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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刘丹丹
通讯员 赵浩琦

“我今年一定要抢到！”最近，温

州医科大学眼视光学院学生们讨论

最多的话题是“抢名额”。原来，今

年“川藏青高原光明行”暑假公益活

动就要启动了，这是该项目的第十

个年头。

到底是何种魅力吸引学生们如

此踊跃？带着这个疑问，记者走进

温州医科大学一探究竟。

从67台到1025台
“百分百投入时，世界就会给你让路！”

洪亮的嗓音、干练的短发、昂扬

的神态，初见陈洁是在晚上7点，此

时她刚结束一个会议，脸上没有丝

毫倦态。作为温医大附属眼视光医

院党委副书记，陈洁是“光明行”的

发起人和见证人。

“我后悔没有早点来，如果早20

年来这里，我的人生会大不同。”回

忆起2012年第一次参加“光明行”，

陈洁难掩激动。那是她第一次到海

拔4300米的高原，20人的团队从西

宁出发，穿越戈壁，翻过雪山，走过

青海玛多、久治，第一次知道“高反”

有多可怕。

“我们的队员经常是剧烈呕吐

完再回到工作岗位，拿起手术刀的

那一刻，就能打起100分精神，这就

是信念的力量。”令陈洁错愕的是，

由于地广人稀，加上夏天藏族群众

忙于农活，十几天的时间里，他们只

做了67台手术。“我们要做更多的手

术！”“我要带更多学生来！”第一次

“光明行”结束时，这两个念头清晰

地印刻在陈洁的脑海里。

回到温州，陈洁马上行动起

来。“你设想做多少台手术？”听完陈

洁的汇报，时任温医大副校长吕帆

教授抛出了一个问题。“我想做1000

台！”陈洁没想到自己脱口而出的这

个数字立马得到了认同，吕帆即刻

点头：“我们可以的。”这样的信念正

是他们团队挑战极限的开端。

在学校的支持和社会力量的帮

助下，2013年“光明行”公益医疗项

目正式启动。一个200多人的团队

驱车5天5夜从温州来到四川色达

县，寻找藏族群众集中点。车子开

到半路油箱干了，得走两个小时去

找油；泥石流塌方，河水中的汽车残

骸触目惊心；一台手术断了5次电；

医疗设备出现“高反”停止工作……

一路走来，他们困难重重。

“当看到他们热切的眼神时，一

切都值了。”有位藏族年轻人为了让

母亲获得一次筛查机会，用平板车

拉着母亲走了好几天来到筛查点，

那双磨破的脚震撼了陈洁的心。

同时，陈洁也实现了带学生来的

心愿，2013年的“光明行”有33名学

生参与进来。“这些年参加‘光明行’

的学生，如今都成了一线骨干医生，

而且都在坚持做‘光明行’。”陈洁说。

1023、1024、1025……当笔尖

写下最后一个数字时，陈洁的眼睛

湿润了。无数次差点放弃又拾起来

的目标，超额完成了。“在帮助别人

的同时，我们完成了自我的精神洗

礼。”陈洁感慨道。

从输血到造血
“跟着老师来，带着学生去！”
李小曼是2013年参加“光明行”

的学生之一，如今她是温医大附属

眼视光医院低视力专科主治医师。

从2013年至今，她每一年都会参加

“光明行”。“去过一次就上瘾了！”李

小曼笑着说，今年自己还会去。

“被需要的感觉，真的太棒了！”

