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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深入学习贯彻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
作会议精神，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我校思想政
治工作，4 月 10 日，学校在交流中心召开
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校党委书记李兴旺作
主题报告，校党委副书记徐养福主持会议。
中央第十五巡视组正处级巡视专员魏贻恒
应邀参加会议。
　　李兴旺系统回顾了习近平总书记在全
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讲话的重要论
述精神，深刻分析了做好思想政治工作的极
端重要性和紧迫性，并对标中央要求，结合
办学实际，就如何以改革创新理念做好学
生思想政治工作，增强教师思想政治素质，
提升思想政治工作科学化水平等方面，对当
前和今后一段时期我校思想政治工作做出
了全面部署，指明了基本方向、重要遵循和
路径方法。
     他强调，要严格贯彻中央要求，深刻领
会本次会议精神，按照“高举坚持社会主义
办学方向旗帜，围绕教师和学生两大群体，
坚持校、院、支部三级联动，落实‘四个服
务’重要使命”的总体要求，创造性地抓
好贯彻落实，确保各项安排部署落到实处、
取得实效。召开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主
要任务是要把深入学习贯彻总书记重要讲
话精神作为全校干部师生的重大政治任务，
立足学校实际，深入学习、研讨交流，力求
把握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实质，坚持不懈把
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落到实处。
　　就如何把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
精神落到实处。他谈了五点意见。一是要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切实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使命感和责任感；
二是要深刻把握坚持社会主义办学方向这
一根本遵循，进一步提高扎根中国大地办一
流大学的坚定性自觉性；三是要始终坚持立
德树人这一根本任务，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
于办学育人全过程；四是要深刻把握改革创
新这一根本要求，不断增强思想政治工作的
时代感和针对性；五是要深刻把握加强党的
全面领导这一根本保证，提升思想政治工作
科学化水平。
　　他代表校党委要求学校各部门、各单
位，全体党员干部、师生员工都要把思想认
识统一到党委决策部署上来，担负起责任，
完成好任务，不断开创学校思政工作新局
面，为全面推进学校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和建设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农业大学的伟大
事业不懈奋斗，以优异成绩迎接党的十九大
胜利召开。
　　校党委副书记吕卫东从研究制定加强
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实施方案的指导
思想、基本原则和总体目标，加强和改进学
校思想政治工作的主要任务以及任务分解
和落实要求等三个方面，就学校关于加强和
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部署进行说
明。张海成、王朝晖、于建涛、李娜分别围
绕各自思想政治工作进行典型交流发言。
　　下午，大会分十组结合学习全国思想政
治工作会议精神以及李兴旺同志的报告和
吕卫东同志的工作部署说明开展了分组讨

论，杨耀荣、赵敏娟、王文博、赵丹、杨士
同代表小组分别汇报了讨论情况。大家一致
表示通过学习交流研讨，进一步深化了对办
什么样的大学、怎样办好大学，培养什么样
的人、怎么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等根本性
问题的认识和理解，增强了做好思想政治工
作的决心和信心，明确了做好思想政治工
作的出发点、着力点和落脚点。同时提出
了许多很好的建议，为完善正在起草的《关
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学校思想政治工作实
施办法》起到重要的作用。
　最后，校党委常务副书记赵忠作总结讲
话，他从四个方面进行了强调：一是要坚
定政治立场，牢牢把握社会主义办学方向；
二是突出问题导向，着力破解难题、补齐短
板；三是把握内在规律，与时俱进创新思想
政治工作；四是强化责任落实，促进校、院、
支部三级联动，真正把思想政治工作抓到实
处、干在实处、落到实处。

