
王莉介绍，国内一流的肾科都建立了自己的肾脏病理实验室，

帮助医生及时准确地作出诊断。当意识到实验室对学科发展的重
要性，她开始着手建设实验室。“实验室建成后，科室可以进行肾脏
病理等高端检测项目，还可以进行许多前瞻性的研究和技术创新。”
王莉说，在各方的大力支持下，历时半年，四川省人民医院肾脏病理
实验室成功建成。随后，她又在实验室的基础上建立了肾脏疾病标
本库，包括血尿标本库、病理标本库和肾脏疾病数据库等。

经过不懈努力，王莉带领团队建立的四川省肾病中心，目前已
成为四川省肾脏病学临床、教学、科研的重要基地，其学科是卫生部
首批临床重点专科、四川省首个肾病学专业甲级重点学科。

人才培养——“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如果你培养人，科室就有发展起来的一天；如果你连人才都
没有，可能永远都发展不起来。当时我坚信在学科建设中关键的
是人才培养。”王莉告诉记者，只要有机会，她就会派医生出去学
习、参加培训。“以前培养的医生现如今都是我们医院的‘顶梁柱’
了。”王莉说。

作为博士生导师，在教学方面，王莉也有着自己独特的教学方法。
“我们团队带学生没有‘门户之见’！”王莉说，目前四川省医院

肾脏科共有30多个硕士生、博士生，来自不同的学校，师从不同的
导师，但他们都在一起上课。“我经常对学生说，所有的老师都是你
的老师，每位老师都会从他的角度教会你不一样的本事。这种集
体教学模式，让导师和学生不分彼此，更像一个大家庭。”

通过不断地学习和合作，王莉团队的整体科研和临床技术水
平越来越强，多次获得国家级和省级奖项：科室参与的“慢性肾脏
病疾病临床与基础研究”项目获国家科技成果二等奖，王莉作为主
要研究者参与的“肾脏纤维化发生机制及防治措施研究”项目获重
庆市科技成果一等奖，“慢性肾脏病及其并发症的综合管理”和“血
液透析持续质量改进”成果获四川省科技进步三等奖等。

责任担当——“勿忘服务患者和治病救人的初心”

2020年，是不平凡的一年。年初，面对突然袭来的新冠肺炎
疫情，王莉作为医院负责医疗业务的副院长，时刻冲锋在前，带领
医院各部门整合资源，利用“互联网+”智慧战“疫”。

为了缓解群众对新冠病毒的恐慌情绪，王莉带领团队率先在
全国开展新冠肺炎疫情免费咨询。王莉介绍，“新冠肺炎免费网络
门诊”于除夕当天开通，共有159名医生参与坐诊，及时为患者解
忧纾困。

王莉介绍，疫情暴发后，医院立即启动了新冠肺炎疫情应急方
案，她牵头组织成立了“新型冠状病毒感染的肺炎远程会诊中心”，
组建远程会诊专家组，为全省350家基层医院开展“新型冠状病毒
感染的肺炎”专项免费会诊咨询服务。

在疫情防控中，王莉带领各部门创新性建立了“三圈层”防控体
系，实现了对发热疑似新冠患者的早识别、早报告、早隔离和早治
疗。“通过这些严密的举措，实现了医院医务人员和患者的零感染。”
王莉欣慰地说。

王莉：初心不改
方得始终

四川科技报记者 代俊

艾滋病是一种危害性极大的传染病，很
多人谈病色变。然而，有那么一群人却一直
奋战在艾滋病防治领域，只为守护患者的
健康和生命安全。四川省凉山州布拖县人
民医院副院长杨成彬便是其中一员。

奉献 扎根彝区卫生一线36年

1984年，杨成彬从凉山卫校毕业后，便开始从事传染病防治
工作。从布拖县交际河卫生院（现龙潭镇卫生院）到布拖县人民
医院，他始终扎根民族地区卫生一线，这一扎就是36年，为无数患
者的生活带去曙光，为脱贫攻坚工作贡献了绵薄力量。

