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0月12日，西林北路绿化隔离带中工人们正在安装鹤形雕塑装

置、布置灯光，美化亮化城市道路景观。 记者 岳诚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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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者 刘驰 通讯员 刘远康

东华大学有支材料“国家队”，新冠肺炎

疫情暴发后，他们攻破国际公认高难度技术

壁垒，制备出有限次使用的医用防护服。“要

做就做国内没有的。”秉持着这样的信念，这

支“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东华大

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师团队瞄准重点领域，

用心教学、匠心育人，潜心做科研，攀向一座

又一座高峰。

“接地气的科研”突破技术壁垒
小到衣着服饰，大到国之重器，都离不开

纤维材料。近年来，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教师团队围绕国家重大战略和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对功能与智能纤维的重大需求开展了系

列工作。对他们而言，“为谁而做”是做科研的

首要命题。“做接地气的科研”一直是团队成员

的共同目标，哪里有问题，哪里就有研究课题；

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科研方向。

新冠疫情暴发后，普通防护服闷热不透气

致医护人员穿着不适的新闻报道牵动了团队

成员的心。开发出高效、广谱、安全、经济的抗

菌抗病毒防护服，也成为国家亟待解决的“卡

脖子”问题。

科研要对接国家战略，也要服务社会民

生。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师团队加急攻关防护

用无纺布，仅用 20天就完成“新冠病毒医卫防

护材料应急专项”布局。他们通过瞬时释压

纺丝成形设备，开发出高阻隔、高耐磨、高透

湿安全防护材料，从而制备出一系列有限次

使用的医用防护服，打破国外技术垄断。该

项目申请国家发明专利 17件，建立相关标准 4
项，建成了国内首条生产线，突破国际公认高

难度技术壁垒，实现了高端防护服生产和抗

疫医用。

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政策的号召，团

队开设了新的研究方向，两位博士生连续攻关

近两个月都未能取得进展，团队老师相恒学于

是一起加入科技攻关，将室内气流、管子摆放

位置、溶液配比到管内气流流速等细节影响因

素都逐一试过并排除，炎炎夏日戴着防护面罩

观察炉体内部生长高温环境的情况。最终，在

团队坚持不懈的努力下，问题被攻克。

匠心育人打造奋发有为团队
对不少大学新生而言，博导似乎离他们很

遥远，不过，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的

本科生一入学就有机会与学院重量级教授交

流学术。这得益于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教师团队的“博导班主任”育人制度，大一新生