                                        来源：党委宣传部

李兴旺作主题报告

学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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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讯   2000 多年前，中国古代劳动人民发明并大规模生
产丝绸制品，开启了世界历史上第一次以丝绸为媒介的东西方
大规模商贸交流，从而形成了丝绸之路。2016 年 11 月，作为
服务国家“一带一路”的重大举措，西北农林科技大学联合丝
路沿线 12 个国家 59 所大学，在丝绸之路的起点陕西、农神后
稷的故里杨凌，共同发起组建了“丝绸之路农业教育科技创新
联盟”。
联盟的成立，既是对丝绸之路历史文明的重要传承，也是推动
沿线国家与地区的农业发展、生态建设、经济繁荣、文化交流
的大平台，更是为我校走向世界发挥特色和优势、做好国际化
服务提供了大舞台。
　2011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中国农业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
樊志民教授主持申报的《中华农业文明通史》项目获批 ;2014
年他申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中外农业文化交流研究》项目获
批立项为陕西省软科学类重点项目。
     2015 年以来，学校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国家开展农业科技
推广合作，先后 4 批次组织相关专家赴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
斯坦、塔吉克斯坦、俄罗斯等国家进行实地考察，与 4 国有关
地方政府、农业高校、农业企业以及中资机构进行了交流洽谈，
初步建立了合作关系，启动了中哈现代农业示范园建设项目，
并已将部分新品种引入中亚地区试种。
      目前，我校正推动在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建设 20 个左右农业
科技示范推广基地、10 个国际联合实验室、10 个技术转移平台，
示范推广我国优势作物新品种和农产品加工标准。其中，涉及
农作物和园艺作物的中哈农业综合试验示范园、重点进行苹果
和大樱桃新品种引种与示范的吉尔吉斯斯坦农业示范园正在建
设中新丝路，新内涵。我校将切实担当起联盟赋予的各项职责，
充分发挥中国农业和农业高等教育发展的比较优势，积极向世
界各国分享中国解决“三农”问题的成功经验，为提高世界现
代农业发展水平贡献西农力量、做出西农贡献。

来西农，与你诉说一场花事 

      四月的西农，是一幅清秀明丽
的烟雨图，有小桥流水，有曲径
通幽，有花开烂漫，有翰墨书香。           
人常说美人如画，我说，西农的
画如美人，娇嫩欲滴，楚楚动人，
印证了徐志摩先生那句“最是那
一低头的温柔，像一朵水莲花不
胜凉风的娇羞”。走进西农南校
区东大门，径直穿过交流中心，
映入眼帘的是一幅 11000 平方米
大的巨画。美不胜收！已不足以
表达游人赏花感叹的心情。我想，
站在樱花路—牡丹园前拿起相机
定格这幅花卷之美的每一个游人，

都 在 内 心有 种 急 切 的疑 问 和 担
忧——西农的春啊，我该如何将
你留住？或许都在心中暗暗祈愿：
西农的花期啊，你要长一点，再
长一点；人生的花期啊，你也要
长一点，再长一点。爱到深处天
亦老，此时无声胜有声，唯有置
身美景，用美好的画面将其定格，
才算是把西农的春装进了心里，
使之成为心中的永恒。
　　春风吻，樱花嫣，四月开遍
粉红天。来西农吧，听我与你诉
说一场花事。

                               
来源：后勤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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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农的雨