杨成彬介绍，1995年布拖县发现了第一例艾滋病患者，引起
了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从那时起，他便开始关注艾滋病防治工
作。2004年，他到北京地坛医院学习艾滋病抗病毒治疗技术，学
成后于2005年开展了第一例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填补了布拖县艾
滋病抗病毒治疗工作的空白，布拖县也成为全省艾滋病抗病毒治
疗最早的县之一。

为达到“治疗即预防”的目的，2012年，在李兰娟院士的指导
下，杨成彬打破常规开展艾滋病早期抗病毒治疗。“2016年，我国
印发的《国家免费艾滋病抗病毒药物治疗手册（第四版）》建议实
施早期治疗。在艾滋病早期抗病毒治疗方面，我们做得比较早，
效果也非常不错。”杨成彬介绍说，这一成果也获得了凉山州科学
技术进步二等奖，为在全州开展艾滋病早期抗病毒治疗提供了科
学依据。

突破 因地制宜独创防治方法

杨成彬自2004年正式从事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工作以来，积
累了丰富的经验。针对布拖县的实际情况，他总结出了一套适合
当地的、独特的工作方法。

“在当地开展艾滋病治疗工作很难，不是说治疗技术上有多
大的难度，最主要的难题是患者服药依从性差，因为依从性对治
疗效果起着决定作用。”杨成彬说，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对服药依从
性要求特别高，必须要达到95%以上。如果患者一个月内漏吃两
三次药，就达不到标准。

杨成彬深知，要解决依从性差这一难题，必须先提高患者对艾
滋病的认识。在国家科技重大专项的支持下，杨成彬带领团队成员
制作了《艾滋病依从性教育宣传片》，在推广过程中他又根据实际情
况进行了再创造，制作出艾滋病依从性教育科普画册。

“我们把艾滋病病毒比喻成‘虫’，告诉患者病毒是一个很小的
微生物，主要存在于人的血液里，慢慢地吃人的血（CD4细胞），会把
人的血吃完。”杨成彬说，虽然这种比喻不是很正确，说法也不是很
严谨，但内容简洁明了，群众一听就懂。

虽然患者对艾滋病的认识提高了，但另一个问题又来了——
患者不知道怎么服药。“鉴于这种情况，我觉得必须为他们制作一
个特殊的说明书，教会他们自己服药才是长久之计。”最终，根据
工作经验，杨成彬和上海市（复旦大学附属）公共卫生临床中心护
师孙美艳，创新性地发明了“看图服药”法：在药盒上用太阳和月
亮图案进行区分，早上吃的药就标上太阳，晚上吃的就标上月亮，
药盒中间标上药片数量。

探索 “一体化模式”全州推广

对于艾滋病，国家实行免费抗病毒治疗，布拖县人民医院是
艾滋病抗病毒治疗定点医院，杨成彬深知肩上的担子有多重。

通过不断实践、总结，2009年杨成彬探索出了县乡村组一体
化管理模式，实行“人盯人”精准管理，促使抗病毒治疗工作局面
发生好转。具体工作中，布拖县人民医院负责统筹，为患者做全
面检查，制定治疗方案，县医院医务人员定期下乡随访，处理药物
不良反应、机会性感染等，为患者调整治疗方案；乡卫生院负责为
患者发放药品，进行健康宣传教育及艾滋病患者的日常管理；村
组干部及艾防员负责督导患者服药。“把药品发放点设在乡卫生
院后，患者可以到就近的发放点领取，不再需要长途跋涉到县医
院领药，省去了不少麻烦，治疗效果也大大提升。”杨成彬介绍，目
前这一模式已向全州推广。

“在困难面前，我们毅然选择了困难，选择了麻烦，只为患者
得到方便。”杨成彬如是说。

杨成彬：让“红丝带”
温暖彝区大地

四川科技报记者 廖梅

从黑白到彩色，从大头到壁挂，从有线到
无线……在过去30年间，电视机以不曾料
想的速度在迭代。“未来电视一定是无屏
的。”7年前，钟波种下了一个关于未来科技
产品的美好愿景——就像液晶电视替代
CRT技术一样，将来的电视是没有实体屏幕
的。认定这一目标，极米科技创始人钟波带领
团队扎根成都创业，以突破传统电视观影体验，让
电视产业发生“颠覆式”的改变。