那时的李小曼在读博士二年级，陈

洁的一举一动，她都看在眼里记在

心里。“在高原的每一分钟，都比课

堂上学到的要多。”如今成为教师的

李小曼，带着她的学生继续参加“光

明行”。在这一堂高原思政课上，团

队协作和仁心仁术的精神在传承中

缓慢流淌，浸润人心。

白天遇到问题，晚上抓紧看书

解决，这是“光明行”团队成员的共

识。“每天从早到晚，看着排长队的

患者，我想能多看一个是一个，让他

们重见光明是我们的使命。”李苗苗

是温医大附属眼视光医院公益医疗

处副处长，第一次参加“光明行”时，

她是眼视光医师。

“很多人都是平生第一次接受

专业的视力检查，这个机会对他们

来说，太难得了。”李苗苗说，对藏族

群众而言，“光明行”就是一束照亮

人生的光。

“授人以鱼还是授人以渔，是我

们一直在思考的问题。”陈洁坦言，

高原情况复杂，需要因地制宜制订

援助方案，没有“吃遍天的一招

鲜”。温医大附属眼视光医院党委

书记张建表示，院领导班子高度重

视，将“光明行”项目作为学院医院

帮扶的系统工程，摸索出“政府合

作、援建中心、培养人才”的三位一

体“造血”通路，至今共援建“联合眼

视光中心”11家，培养藏族眼科医护

人员16名。

“我看到了！看到了！”2020年

一个阳光明媚的早上，纱布被缓慢揭

开，52岁的牧民央加激动地喊出声，

失明10余年的他，终于能看清家人

的笑容。就在前一天，温医大附属眼

视光医院副院长陈蔚教授带着来自

温州的一片眼角膜，赶到海拔4500

米的西藏那曲市人民医院。在这里，

他一边吸着氧缓解“高反”，一边为央

加实施了深板层角膜移植术，这也是

那曲的首例角膜移植手术。

这次陈蔚还带了一个“宝贝”——

“5G眼科远程诊疗系统”，有了它，温

州的眼科专家可随时对千里之外的

患者进行密切的术后随访。不仅那

曲，四川省小金县人民医院、西藏嘉

黎县人民医院等10多个较偏远地区

合作医院的远程门诊室，都已经建

设完毕。

第100次和第1次
“这是医学生的一节必修课！”
“有一位驼背接近90度的爷爷

要做白内障手术，他没办法平卧，手

术很困难。于是，我们用厚厚一摞

手术巾垫在他的头下，半蹲在手术

台下，帮忙扶住头，抱住脚，让主任

顺利实施了手术。”谈到那次难忘的

经历，孙睦涵脸上洋溢着满足的笑

容。第一次参加“光明行”时，他还

是大三学生。

乍来高原，这些95后的表现，让

教师们惊讶。“我做的都是重复性的

工作，比如测视力、测眼压。对我而

言，他是第100位患者；但对于他们

来说，这可能是第一次做视力检

测。”想到这里，孙睦涵感觉肩膀上

的担子重了很多，“尽管疲惫，但要

保持100%的细心和耐心”。

细心和耐心对一名眼科医生而

言就是职业的底线，在高原的几十

天，孙睦涵还对“扶贫”有了全新的

理解。“祖国的一些角落还有很多需

要帮助的人，很多想要重新获得光

明的人。”如果不是“光明行”，从小

生活在经济发达地区的孙睦涵，永

远都不知道预约一次白内障手术竟

会这么难。

“培养‘能做事、能创新、有情

怀、有自信’的未来眼科人才，是我

们的目标。”在陈洁看来，“光明行”

的9年坚守正是学校育人工程的一

个缩影。“你收获了什么？”这个问

题，陈洁问过很多参加“光明行”的

学生。

2019年，“光明行”项目获得全

国“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

青年红色筑梦之旅金奖，以及全国

唯一的精准扶贫奖；2020年，该项目

入选第十一届“中华慈善奖”。今年，

又入选了教育部2021年100项高校

思想政治工作实践育人精品项目。

“我收获的不是奖项和荣誉，

而是内心的满足和对职业的认

可。”学生们的回答，让陈洁感到惊

喜和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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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工大学子在“疾步”中
重温长征故事

本报讯（通讯员 孔 凯 阙 霄）“快，走起来！我们离

长征里程数又近了一些！”近日，浙江工业大学的校园“沸腾”

了起来，由860名学生组成的“新长征小队”加入到学校食品

科学与工程学院主办的“重走长征路，奋进新征程”党史学习

教育中。

据了解，本次活动将“微信运动”步数作为统计工具，以

1步换算成实际长度0.7米。学生们在强健体魄的同时深切

感受革命先烈们艰苦奋斗、不怕牺牲的精神。“860人平摊红

军长征总里程数，本以为还算轻松，谁知除了每天的上下课

路程、校园跑以外，我们还要额外运动30分钟才能达到要

求。”机械工程学院2020级机电控制专业学生王栋浩感触颇

深，“可想而知，80多年前，红军在环境恶劣、食物短缺等情

况下的长征路是多么艰辛。”