窗外连绵的雨，
提醒着人们春天的到来。

与北方动辄漂泊大雨不同，
杨凌的雨很密，绵绵不断，沁人

心脾。

杨凌的雨很有人情味，
春秋时专门挑一个月下雨，
提醒着人们季节的分隔。

若是夏，
下雨多在晚上。

无论夜晚如何风雨大作，
隔天又是傲娇的太阳。

在西农的第一场春雨，
写下了第一篇论文。

在西农的第一场秋雨，
独立完成了第一个课题。

刚来时，受不了这雨的阴冷，
还大病了一场。

如今，要毕业了，
又舍不得这里的四季分明。

                                              文 /李宁

平 凡 的 世 界 里 的 女 子
                                           ——读《平凡的世界》有感

      朋友说，路遥的这部经典书籍 --《平凡的世界》，告诉
了我们，人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人为什么而活着？人生，应
该怎么过？如书上的评注所说：它是激励千万青年的不朽经
典！它确实默默地给我的内心，注入了能量，如何面对生活
的勇敢能量。他让我明白了家的意义，让我知道了年轻人如
何在苦难中不断的追求内心，让我再次认识了爱情是什么，
让我对自己的生活，充满了热爱！也许是因为年少，对于爱
情这个东西的敏感度比较高，因而想聊聊故事中的两个女子
和她们的爱情。
              田润叶和孙少安的现实爱情
      首先是润叶姐。她是因为跟少安哥青梅竹马一起长大吧，
所以心里一直爱着他，只是到了男大当婚女大当嫁的年龄，
她才发现这一颗爱情的种子。但是，她已经在黄原当国家干
部，而她的少安哥，从十三岁开始，尽管成绩优异，但被生
活所迫，成了一名庄稼人。爱情在那个年代，似乎还是很理
智的。至少少安在一次次挣扎中，理智着……他知道，他跟
润叶是不可能的，从身份、家庭情况、甚至到以后的生活，
他们都不可能在一起。
     可是，路遥笔下的女子，似乎都是超越世俗的，她们勇
敢的表达、争取自己的爱情。润叶给少安写信，说要跟他过
一辈子。少安哭了，看到信的那一刻，他很感谢润叶爱着他。
第一次感觉到爱情在这一代人心中是什么样的，他们不像诗
人那样，那么自由的爱着。他们还有家庭，特别像少安这样
的男人，他还有父母，还有弟弟妹妹，这一堆烂包等着他。
他也怕润叶跟着他，会很苦，是的，必然很苦，而他怕她不
能承受！当然，润叶也有家庭，他的父亲田福堂是不会让润
叶和这个穷小子结婚的，加上，喜欢润叶的李向前的家庭政
治背景，在被田福堂的岳父说透后，我们都认为，他们在一
起真的不可能！
      润叶在政治背景下，和李向前迷迷糊糊地结了婚。少安，
则娶了山西农村姑娘秀莲。润叶的婚后，很痛苦，在向前没
出车祸、截肢之前。少安和秀莲的爱情之花，却是灿烂盛开
着的，直到故事接近尾声。秀莲爱少安这个男人，向前爱润
叶这个女人！在创业的大起大落中，秀莲一直支持和鼓励着
少安，直至双水村小学揭幕那天，秀莲被确诊为得了肺癌。
看到这时，我的泪珠子好像在眼睛里打滚。润叶的日子终于
恢复到正常温馨夫妻生活。她一直爱着向前，那个努力过日
子的男人。

       这一段爱情，
似乎在证实着前几
日一个朋友跟我说
的：自己心里一直
执着追求的，不一
定是适合自己的。
而我更想加一句自
己不成熟的看法，
即我们，要学着去
适应，基本满足我

们条件、相对适合我们的。当然，青春里的我们，执着追求
自己的爱情，并没有错，这甚至是很多年轻人都会这样做的。
但当爱情遇到了现实，请我们都能从容些。

     田晓霞和孙少平勇敢而又让人心痛的爱情
      初遇，是少平走出对郝晓梅的爱情，是他两一起参加文
工表演的时候，慢慢认识了解彼此的。他们在高中认识后，
晓霞经常找他聊天，当然是聊关于读书的事情，以及其中的
见解。晓霞毕竟是黄原高层干部的孩子，涉猎很广，经常推
荐一些书给少平看，还在家里给他带书出来看，她成了他的
读书“引导者”。当然，这其中很大一部分因素是少平已经
意识到读书的意义。
        少平的高中，除了由于当时政局的原因，没有学到相对
多的理论知识外，他的心智却很成熟。他走出了和郝红梅的
感情，建立了自己的自信，虽然他依然衣着褴褛。他还勇敢
的救了曾经造谣并且使他难看的侯玉英，在几乎要夺去人的
生命的洪水中。还救了郝红梅，在“手帕”事件中。他的勇
敢不得不让我一次又一次的佩服。
      高中后，晓霞顺理成章的读了大学，而他，因为家庭，
回家当了庄稼人。少平拥有年轻而炙热心，农村并不属于他。
他，很难受、很迷茫、也很憧憬，最终离开了自己长大的双
水村。他到黄原揽工，做最重的体力活，刚开始，很想不干
想回家。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就是这样，既然路是自己选的，
即使爬着也要坚
持下去！他坚强
的在这苦难的日
子里，熬过去了。
同时，在黄原县，
再次跟晓霞见面，
跟着他的读书“引
导者”不断的坚
持看书。他的坚
强、 刚 毅、 自 信
让他即使是最底层的劳动者，依然活的很满足。而他与晓霞，
也越来越亲近，至少彼此的思念是这样的。爱情的花朵，在
宝塔山上开花了。少平第一次抱住了一个女生，亲吻了她。
       他们之间有过一段令人羡慕的恋爱期，就是彼此都在彼
此的身边，依恋着。后来，少平去了大牙湾，有了一份正式
的职业，矿工。那里的日子，似乎比在黄原揽工还辛苦，可
少平却并不是这么想的。我想，因为经历过不稳定的生活，
经历过各种艰难，所以少平还是很喜欢矿工这个职业。晓霞
去了铜城当记者。身份地位再次是天差地别，就像少安和润
叶。可他们并没有被现实打败，即使少平曾经失去过信心。
但是晓霞的爱，让他坚信这个女人对他的感情。
      我们似乎可以预想到他们婚姻应该是幸福的。少平应该
不会是井下矿工，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和他亲爱的晓霞一
起生活，有他们的孩子，有他们的幸福、欢笑……但作者似
乎又敲醒了我们，晓霞在一次洪水采访中，为了救一个小孩，
牺牲了。晓霞的牺牲，给了我很多思考，不单是关于他们两
个人爱情的，更是关于自己作为子女的这个角色。这样的走
了，父母是多么痛苦，爱你的人是多么受折磨。我想到了自
己，也是平凡世界中某一个家庭的女儿，可在大义面前，我
会如何抉择？少平的心碎了，我依稀还记得，他一个人去赴
约与晓霞两年前的约定，一点四十五分，在黄原宝塔山上见
面，看看彼此的变化。但，已是阴阳两隔。还好，他们曾经
都那么快乐的拥有过彼此，他们曾经那么炽热的相爱着。
                                                      