刚入学就有机会走进实验室，七成的大二、大

三学生都能参与课题研究。

东华大学 2020级硕士生邱震铎大二时加

入博导班主任课题组，在和团队老师反复讨

论、不停实验试错中，逐渐明确研究方向和人

生规划。谈起大学四年最不后悔的事情，他说

是把大部分时间“耗费”在实验室，“如果没有

真正做过课题，不和老师深入沟通交流，我就

不知道做科研是怎么回事，更不会坚定地做出

读研的选择”。

作为一个研发高新材料的团队，学生始

终是老师潜心开发的首要“材料”。学生喜欢

什么样的课堂？如何真正发挥科研育人实

效？一直是团队孜孜以求、不断探索的重要

育人课题。

为了让学生在课堂上收获最纯正的知识

“干货”，团队邀请国内外材料学科领域知名专

家学者走进课堂；在实践教学中，将课堂延伸

到专业实习，让学生既做得了科研又下得了车

间。“实习好似一次‘魔鬼训练’，但却体验到了

课堂上无法看到的企业生产流程，掌握了大量

课本上学不到的知识。”白天在近 40℃高温的

工厂车间实习调研，晚上查阅资料、汇报交流，

忙到十来点钟是常有的事，一位学生在实习心

得中反馈。

教学之余，团队同样重视新教师的成长，

提出“1+1+1”青年教师帮带模式，三个“1”分别

指团队导师、国外导师和企业导师，多渠道帮

助青年教师在教学科研上稳扎稳打地成长发

展起来。获得今年“上海科技青年35人引领计

划”提名奖的成艳华便是在这种帮带模式下快

速成长起来的一位青年教师。

潜心“高材”培育“人材”
——记东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教师团队

本报讯（记者 张捷 摄报）登高庆重阳，

情暖志愿行。10月12日上午，由方松街道老

年协会组织的百名老人重阳登高活动在东佘

山脚下举行。100名老人平均年龄65岁，都是

街道老年协会评选出的2021年度优秀志愿者。

活动现场，老人们统一身着红、蓝两色

上衣，手举红旗，沿 300多级台阶拾级而上，

互道重阳祝福（见上图）。有的老人走不动

了，身旁的老伙伴们就一起搀扶着他继续登

高，谁也不掉队。“咦，怎么没看到郑祥瑞，他

今天没来吗？”“他呀，放心不下他去送餐的

老人，没来参加。”登高过程中，两名阿姨交

谈道。她们口中的郑祥瑞是一名坚持送餐

两年多的为老助餐志愿者。自街道开展“最

后一百米”老年送餐活动起，他便风雨无阻

地为老人送餐，台风天都不曾停歇。

同郑祥瑞一样，坚持把暖心饭菜送到老人

手里的还有齐丽华。送餐之余，她还会为老人

配药、买菜、申请长护险……“有对90多岁的老

夫妇，去年疫情期间他们的慢性病药吃完了，

我就戴好口罩、护目镜，‘全副武装’去医院帮

他们配药。”当被问及作为优秀志愿者来参加

登高活动的感受时，齐丽华笑着说道：“我很高

兴也很激动，今后我还要多为老人服务，把为

老服务的工作做得更细致一点、更好一点。”