颠覆传统 打造沉浸式视听体验

如果有这样一款电子产品，它没有实体屏幕却拥有丰富的影视
内容，可以让你在家享受私人影院般的巨幕观影体验，却不占用家庭
空间，你会心动吗？

早在2014年，就有这样一款体形小巧的投影产品就进入了大众
的生活中，它就是钟波带领团队研发的第一款量产智能投影产品“极
米Z3”。这款产品将影视内容、音响和智能系统全部“装进”一个A4
纸大小的盒子，让投射画面尺寸可在30～180英寸之间自由变换，
且有内置音响，连上Wi-Fi就能直接播放。

时间拨回2003年，钟波在海信电视研究所工作一年后，跳槽到深
圳的MStar（晨星半导体）。十年间，钟波在那里从工程师做到了技术
总监，他逐渐发现国内品牌的电视形态几乎是跟随外国的技术路线，
产品技术没有革新。作为科技工作者，钟波一心想要实现技术突破，
改变产业困局。2011年，一段iPhone 5的概念视频打开了钟波的视
角，视频中手机的投影可大可小，需要的时候能“以空气成像、以介质
呈现”，十分酷炫。钟波被这种手机与投影的“合体”深深吸引。自此，
有关“未来的电视一定没有实体屏幕”的设想在钟波心里埋下……

2012年，钟波心一横辞掉了年薪上百万的工作，拉上六七个同
学、同事到成都创业，将团队取名“极米科技”，成立了成都极米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

潜心研发 做一款极致产品

刚回成都时，钟波团队在郊区租了一栋3层楼的清水房。“当时我们一
群‘技术男’在西郊的毛坯房里没日没夜地写代码。大家约定，产品没有研
发出来、没有市场前景之前，每人每月只拿3500块的工资。”钟波回忆说。

创业初期，钟波和团队开设了极米官方论坛，希望了解客户对于
产品的反馈和期望，从而在技术和产品上进行更深的打磨。在制造

“极米Z3”时，几个工程师动手组装了一批70多台的工程机寄给用
户体验，团队根据用户反馈的问题、提出的意见再进行升级。随着技
术的逐渐成熟，钟波在深圳市龙岗区找了一家加工厂开始生产。钟
波介绍，当时深圳长时间刮着台风，他每天不仅要到工厂查看进度，
还要忙着打包产品发货。“那段时间吃得最多的就是泡面，有时吃着
吃着打开手机一看，投资项目今天又赚了两三百万元，自己却蹲在工
厂里吃泡面。”当时，一种无法言说的心理落差在钟波心里化开。

如今，极米已成为投影显示产业的龙头企业，产品出货量居国内市
场第一，用户覆盖了美国、加拿大、日本、泰国等100余个国家和地区。

追求一流 做打动世界的“中国智造”

在刚刚过去的“双十一”热潮中，极米也交出了亮眼成绩单：以品
牌成交额突破4亿、销量第一、销售额第一、单品销售第一实现投影
产品“双十一”七连冠。

傲人成绩的背后，离不开钟波对产品的极致要求。此前，钟波办
公室摆放着一把铁斧，从推出第一代产品开始，为了彰显“不将就”，钟
波立下一个规矩：对不满意的样机，一律当众砸毁。这些年，钟波用这
把铁斧砸毁的样机至少有50台，这把铁斧也被大家取名为“极米锤”。

创新是极米的基因。近年来公司获得各项专利300余项，推出的
产品先后获得德国IF奖、红点奖等30余项国际设计大奖。然而，钟波
对极米的设想不止于此。“在品牌方面我们一直都对标大疆和华为，是
因为他们坚持产品创新，并且大疆在形态上从零到一创造出来一个新
的品类，我们也是从无到有创造了一个家用投影的品类，所以希望抓
住这个契机，让‘中国智造’成为全球的一流品牌。”钟波如是说。

对于未来，钟波对自己和极米提出了更高要求——要让中国品
牌在世界上得到尊重和认可。目前，极米已经在中国的投影机市场
做到了出货量第一，投影机智能化技术和整机设计能力也处于全球
领先水平，“全球第一”对于钟波和极米不会是一个遥不可及的梦想。

钟波：打造
“中国智造”全球品牌

曾青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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