文 /曾妮

     “半生缘”三字对我而言并不陌生。十几年前，我曾陪母亲断断续续地看
了几集电视剧，那时的我虽有几分懵懂，但终究不胜剧情的繁芜冗杂，看了几
次索性由母亲独自守着电视机唏嘘哀叹。但至今，我依然清晰记得曼桢和世钧
初次在公交车上相遇时，曼桢对他莞尔一笑，如四月的春风般拂人心扉。要说
我与“半生缘”的不解之缘，有些荒唐的是，并非始于张爱玲的原著，而是它
的英译本《Half a Lifelong Romance》。
       该译本出自美国一汉学家金凯筠女士。她苦心经营数十年，始终致力于将
张爱玲的小说谱写为他国凄美绝伦的语言符号。这次翻译《半生缘》，金女士
用了整整六年。在这六年里，她与作者张爱玲“同声相应，同气相求”，试图
用最美的译文再现原著的神采风貌。翻开小说扉页，开头那几行字读后便难以
从心中抹去，字字珠玑，扣人心弦：He and Manzhen had met… a long time ago. 
Working it out, he realized it had been fourteen years since then. Quite a shock! It 
made him feel, suddenly, very old. Time does fly for the middle-aged: a decade whips 
by in the blink of an eye, a flick of the fingertips…” 是啊，时间如流沙，悄无声息

地从指尖慢慢滑过。他和曼桢从中偶然相遇，自此却结下了半生的姻缘。
      曼桢家境窘迫，为了供弟妹读书，她不得不每天下班后再接几份零工以贴补家用。纵
使终日奔波劳累，行程满满，但有世钧陪在身边，曼桢反倒觉得日子过得有滋有味。他们
曾在车站告白又告别，在小巷索吻，在他乡疑虑又思念，在对方家做客吃醋。前半生他们
是缘，情投意合，琴瑟和鸣。然而，他们终究没有逃过后半生的劫，那场始料未及的玩笑
捉弄了这对苦命鸳鸯。
       曼桢的姐姐曼璐因误会妹妹，一时糊涂却酿下了终生大错。一边是自己手足同心的妹
妹，一边是自己无恶不作的放浪之夫，曼璐为了苟且讨取丈夫的欢心，亲手将妹妹的幸福

埋葬于丈夫的魔爪之中。曼桢遇害后一直被监禁在姐姐家里，直至临娩前去医院才有幸在
一年后初次走出那梦魇般的家门。这一年，她饱经折磨，终日幽禁在那件小屋里。曼桢为
了逃离不舍白昼地拼命砸窗，那双柔荑玉手早已血肉模糊，伤痕累累，渐渐干枯失泽。这
一年，她未曾不在痛苦中憧憬着，幻想世钧识破姐姐的圈套，奋不顾身地前来救她。爱情
的妒忌与猜疑让世钧冲昏了头脑。在曼桢被幽禁的一年里，世钧轻易听信了曼璐的谎言，
未曾发觉任何蹊跷，始终傻傻地认为曼桢不胜家人的旨意，被迫嫁给了有钱人家。在这一
年里，这种自卑的念头啮噬了世钧的整个内心，他没有勇气去面对这不堪的一切。他不想
惊动曼桢婚后理应幸福的生活。于是他选择了悄然退出，成全曼桢，后来便另组了家庭。
可他哪曾知道，曼桢心里一直藏匿着他，空守着他，憧憬着他。
      这一别便是十四年，两人再次相逢时纵使泪如断珠，激情欲烈，曼桢那句半晌后的凝
噎“世钧，我们回不去了”终是道破两人渺茫的未来。如今他们两人各有家室，即便年轻
时的爱情再轰轰烈烈，不惑之纪的他们终不可为年少时的儿女情长卸去当下的家庭之担。
回想十四年前的每一次遇见，都如昨日般历历在目。对于那时的他们，三年五载就可以是
一生一世。
      十四年后，世钧在一次整理书本时不经意间翻到曼桢当年写给自己的情书，在信尾跃
然写道：“世钧，我要你知道，这世界上总有一个人是永远等着你的，不管是什么时候，
不管在什么地方，反正你知道，总有这么个人。”世钧看到最后几句，心里一怔，就好像
她正对着他说话。隔着悠悠岁月，还可以听见她的声音。他想着，“难道她还在那里等着
我吗？”只是，那时的人和心情，恐怕是再也等不到了。
        就好像的张爱玲那段广为流传的文字：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所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
中，时间的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晚一步，刚巧赶上了，那也没有别的话可说，
惟有轻轻地问一声“噢，你也在这里吗？”                                                     