而作为街道“老伙伴”项目唯一一名男性

志愿者的刘均朝，走在登高队伍的前列。“每天

送完孩子后，我都会到结对老人家里，帮他们

打扫卫生，洗洗碗、擦擦地。”作为一名北方人，

逢年过节，刘均朝还会做一些特色美食，拿给

老人品尝。“街道给了我荣誉，我有点激动。我

还要继续做下去，一定要做好。”刘均朝说。

爬到山顶后，老人们分组玩起了游戏，

“不倒森林”“一圈到底”两个需要组员协力

完成的项目，让大家再一次领略到“你一把、

我一把”互相帮助的重要性。

本报讯（记者 金晨旭）“走着

走着就模糊了——吴彬、冬野绘画

展”于上月在艺云阁文化艺术空间

开展，展出上海松江地区两位艺术

家吴彬和冬野的 20 幅绘画作品，

反映了两位艺术家对艺术和现代

生活的思考。展期将持续至 10 月

24日。

吴彬展出了自己几年前的一

批素描作品，主题为“返景入深

林”。“灵感源于王维的一首诗：返

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以前画画

的时候总是追求完美，觉得要努力

画得好、画得厉害，画得清晰，可如

今走着走着一切就‘模糊’起 来

了。”吴彬告诉记者，艺术是创造

和发现的过程，展出的这几幅作

品，就是他迷茫中的一种探索，画

这批作品之前，他还和朋友结伴

去了一趟神农架，徒步穿越了原

始森林，因此作品中也蕴藏了当

时的感受。

冬野则展出了 10幅油画作品，

题材多为时下生活中司空见惯的

场景或物件，通过定格纷杂、忙碌、

精致的社会环境里的影像来表达

自己对社会现象的关注。“不知何

时，手机已经成为我们身体的一部

分，日复一日的衣食住行，无一例

外难逃其束缚，所有的一切都在虚

拟与现实之间转换，这是一种很奇

怪的感觉。”冬野表示，对物质财富

的过度追求往往使人们忘记了自

我和初心，作为艺术家，希望通过

作品引发观者对当下精神生活的

重新审视和思考。

本报讯（记 者 陈

燕） 40 名大厨拿出看

家本领，烹饪出一道道

摆盘精美、色香味俱全

的菜品，以比赛形式切

磋厨艺。中山街道近日

举办餐饮行业劳动技能

竞赛，培育发掘餐饮行

业工匠人才，宣传健康

饮食理念。

“ 噔 噔 噔 ……”刀

具在砧板上快速起落，

不一会儿，一个土豆就

变成了一盘粗细均匀

的土豆丝。在切土豆

丝比赛中，大厨们展现

出高超的刀工，去皮、

切 丝 、装 盘 ，一 气 呵

成。热菜比拼环节，选

手们烹饪过程中讲究

低油、低盐、低糖，一道

道摆盘精美、色香味俱

全、营养健康的菜品吸

引 众 人 目 光 ，也 赢 得

了赞叹。比赛还设置

了擀饺子皮、点心制作

比拼等项目。

现场，评委们对参

赛选手的刀工和热菜逐

一打分，得出总分与排

名。参赛选手们表示，

此次技能比拼为选手间

提供了相互学习交流的

平台，带动大家参与到健康膳食行动中来。

据悉，为了宣传食品安全理念，比赛中穿

插了健康情景剧找茬、有奖健康知识、食品安

全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

本报讯（记者 周亮） 10月2日

10时许，G15沈海高速叶榭服务区

内，一名 2 岁的女童被独自反锁在

轿车内，所幸民警及时破窗救援，

女童身体并无大碍。

“快帮帮我，我的孩子被锁在

车里了……”10 月 2 日 10 时许，松

江公安分局交警支队高速大队民

警接到指挥中心下发的求助警情，

报警人称其车辆停在叶榭服务区

东区广场，本想下车给女儿换衣

服，不料关门后车门自动落锁，孩

子被反锁在车内。临近中午，室外

温度高达 32℃，车窗封闭，虽然车

内空调开启，但是没有大人照顾以

及在强烈阳光的照射下，坐在副驾

驶位上的2岁女童明显产生了不适

反应，并在车内乱爬。得知情况十

分危急，民警立即赶往现场。孩子

父亲心急如焚，告诉民警已尝试过

好多办法都没有成功。民警在征

得孩子父亲同意后，决定破窗救

援，在引导孩子躲到后排座椅后，

民警利用警棍将副驾驶玻璃敲碎，

成功将孩子救出。所幸救援及时，

女童身体并无大碍。

警方提醒，家长驾车带孩子出

游时，下车时务必抱下孩子并随身

携带车钥匙，切勿把小孩单独留在

车内，避免孩子被困发生意外。

本报讯（记者 李谆谆 通讯

员 徐智怡） 严厉打击非法行医

违法行为。近日，根据群众举报

线索，小昆山镇打击非法行医专

项行动领导小组办公室联合区卫

监所执法队员取缔一处无证“游

医”窝点。

执法队员在现场检查后发现，

“游医”刘某从事牙科工作，但无法

出具《医师资格证书》《医师执业证

书》和《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其

行为涉嫌非法行医。目前，区卫健

委对该人员未取得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擅自执业的行为，拟处罚没

收药品和医疗器械，没收违法所得

100元，罚款5万元。

登高庆重阳 情暖志愿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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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证“游医”窝点

2岁女童被锁车内
警方及时破窗救援

20幅绘画作品在艺云阁展出

本报讯（记者 陈燕） 一场突如其来的

大雨让老教师们措手不及，没想到一双双稚

嫩的小手为他们撑起了雨伞。10月 12日上

午9时，泖港学校上演了这暖心一幕。

重阳节来临之际，泖港学校组织退休教

职工返校参加活动。上午 9时，老教师们在

前往活动主会场的途中突逢大雨，这让没带

雨具的老教师们措手不及。此时恰逢学校

课间休息时间，学校大队部的少先队员们看

到这样的情景，马上提议要去帮助“爷爷奶

奶”们。大家一起行动了起来，一把把小伞

出现在了大雨之中。稚嫩的背影，高举的小

伞，受困的老教师们在小小志愿者的帮助

下，顺利到达主会场。

而在得知老教师们还要在学校用餐的消息

后，小小志愿者们又主动提出要为他们服务。

午餐时间，学生们带着退休老教师们来到了食

堂就座，然后将美食和热汤端到老教师面前。

可爱的孩子们用温暖的小举动，诠释了尊老敬

老的传统美德，令老教师们倍感欣慰和暖心。

文明校园展风采 重阳敬老风雨情

本报讯（记者 符静）或色彩缤

纷、或古典考究、或温馨甜蜜……日

前，九亭镇妇联开展美丽庭院（阳

台）创建活动，居民踊跃参与，纷纷

晒出自家美丽庭院（阳台），以庭院

（阳台）的“小美”助力城市“大美”。

紫金社区吴仲华家庭的庭院

名为“木香花儿飘”，院子前后处处

是风景。7年前，吴仲华买来6株紫

藤在庭院种下，几年过去了，紫藤

爬满花架。每到春天，一串串紫藤

花开满庭院，成为小区里一道亮丽

风景，引得居民们纷纷来此赏花拍

照。吴仲华还精心培育了几株盆

栽，盆景与背景墙相互映衬，别出

心裁。“我将围墙刷成白色的圆月

形，这样盆景的造型就凸显出来

了。”吴仲华说。

独乐乐不如众乐乐。吴仲华

常常请小区居民到自家庭院做客，

大家喝茶、聊天，交流养花经验，共

享美好生活。他表示，打理庭院是

自己的爱好，而将美丽庭院与人分

享，自己会更加快乐。

有人在庭院里“施展手脚”，也

有人让几尺见方的阳台变得别有

洞天。云润社区赵静家庭的空中

花园主要以原木为元素，古香古

色，非常温馨。嘉禾社区焦梦华家

庭的阳台开满了各种各样的鲜花，

色彩缤纷。

九亭镇妇联相关负责人表示，

此次美丽庭院（阳台）创建活动既

是每个家庭的一场“爱美”运动，也

是展现九亭美、城市美、人文生态

美的有力举措。

庭院“小美”助力城市“大美”
九亭镇开展美丽庭院（阳台）创建活动

参赛选手在赛场交流厨艺。

记者 陈燕 摄

团队师生讨论实验问题。 通讯员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