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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骞：

学习成绩一直拔尖
创新创业屡斩大奖
■ 本报记者 王培琳

背着双肩包，简单的T恤长裤，看起来普普通
通的20岁男孩，身上却隐隐透着认真和执着。“第
十二届中国大学生年度任务提名奖”“全国应用
型人才综合技能大赛全国一等奖和二等奖”“第
三届中国青年创新创业大赛海南赛区第一
名”……历数邹骞曾获得的奖项与取得的成绩，
甚至可以洋洋洒洒写上一大页。

邹骞是江西抚州人，2013年来到海南大学，
就读机电工程学院农业机械化及其自动化专业，
目前他已被伦敦大学学院、爱丁堡大学、清华大
学等世界级名校硕士拟录取，6月份正常毕业后，
他可任选其一就读。“清华是我一直心仪的学
校。”邹骞说，不出意外的话他将选择就读清华大
学的生物医学工程专业。

高考后，邹骞选择就读海南大学，大一进校
后，邹骞在第一个学期便考取了专业第一名，而
邹骞鞭策自己努力学习的方法之一就是上课坐
在第一排。

“起初的时候一个人坐在第一排，觉得挺不
好意思的。”邹骞说，但是当听课的状态越来越
好，上课坐在第一排便成了邹骞雷打不动的习
惯。

邹骞喜欢钻研知识，尤其是对于高数，每看
到一个现成的公式，他总是会质疑、不理解，为什
么会有这个公式？每当这时，邹骞都会选择自己
重新推理一遍，为了推出一个公式，在自习室坐
一两个小时是常有的事情，然而沉浸在自己推理
的世界，并最终成功推算之后，邹骞获得的是快
乐，并更加透彻地理解自己所学的专业。就这
样，邹骞大学三年平均绩点3.93，在全年级600多
名学生中排名第一。两次获得国家奖学金。尤
其是在大一下学期和大三上学期的期末考试中，
他考出了满绩点（所有科目均在90分以上）的优
异成绩。

作为老师和同学们眼中的“学霸”，邹骞却也
不甘于学习本身，做创意产品也是小能手。

2016 年 3月，邹骞组建了自己的“行成于
思”创意团队，团队研发了很多创意产品，其中
有8项实用新型专利已经授权，其中，邹骞组建
团队后做的第一个创意项目“智能室内场景控制
系统”成为海南省唯一入选团中央双创板首批上
线项目。

由于获得全国应用型人才综合技能大赛全
国一等奖和二等奖，3月份时，邹骞还受大赛组委
会邀请，担任全国应用型人才综合技能大赛形象
大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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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级学生

■ 本报记者 陈蔚林 通讯员 冯华

记者日前从省科技厅获悉，由海
南师范大学、海南大学、海洋石油富岛
有限公司主要完成的“环境友好型二
氧化碳塑料的绿色合成、改性和开发
应用”项目获得了“2016年度海南省
科技进步奖获奖项目”一等奖。这意
味着，二氧化碳塑料的研究与开发又
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什么是环境友好型二氧化碳塑
料？二氧化碳是如何转化成为固体
的？日前，该项目主要负责人、海南师
范大学校长林强解答了记者的疑问。

他说，一般情况下，物质都有三态，
分别为固体，液体和气体。二氧化碳在
常温状态虽是气体，但在零下约70多
度时，便能凝结成冰雪状固体物质，就
是我们生活中常用的干冰。二氧化碳
在一定环境下，通过与其他物质产生反
应，还可以衍生成为更多材料。

但是，因为二氧化碳是一种惰性
气体，化学性质很不活泼，直到近30
年才有科研人员对此进行开发和利
用。尽管如此，为了让其发生反应，现
有技术是需要加入大量昂贵催化剂，
生产成本非常之高。这也导致了这一
科研成果长期难以应用。