文 /董芳

图 /校研会新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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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样的老师学生喜欢？自然是会讲课的老师。那
么，哪类老师算讲课达人？学者、科学家、演讲家，
甚至表演家 ? 如果我们把这些色彩集合一体，再加入
亲情成份，会有怎样的结论？答案不言自明，理学院
博士生导师高锦明教授达标了。
　　          课堂气场足
　　凡听过高锦明老师课的人，无不为他的声音洪亮、
气宇轩昂、表情丰富、激情澎湃、口若悬河、旁引博
证而折服。
　　“我嗓门大，连上四节课不喝水都行，音量一点
也不受影响。上我的课，让你睡不成！”高锦明一脸
傲骄。学生们确实佩服不已。“高老师不用麦克风，
后面都能听到，整个教室都回响着他慷慨激昂的讲课
声，一页 PPT 他能讲很久，完全脱稿，洪亮的声音和
丰富的知识点让你无法分神。”
　　偶有抠手机、小声说话的，高锦明自有办法。
　　“我刚讲的这种重要药用植物成分请大家用手机
拍照保存，记载下相关数据。”于是，一阵手机啪啪响。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手机控，不让看手机，手难受，
我不束缚他们。这不，手机派上用场了，为课堂服务
了。”高锦明说。他在课堂上边走边讲，来回走动，
从不长时间伫留一处，目的就是要吸引所有人的眼球。
“看到上课说话的，高老师就走到他们跟前，也不讲
什么，或者下课走过来，问是不是课没讲好、不吸引人。
谁也逃不过他的法眼。”本科生耿雪说。
   “有的老师讲完课就走人了，其他不管，到我这可
不行！我认真教，你得认真听，我们要互相尊重。教
书和育人一样重要！”高锦明语调不由分说。
　　“好玩”和“好听”是刘印寅同学对高老师的评
价。“他讲课特别有趣，日常生活中的洋葱、人参都
可进入课堂内容，而且他爱笑，声情并茂，每节课都
会讲一个小故事、或者自己的一个小经历穿插在讲授
的内容中，特别好玩。”除讲故事、讲经历外，有时
高老师还会在课堂放一段电影，播放中央台播出的有
关科教片，如超级细菌、寻找新药、健康服务等，“讲
课不可照本宣科，那样学生的兴趣就不浓了，必须要
有前沿知识去拓展他们的视野。”高锦明说。
　　听他的课，他投入，你沉醉；他看着你高谈阔论，
你望着他津津有味。
              授业有真经
　　21 世纪是生物科学的世纪，近十年来，每年一度
的诺贝尔化学奖都是以分子研究为基础的化学家与生
物学家轮流分享，特别是 2015 年 10 月，中国屠呦呦
先生在抗疟药天然产物 " 青蒿素 " 发现成为首位诺贝
尔奖获得者，天然产物和医药在新时期的巨大开发潜
力和广阔发展前景令世人瞩目。
　　“必须吸收国内外最新发展成果，拓宽学生的视
野。作为一名老师，不能只囿于教学，应该结合自身
的研究成果，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这一理念在高锦明脑中异常明晰。
为了让学生们了解天然产物化学研究的最新进展，他
让学生带着问题查资料、编译 Nature 等著名杂志上的
最新综述，老师在课堂介绍研究动态，专家进行专题
学术报告，学生撰写相关研究领域的文献综述。为激
发学生的学习兴趣，提高课堂教学质量及教学效果，
课前他布置“专题”，让学生自己围绕“专题”查资料，
自学使学生的学习由被动变主动。