通过7天的不懈努力，最终大家以5100万余步的成绩共

同完成了红军长征总里程数。活动期间，发起人每天晚上会在

微信群、钉钉群内分享当日“新长征小队”所到达的红军长征地

点和事迹，学习先辈精神，引导同学们自发学习、交流和感悟。

“生活在象牙塔的我们应铭记这段刻骨铭心的历史，化

几代共产党人的时代精神，成就今日我们日行不辍的拼搏精

神。”生物工程学院2020级生物技术专业学生陈华锦表示，

“以党为荣，以国为傲，如此，便能成就非凡的自我。数亿个

非凡的个体，就组成了更加辉煌的祖国。”

5月29日，作为第七届浙江省国际“互联网+”大学生创
新创业大赛的同期活动，由嘉兴学院原创的红色话剧《初心》
百校巡演公益活动在学校梁林校区举行。据了解，为迎接建
党100周年，嘉兴学院开展了“百年百场，初心向党”党史学
习教育，将以100场公益巡演向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献礼。
图为演出现场。 （本报通讯员 张雅茹 周奕成 摄）

温医大：接力行走在高原的思政课

火烙画葫芦、棕编、洋湖陶艺

是诸暨的优秀传统工艺，也是非物

质文化遗产。前些年，这些非遗项

目的保护和发展一度步履维艰。

“村里的年轻人不感兴趣，我日夜

担心它失传。”年逾70的棕编技艺

传承人寿新灿为此忧心忡忡。

不过，2017年，因为一所职校

的努力，这些非遗不仅“活”了下

来，而且越“活”越好。

这所职校就是诸暨技师学

院。非遗的保护传承与产业振兴

一直是个难题，文化部门在传承

优秀文化方面一直很用心，但是

见效甚微，诸暨技师学院是如何

破解的？

纳入教育体系，让非遗后继有人
棕编曾经是诸暨同山镇唐仁

村村民赖以生存的技能。那是改

革开放初期，该村家家户户自制棕

绷床出售。后来，因出现席梦思，

农村流行的棕绷床渐渐淡出家庭，

唐仁村的棕匠们也纷纷改行。寿

新灿是少数几个还保留老手艺的

棕编艺人。他18岁开始学棕编，

20多岁就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棕

匠。人家改行，他因为实在喜欢一

直坚守，就把原来用以制床的手艺

改为做棕编工艺品。他的作品曾

获第四届中国浙江工艺美术精品

博览会金奖、中国民间绝艺大赛优

胜奖。他本人在2006年被授予

“诸暨市艺术家”称号，2007年被

授予“绍兴市首批艺术家”称号。

可就是这样的“技术咖”也救

不了棕编技艺的没落。打破这一

僵局的是诸暨技师学院的一个决

策。2017年，诸暨市非物质文化

遗产保护中心联合诸暨市教育体

育局、市文化广电旅游局组织开展

非遗进校园活动，诸暨技师学院结

合学校的工艺美术专业，率先在校

内开出了传统手工技艺课。

校长王铁江认为：“非遗要传

下来，关键一点就是要有传人。靠

传统的师傅带徒弟教学模式来培

养，传一个是一个，效应很小。我

们要传承，首先就是改变这种低效

模式，将非遗人才培养融入现代职

业教育，通过课堂的集聚效应，来

最大效能地传播技能，扩充人才。”

学校第一个引进的是绍兴市

级非遗项目——火烙画葫芦。传

承人王继达现年76岁，从事种植、

火烙画葫芦30余年，进校前他的

绝活已经找不到接手的徒弟。学

校给他设立了一个大师工作室，在

校内展示推介他的作品，并以选修

课的形式让学生自主报名，一下子

就有48名学生报名参加。选修课

由大师和学校教师同堂授课，教学

过程即生产过程，学生作品即产

品。火烙画葫芦项目开课不到一

年，教师蒋鸣东成了非遗火烙画葫

芦第五代传人。

现在，诸暨技师学院有上百名

学生学会了火烙画葫芦技术。学

生邱晨斐的作品在绍兴市首届中

职工美专业优秀作品赛中获一等

奖，王一仰的作品获诸暨市新生代

传统手工技艺大赛铜奖。这让王

继达非常开心，他说：“原来我担心

火烙画技术要在我这里断了，现在

好了，后继有人，人才济济。”