“科研就是要冲着最难解决的问题
出发。”最初决定启动这一项目时，林强
就做好了长期艰苦奋战的决心。他之所
以要啃这块“硬骨头”，不仅因为塑料是
影响生产生活的重要材料，但常见的聚
乙烯、聚丙烯、聚氯乙烯等都极难降解，
开发可降解塑料制品已经成为食品、医
疗及包装行业的研究热点，还因为海南
具有丰富的二氧化碳资源，比如，已探明
莺歌海盆地的天然气中大量含有二氧化
碳。把这些原本破坏环境生态的温室气
体转化为环境友好型二氧化碳塑料，符
合海南生态建省的战略选择。

林强说，做出这项成果课题组前

后花了十几年时间。这十几年里，他
和团队都做了什么？

为了解决原有二氧化碳塑料生产
技术成本过高问题，他们采用无溶剂
球磨法和液体辅助球磨法等机械化学
法合成双金属催化剂，用廉价金属代
替了原有的昂贵催化剂；为了解决原
有二氧化碳塑料使用性能不高问题，
他们使用聚酯、聚乳酸等聚合物对聚
碳酸亚丙酯进行熔融共混改性等多种
方式用于薄膜的制备，使得复合材料
的耐热性能、薄膜成型性及力学性能
得到显著提高……

因为成本大幅降低，性能却得到

显著提高，该项目申请的9项发明专
利，有3项已经获得授权，还有2项已
进入实质审查阶段。所延伸开发的薄
膜、纤维、弹性体制品已完成中试放大
生产，得到用户的肯定。

“对于项目的发展前景，我们很有
信心。”更令林强欣慰的是，在这一项
目推进过程中，海南师范大学、海南大
学均培养出了一批优秀的硕士、博士
研究生；以该项目的研究为基础，又开
展了多项延伸科学研究，取得了值得
期待的成果。林强希望，政府更加关
注和支持科研工作，让科研人员为我
省经济转型作出更大贡献。”

变害为宝 二氧化碳化身环保塑料
海师、海大合作研发环境友好型二氧化碳塑料项目获大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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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生态环境优越，人文和
谐，民风淳朴。”谈及为何会选择来
海南任教，侯增志吐露了自己的心
声。

到海南虽只有8个月时间，但侯
增志很快便已融入到了澄迈这个寿乡

的生活节奏中。周末闲暇时，侯增志
喜欢去老城盈滨半岛的海边看海、拍
照片，偶尔还会去福山咖啡风情小镇
喝杯地道的福山咖啡。“蓝天、白云、大
海，我经常通过微信把照片发给我的
亲人、朋友看。”候增志对眼下的生活

非常满足。
“如今我也是新海南人了。”侯

增志表示，依据省有关政策，他的户
口已经顺利迁入了海南，同时妻子
的就业以及子女的入学手续也正在
办理当中，一家人很快就可以团聚

在海南，成为真真正正的海南人。
而他也早已下定决心，把全家人的
心都安在海南，扎根于福山这片土
地上，用自己全部的爱灌注一棵棵
小苗，守护他们长成参天大树，成为
国家栋梁。

“好校长 好教师”

引进工程·回访③

从河北过关斩将考到福山中学，授课风趣靠实力“圈粉”

“猴哥”侯增志南下送经
■ 本报记者 罗孝平 通讯员 李健

“美国独立战争爆发的原
因，其实说白了就是我的地盘
我做主……”澄迈县福山中学
侯增志老师的历史课堂上，总
是充满了幽默风趣的气息。
贴近学生的讲课方式，加上他
快速的思维方式，使他深受学
生们的喜爱，被大家亲切地称
作“猴哥”。

2016年9月，作为海南
省第二批面向全国引进的骨
干教师，41岁的侯增志怀着
对海南这片热土的向往之
情，从河北参加考试，一路过
关斩将，最终成为澄迈县福
山中学的一名历史教师。

“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在侯增志
看来，海南的学生天性活泼、单纯，但
对比内陆而言基础相对薄弱，学习热
情不够高。加之当前历史考试采用开
卷的形式，很多学生会认为相对比较
简单，因此在上课时，虽然人都来了，
却“身在曹营心在汉”，不愿意把心思
多放在这门课程上。