　　在课堂上，他采取多元化教学方式，把传统教学
方式与现代 Mooc 教学等方法融合统一，专题提问、
研讨，鼓励学生上讲台，以 PPT 形式做文献解读 , 调
动了学生思考和积极参与。
　　为培养提升学生们的科创能力，他推行了以学生
为中心的开放式实验教学模式，将省级化学实验中心
基础课开放实验室、天然产物化学开放实验室和导师
所在校院两级科研平台三个层次，向不同年级的学生
开放。同时采用了以突出学生“自主”为原则的教学
模式，从实验方案的设计、资料的搜集、技术路线的
确定、实验室仪器设备的准备以及溶液的配制等过程
全部由学生自主完成。
　　这种模式下，一些优秀学生可提前进入导师所在
的校院两级科研平台实验室，参与天然产物化学领域
或跨学科领域的科研课题组的实验项目，或做毕业论
文研究工作。此外，教学团队还制作了内容丰富的多
媒体教学课件及网络教学资源库，课件形象化、趣味
性，加深了学生对分子立体结构的理解。
　　目前，天然产物化学系列理论课程教学已逐步由
单纯的讲授变为以课堂讲授为主，辅助专题讲解、学
习讨论会、学生撰写文献综述、媒体动画和网络教学
等多元化模式的互动教学。而实践环节课程则突破过
去单纯的技能传授形式，采取综合运用基于问题的互
动讨论教学法，推行以学生为中心的开放式实验教学
模式，从而充分发挥学生的学习主体作用。
　　为了让同学们领略到不同教师的授课风采，学习
到不同教师的授课特长，高锦明邀请了国内高端人才
如两院院士、国家杰出青年及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以及
国外名校学者等给本科生授课或专题讲座，加强与世
界一流大学、科研院所进行合作，将国内外优质资源
有效融合到教学科研工作中。
　　同时，组织本科生假期到国外学习交流，研究生
联合培养等等一系列育人途径，让学生紧跟学术前沿，
使他们的羽翼日渐丰满而雄劲。

              育人爱心满
　　“只要事关同学们的未来发展，他总会在关键时
给予全力支持。对我们本科生，高老师总会询问你今
后的方向，他常说‘如果考研可随时找我，需要推荐
信我来写’。”耿雪说。
　　老师的敬业严谨以及对学生孜孜不倦的引导令硕
士生王媛媛体会尤深：“但凡看到好的文献、有了一
些好的科研思路，即使在晚上 11-12 点，高老师也会
用微信分享给我们，他时刻都在鼓励着我们。你晚上
11、12 点给他发邮件，也会马上收到他的回复。” 
　　博士生淡文佳跟着高老师多年了，这个长发温婉
的女孩谈起自己的导师充满了敬仰：“高老师一周七
日不休息，对工作充满激情和热爱，在我们实验室每
个人都能体味到他的关怀，不仅在我们需要时该出手
时就出手，还常常能享受到他外出归来的礼物，分享
到别的学生送他的礼物。”
　　目前，高锦明先后培养了 60 多名研究生包括 18
名博士研究生，2009 年以来，指导研究生发表 SCI 论
文 80 余篇。
　　2010 年范华芳来校工作，开始科研工作一片迷茫，
基金项目也拿不到，高院长看到这个情况，就建议他
去外面开拓眼界。后来，安排他去中科院上海有机所

学习，范华芳用了一年半时间攻读了博士后。在外的
学习，理顺了他的科研思路，多项基金项目申请陆续
步入正轨，2013 年至今，他顺利拿到了两项国家基金
委项目、一项中国博士后项目、一项重点实验室开放
课题项目，在 SCI 上发表论文 4 篇，并于今年顺利评
上了副高职称。
　　“他帮助我定位未来方向，引导我在事业的征途
上大踏步发展，他是领导，也如长者。我惟有在教学
科研工作中更加发奋努力，以不负他的期望。”范华
芳说。
　　严要求、重关怀这两点让青年教师张强深有体会。
“高老师是个特别爱钻研的人。科研方面他注重给我
讲授方式方法，另外特别上心讲给我们一些新信息，
如谁评上杰青了、长江学者了，晚上很晚也会打电话。
我明白他说想让我们更加明晰研究的方向，当然还有
励志的成份，他希望我们追求有目标。同时，对我们
要求也非常严格，比如每次上课前一定要查阅、收集
至少一篇文献，自己先吃透，再给学生解读。虽然要
求严格，但关心厚重，在学术工作方面总是给我们年
轻老师倾斜支持。”。
　　“他热爱自己的专业，也想把这份热爱传递给我
们，让我们都投入热爱到事业中，所以他课内课外，
对学生非常负责，对我们也是一片良苦用心。” 张强
颇为感慨。
　　而理学院引进人才王进义教授则亲眼见证了高锦
明十年的辛勤付出。“十年来理学院发展变化显著，
高院长起了推动学院发展的主导作用。”他如此评价
道。
              卅载蕴深情
　　仲夏的一个上午，在有些狭小且稍显凌乱的办公
室里，高锦明娓娓讲述着自己的为师情结。
　　“从小我就喜欢讲课，这份热爱已渗入到了骨子
里。1986 年我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时，就想只要能教
书一定要尽全力、毕生去做好。一转眼，来杨凌已经
三十年了，在杨凌、在西农我度过了人生中最宝贵的
三十年，这也注定我要有一个交待。
　　“从教 30 年，我始终喜欢这个职业，喜欢与学
生融为一体的感觉，我是为教而生的。作为一名教师，
深感没有科研的教学缺乏生命力，难以提升教学水平
和教学效果，要遵循教育规律和人才成长规律，改进
教学方法，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知识日新月异的时代
变化。教书只是手段，育人才是目的，作为教育的主导，
首先必须具有渊博的知识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后面的
路还很长，我将继续努力！”
　　因爱而执著，为爱而竭力。三十年春华付出季，
五十载收获正当时。