与火烙画葫芦一样，诸暨技师

学院又引入棕编、洋湖陶艺等非遗

项目进校，以建立大师工作室、开

设课程等方式来传承，都受到了学

生的欢迎。

提升生命力，让非遗满足现代审美
非遗传承人有了，但另一个问

题还需解决：在当代，非遗为何没

落了、生命力不强了？

诸暨技师学院的领导班子为

此进行了调研，发现这些非遗技艺

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产品老化，跟

不上当代人的审美需求。王铁江

说：“有的东西只适合放在博物馆、

文化馆观赏，缺乏实用性，自然也

就没有生命力。”

非遗要有生命力，创新是最好

的保护与传承。为此，诸暨技师学

院利用已有的师资力量，在坚守传

统工艺核心价值的基础上，开展了

传统项目的创新，打造出的新产品

受到了市民、游客的喜爱。

诸暨本土的洋湖陶艺传承人

杨长国是看到了火烙画葫芦、棕编

进校产生的巨大效应后，于2019

年2月主动找诸暨技师学院对接

的。很快，杨长国和该校的美术教

师黄雨松“对上眼”，他们一起组建

了陶艺兴趣小组，取名为“陶花

岛”。此后，他们除了授课，就是商

议陶艺创新技术，现已研制成功王

冕陶印、陶式菜肴等“好米陶”系列

作品，并复活了一些绍兴传统土陶

器，如鲁迅笔下的“狗气杀”“筷滞

笼”“盐钵头”“腐乳坛”等器皿。

学校还集合非遗人才培养需

求进行了校本课程的设计和开发，

目前有《火烙画葫芦》《王冕陶印》

两本非遗校本教材。此中，大师、

教师、传承人、学生都是课程建设

的主体，课程体系和课程内容根据

教育教学活动和保护传承活动的

实际情况及时进行动态调整，以此

把原来的“死”课程变为“活”课程，

不断地融合创新。

“现在，只要省市有文化展览，

我们一定在邀请之列。”蒋鸣东说，

这次在省技校博览会上该校的葫

芦作品就大放异彩，吸引了兄弟学

校的教师前来观摩。

校地深度融合，让非
遗产业化发展
寿新灿现在除

了每周三到学校授

课4节，其他时间就

在唐仁村的棕编文

化传承中心忙碌。

这个中心是 3 年前

同山镇为推动乡村

游，弘扬棕编非遗开

设的，地点就在村宗

祠隔壁的大书房。

“今年，这里已

经接待研学的学生

和外来游客上千人，

他们主要来了解、体

验 同 山 的 棕 编 文

化。”来的人每人支付20元的学

费。走时，可带走自制的小棕刷，

对自制作品不满意的，寿新灿就赠

送诸暨技师学院学生编的作品。

因为来体验的人越来越多，最近，

镇里还将刚修整好的村宗祠交给

寿新灿，作为带教场所。

寿新灿说：“非常感谢诸暨技

师学院，有很长一段时间，我的棕

编无人问津，在学校的帮助下，我

对作品进行了新的构思定位，使得

它们更贴合现代人的需求。产品

门类拓展了，档次提高了，销量也

有大幅度提升。”

早在“非遗进校”前，诸暨技

师学院就成立了王冕艺苑，参与

者为校内喜欢艺术的教师。“非遗

进校”后，学校以这支队伍为重点

培养对象，请非遗大师进行“传帮

带”，然后又通过他们去帮着非遗

传承人研究市场，对接诸暨文化、

旅游等部门，珍珠、制酒、制茶等

行业，看看有什么结合文章可以

做。通过这样的对接，火烙画葫

芦现推出了可用于饮茶、饮酒的

葫芦工艺器皿。洋湖陶艺与诸暨

地方特色小镇酒乡同山合作制作

了同山烧酒坛，与珍珠之乡山下

湖合作了珍珠陶印。

为转化教育成果，诸暨技师

学院王冕艺苑于2018年创立了

“育才1号工美创业园”，鼓励师

生通过微店、网店销售自己制作

的非遗作品，有序推进非遗传

承。因价廉物美、设计新颖，这些

火烙画葫芦、棕编制品、陶艺印章

等产品供不应求。

诸暨技师学院：依托产教融合，传承本土非遗
□吴东亮 应柳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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