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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李妍蓉 胡琼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近日， 美国国家仪器公司与湖南大学电
气与信息工程学院签订协议， 在测控技术与
仪器专业联合建设湖南省虚拟仪器技术高校
教师培训基地。 这是继双方合作建设湖南大
学虚拟仪器联合教学实验室、 虚拟仪器俱乐
部、产学合作育人示范基地之后，又一深度合
作项目。

近年来，美国国家仪器公司（NI）、美国德
州仪器公司（TI）、美国福禄克公司（FLUKE）
等， 纷纷与湖南大学测控专业开展了实验室
共建、创新人才联合培养。

海外企业缘何纷纷抛出橄榄枝？
“这是被我们的学生‘圈粉’啦！”湖南大

学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以下简称测控专业）
学科带头人滕召胜介绍， 测控专业2017届宋
同学，因动手能力突出，签约深圳大疆创新科
技有限公司的实习期年薪就高达39万元，传
为行业佳话。毕业生薛连秋、梁巨劲、崔攀峰、

陈彰文等，在实习期结束就“靶向就业”实习
企业杭州海兴电力科技有限公司。2016年，湖
南大学测控专业一次性通过工程教育专业认
证， 为工程类学生走向世界提供了具有国际
互认质量标准的“通行证”。

这一成绩取得得益于湖南大学在该专业
实行的教学改革，让学生跳出“走马观花”式
实习，立足实际需求增长工科教育理论知识。

从2000年开始， 滕召胜提出教学改革设
想：邀请“企业导师”进校。他们先后4次修订
专业培养计划与课程体系， 制订企业培养实
施计划，形成校企深度融合的人才培养机制。
10多年来，每年都有不少来自企业一线的“导
师”来校授课，正式受聘测控专业的“企业导
师”就有15位。与此同时，开设“中青年教师训
练营”，每年派遣3至5名青年骨干教师前往行
业龙头企业培训和锻炼，同“企业导师”一道
指导学生实习。20年前仅剩3位专业老师、办
学难以为继的测控专业， 现在已拥有19名专
任教师，平均年龄不到40岁。

2003年以来，校企导师共合作指导了300

多名学生的创新训练与实际项目研究， 测控
专业学生在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 中国
大学生“挑战杯”创业计划竞赛、中国机器人
大赛等国家级学科竞赛中获奖39项； 在湖南
省“挑战杯” 竞赛等省级学科竞赛中获奖45
项。这个每届仅有两个班、60人的全校最小工
科专业，成了学校学科竞赛获奖最多的专业。

10多年来，测控专业努力拓展“朋友圈”，
为学生积攒了一批“令人艳羡”的校内外实习
基地。传感技术实验室、电测实验室、智能仪
器实验室、虚拟仪器与网络测控实验室等4个
校内实验室， 让学生足不出校便能完成认识
实习。杭州海兴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浙江
亚龙教育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长缆电工科技
股份有限公司等10余家企业陆续参与到湖南
大学测控技术及仪器专业卓越工程师教育培
养计划中， 成为湖南大学稳固的联合培养创
新人才实习基地。

“以后我们还将积极拓展工科海外实习
基地，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推进‘新工科’的建
设与发展。”滕召胜说。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徐亚平）3
月25日上午，“隆平文化驿站” 首站在平江
县瓮江镇新棚村挂牌成立， 袁隆平院士担
任隆平文化驿站理事会名誉理事长兼首席
科学家。

“隆平文化驿站”面向全国的基层乡镇
（街道）、村（社区）建立站点，将在2018年
建立不少于300个驿站，3年内力争建成
1000个驿站。驿站将开展农民课堂、庄稼
医院、助学济困、美丽乡村建设等一系列公
益活动，把精准扶贫、乡村振兴落到实处。

“隆平文化驿站”在发起过程中，得到
了袁隆平院士的大力支持。 袁隆平院士倡
导的“乡村振兴、文化先行”的理念，正是

“隆平文化驿站”的成立宗旨。省农科院农
产品加工研究所党委书记、 袁隆平的学生
方志辉表示，过去更多强调给农村送种子、
送科技， 现在更强调给农村送文化、 送爱
心。“隆平文化驿站”提倡送文化下乡、助学
济困、关爱留守老人儿童、捐赠爱心物资、
义诊等，增添了更多慈善、公益的内涵。

挂牌仪式上， 长沙市天心区红十字会
志愿服务队现场给10名儿童和老人各捐赠
1000元现金和相关物资， 坤禾生物给村民
捐赠了5吨微生物有机肥，湖南省国际稻都
农业技术研究院给村里捐赠了农村移动无
线Wi-Fi信号覆盖设备，方志辉还给村民开
展了农业政策和技术知识的现场讲座。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李传新
通讯员 周蓉荣）我省首个大众急救科普示
范社区日前落户长沙市芙蓉区文艺路街道
社区服务中心。湖南老年健康大学“养心俱
乐部” 也在省人民医院托管的省政府机关
二院医院内成立， 省人民医院的医学专家
将不定期为附近居民传授和普及心脏疾病
的预防与治疗知识。