为  教  而  生
   高锦明，现任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天然药物化学研究室主任 , 西部植物化学国家工程研究中心首席科学家、陕西省陕南中药产业发展
专家顾问组成员、陕西省生物农药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陕西师范大学“药用植物资源与天然药物化学教育部重点实验室” 学术委员会委员及陕西
省中药材质量检测中心主任。主要从事有机化学、植物化学、天然药物化学、有机分析等课程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以及医药、保健品、化妆品研究开发工作。
研发成功治疗前列腺疾病的国家三类新药“复方雪参胶囊”。曾先后主持参加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2 项），“863”计划（1 项），“九五”和“十五” 国
家科技攻关等20多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国内外学术刊物上发表了90多篇论文，其中15篇科研论文被 SCI 收录和1篇被EI收录。申请国家发明专利3项。

来源：党委宣传部

                                           石声汉奖学金颁发         来源：党委研工部

    4 月 13 日，“石声汉奖学金”颁奖仪式在我校举办，6名研究生获奖。研工部副部长聂海主持颁奖仪式。
　　研工部部长杜永峰介绍了 “石声汉奖学金”的设立背景，简述了石声汉先生胸怀祖国、慎思笃学、献身
科学的一生，鼓励获奖研究生立足科研，扎实学好专业技能，培养创新思维，做一个像石老先生一样不负时
代重托的公民，力争成为有真才实学的创新型人才，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做出贡献。
　　石声汉先生子女代表石定枎为获奖研究生颁发证书并赠送书籍。随后，她为同学们讲述了石声汉先生的
生平事迹。她说，石声汉幼年家贫又体弱多病，但是克服困苦坚持读书，特别是刻苦研读中国古典书籍，少
年的勤奋为后来翻译古典文献、写作诗词打下了坚实基础；在辛树帜先生的帮助下到国外攻读研究生学位，
为了实现“科学救国”的抱负，志愿到条件艰苦的西北工作；响应新中国号召，开始从事农业史研究，在文
革期间虽然饱受摧残但是一直坚持科研。石定枎希望同学们继续传承“西农精神”，将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奉
献精神、治学精神、爱国精神传承下去，为祖国的繁荣昌盛贡献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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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更好的提升我院学生职业技能，切实解决学生就业问题，
近日，由经济管理学院研究生会主办的“银在未来，一职有你”
系列活动顺利完成。本次活动共分为两个部分——银行招聘知识
讲座、银行模拟笔试，共吸引到来自全院各年级本科生及研究生
约 150 人参与。
　    对于经济管理类学生而言，银行是很好的就业选择之一，本
次活动正是契合学院毕业生实际就业问题，是一场有专业性、针
对性的求职类指导活动。
        3 月 19 日，学院邀请到中公教育的唐哲老师在经管园林大楼
C101 报告厅首次举办了银行招聘知识讲座。主讲人唐哲老师首先
对整个银行考试招聘的流程作了简要的介绍，同时介绍了各大银
行考试的区别以及简历制作、笔试的大致考点、面试的仪容仪表