针对这一问题，侯增志在教学过
程中积极探索多样化的教学模式，
力求将启发型的讨论式、换位思考

型的参与式、自主探究式、案例分析
互动式等多样化的教学方法融入其
中，并积极采用多媒体教学平台，精
心设计教学环节，根据学生特点认真
琢磨语言表达艺术，以引发学生思
考，开拓学生视野，激发学生学习的
探知欲。

例如在学习“辛亥革命的意义”
这一知识点时，侯增志扮演学生，然
后围绕政治、经济、思想等方面分别
作答，并请学生当老师为其评分。学

生在换位思考的过程中，对辛亥革命
的相关知识有了更全面的掌握，从而
进一步提高综合分析解决历史问题
的能力。

“猴哥的历史课一点也不枯燥，
他讲课的思路很清晰，重点明确，还特
别搞笑，我们都非常喜欢。”初三（六）
班的黄光杰说。

“要给学生一杯水，自己就得有
一桶水。”为了不断提高自己的教学
水平，侯增志多年来积极参与教育部

门组织的各类教学评比、示范课、素
质赛等活动，并潜心钻研发表了20
多篇有关教学方面的论文，获得了多
个省级以上奖项。同时，作为澄迈县
历史名师工作室的负责人，侯增志针
对我省历年中考命题趋势及考试热
点，积极组织成员开展专题研讨、集
体备课，毫无保留地和同行分享自己
的教学研究成果，充分发挥自身骨干
教师的作用，积极为提高当地的教学
质量贡献力量。

“下面我宣布一个任命决定：由黄
仁森当我们班的纪律委员，和原纪律
委员林资龙共同管理我们班的纪律工
作。”

“猴哥疯了吧！让黄仁森来管我
们？”“就是，他自己都管不住自己……”

今年3月初的一次例行班会上，黄
仁森“走马上任”的消息就像一颗炮弹

般在初三（六）班的同学们中炸开了。
原来，黄仁森是班上出了名的“调

皮鬼”，不仅上课小动作不断，还经常
迟到，据考勤统计表显示，几乎每周都
有数次迟到，上学期累计迟到次数高
达近40次。

然而，黄仁森上任后的变化却让
所有人刮目相看。他不仅以身作则，

几乎不再迟到，连学习的积极性也调
动了起来，成绩得到逐步提高。“在我
眼中，没有好学生和坏学生的区别，所
需要的是足够的耐心，去发现他们的
闪光点。”侯增志说。此外，实施精细
化管理，建立完善班级管理制度；开展

“圣贤教育改变命运”专题活动，培养
学生的感恩之心；建立家长微信群，加

强家校联系……侯增志用自己在河北
教育一线近20年的经验，结合福山中
学实际建立起一套套“定制版”的管理
优化方案。

很快，管理的效果也逐渐显现了
出来。由他所担任班主任的初三（六）
班的学生各科成绩均有了提升，其中
历史成绩尤为突出。

侯增志老师正在上课。
本报记者 罗孝平 通讯员 李健 摄

“幽默教学”讲好历史故事

把“调皮鬼”改造成纪律委员

“把全家人的心都安在海南”

2017年海南省“职业教育活动周”日前正式启动，我省各职业学校将通过参与集中展示、开放校园、服
务社区、校企互动、参加“赏名篇·诵古诗”活动等方式，展示各自的教学成果。

近年来我省职业教育实现了跨越式发展：2007年-2016年，在校生从15万人增加到21万人；年投入
从9.1亿元增长到30.2亿元，累计总投入达到220亿元。各职业院校围绕我省产业发展，开设了旅游服务
类等18大类124个专业，打造了旅游酒店、烹饪和护理等品牌特色拳头专业。

图为各职业学校学生展示才艺。 本报记者 张茂 摄

职教发展
更带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