以及特别注意的问题都一一作了详细的指导。她幽默而又详尽的
演讲不时引来了阵阵掌声，演讲中的诸多“干货”也让同学们受
益匪浅。
        3 月 26 日，学院在三号教学楼举办了银行招聘笔试能力测试
模拟，本次笔试全程由中公教育的老师出题并阅卷。考场上，精
心准备的同学们自信挥毫。最终根据笔试成绩，评定出一等奖 2 名，
二等奖 4 名，三等奖 6 名，同时颁发了获奖证书及精美奖品。
 在此次银行模拟笔试活动中，不仅让低年级学生对银行考试有一
个更加深入的了解，同时高年级的同学也能提前进入考试现场，
为随后而来的银行招聘做好充分准备。本次活动为同学们提供了
一个展示自我、认识自我的平台，同时也为学院毕业生的就业工
作打了坚实的基础。                                                                    

 文 /吴春生

【经管学院】“银在未来，一职有你”活动顺利举办

        对话创业，开拓创新 
                                                                      ——“what is innovation ？ ” 主题沙龙

3月 24 日，由校党委研工部、研究生院和校团委联合主办，校研究生会承办的研究生创新创业
分享沙龙之“what is innovation ？”主题活动在北校区东区超市二楼创客空间展开。参加本

次活动的嘉宾有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创业导师汪红梅副教授、西安锦华生态技术有限公司研发总监
沈锋同学、杂粮师傅牌小杂粮烘焙食品创始人曾红梅同学、杨凌普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蔡仕彪同学。  
　　活动中特邀创业导师汪红梅副教授以“什么是创新创业”为切入点，向大家做了题为“互联
网背景下的创新创业”的报告。汪老师在多年研究的基础上指出创业是一个过程，它是在具有不
确定性的市场机会中追逐“最大可能”的利润项目，并进行投资和管理的过程。在回顾“互联网+”
的创业大背景时，她号召在座的同学要进行技术型创业，要培育互联网时代的新思维，将所掌握
的科学知识转化为现实的生产力。                                            

文 /唐文龙

    　 

       4 月 12 日，由陕西研究生微信公众号周数据公布的最新媒体
微信公众号排行榜（67 期）中，我校研究生微信平台“西农研究生”
以 WCI 值 659.97 的高分荣登榜首。其中，在文章周数据排行榜（67
期）中，我校研究生会新媒体工作部的一篇推文《你的最美樱花
女神》以阅读量 27477，点赞数 172 登顶冠军。本推文是以研工部、
团委及校研究生会主办开展的“惜农情”研究生交流交友系列活
动为依托，同时还推送了活动相关直播等推文。值得一提的是，
从我校研究生微信公众号升级以来，每周的排名都稳居前五。
　　据悉，此次监测范围从 4 月 2 日至 4 月 8 日，对陕西省所有
高校研究生新媒体公众平台的一周总阅读数、一周总点赞数、一
周热门文章阅读数等数据进行统计，并对各媒体微信公众号一周
传播力及互动影响力进行排名。                                                 
                                                                                                                   来源：研工部

陕西省高校研究生会主席交流会在我校召开 
                                                                          来源：校团委

       4 月 9 日，陕西省高校研究生会主席交流会在我校国际交流中
心 210 会议室召开。
会议以“心传承、新改革”为主题。陕西省学联主席臧彦铭结合《学
联、学生会改革方案》提出了三点要求：第一要加强政治性。作为
学生组织，要定位于国家重要治理体系，搞好自身政治建设，加强
学生干部与组织的政治性；第二要加强先进性。各级学联、学生会
合理有效根据学生的需求，不断创新、不断改革，在保证传统工作
的基础上要不断涌现新理念、新想法和新思路，以增强学生组织的
先进性；第三要加强群众性。通过开展影响性、引领性的活动，不
断提高活动的参与度，真正融入研究生群体，发挥学生组织的思想
引领作用。
　　西安交通大学、长安大学、陕西师范大学等 10 余陕西省内高
校研究生会主席，我校研究生会全体干部、各研分会主席参加了此
次会议。会上各院校研究生会干部围绕研究生会如何做好传承、做
好梯队建设、不断通过改革保持研究生会活力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
探讨，并对自己在研究生会工作中的所得所感进行了沟通交流。会
后部分与会人员参观了校园及博览园。 
　　据了解，我校研究生会自成立以来，始终坚持以全心全意为全
体研究生服务为宗旨，以倡导学术创新、繁荣校园文化、引导科技
潮流、服务社会发展为出发点，针对与研究生密切相关的心理健康、
学术教育、文体娱乐、权益维护、就业实践等方面开展了多次活动，
获得了我校研究生的高度认可。

“西农研究生”微信公众号首次登顶陕西

研究生会微信公众号周数据排行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