据了解， 全球每10秒钟就有一人因心
脑血管疾病而死亡，我国每年猝死人数达到
54万人，超过80%以上的心脏骤停都发生在
医院外。心脏骤停的抢救黄金时间仅4至6分
钟。在这个时间内，救护车和专业救护人员

往往没有办法很快到达现场，任何一个社会
人都可能成为“第一目击者”。如何普及第一
目击者的急救知识， 提高施救者的急救技
能，是心肺复苏领域的研究热点。今年以来，
省人民医院通过多次活动多种方式向大众
强调急救意义、普及急救方式。省人民医院
副院长李泉清介绍，“所谓‘第一目击者’，原
意是指患者心脏骤停发生后，在现场第一个
做出反应、采取急救行动的人。这个人不专
指医生，可以是患者身边任何人。省人民医
院首开老年健康大学‘养心俱乐部’，旨在促
进人们树立正确的健康观念， 普及急救知
识、训练更多成熟的‘第一目击者’。”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记者 余蓉 通讯员
易希平 陈茜）24日至27日，2018年全国职业
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工作研讨会在长沙
民政职院举行，来自全国的400多所职业院校
共1700余人参加研讨会。

职业教育专业教学资源库是目前职业教
育领域唯一保留的中央财政支持项目，是优质
校建设的重要指标。自2010年启动以来，已立

项建设88个专业教学资源库、1个民族文化传
承与创新资源库（含10个子库） 和1个学习平
台， 初步形成职业教育优质教学资源建设体
系，覆盖了农林牧渔、交通运输等19个高职专
业大类。资源库建设各单位共建共享，能解决
不同地区、 不同学校之间的教育不平衡问题，
对推动学校人才培养质量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长沙民政职院院长李斌介绍， 本次研讨

会主要是探讨如何进一步推进职业教育专业
教学资源库的建设与应用、 提升资源库建设
质量和应用效果。现在进入大数据时代，学校
在建资源库的时候一定
要和信息化建设同步，
这样资源库才能为学生
所喜爱， 真正做到碎片
化学习。

科教前沿

� � � �湖南大学以电气与信息科学的测控技术与仪器专业为试点, 推行本科教学
改革，为高校工科实践教学探索出新路———

拓展“朋友圈” 打造“国际范”

“隆平文化驿站”首站平江挂牌
袁隆平院士助推公益和慈善

湖南日报3月26日讯 （记者 李传新）
由湘雅医院发起成立的全国玫瑰痤疮医联
体专病联盟昨天正式挂牌，全国18个省市
自治区的103家县级以上公立医院加盟。
此举将带动我国玫瑰痤疮的临床与基础研
究， 促进全国皮肤科对该病的诊疗技术的
提高。

据了解， 玫瑰痤疮是一种好发于面部
反复发作的顽固性皮肤病， 主要表现为面
部潮红、红斑、皮肤敏感，少数患者可表现
为鼻部肥大发红，因而俗称“酒糟鼻”。玫瑰
痤疮在我国的患病率预计在4%左右，且以
中青年女性居多。 湘雅医院皮肤科主任谢
红付介绍：“酒糟鼻实际是一种民间流传但
在医学领域并非严谨的说法， 因为玫瑰痤
疮有90%的患者主要体现为面部潮红，仅

有10%左右的患者体现为鼻子肥大发红。”
玫瑰痤疮主要分为红斑毛细血管扩张型、
丘疹脓疱型、肥大型、眼型4种类型。由于该
病与其他面部敏感疾病如脂溢性皮炎、湿
疹、特应性皮炎、激素依赖性皮炎、痤疮
等常见病极为相似，加之基层医生对其认
识不足， 因此误诊、 误治现象较为普遍，
普通民众一般认为是“面部过敏”“皮肤
敏感”， 导致很多患者病情反复， 甚至越
来越严重 。“早期脸色发红就要引起重
视，不要以为红脸蛋就是水色好，很可能
是玫瑰痤疮的早期发作症状。” 谢红付提
醒， 正确治疗让该疾病的预后十分理想，
能够让症状明显缓解。 患者应注意防晒，
长期使用保护角质的医用护肤品，尽量少
用粉底和彩妆。

全国玫瑰痤疮医联体专病联盟
在湘雅医院成立

湖南首个大众急救科普示范社区
落户长沙

训练更多的“第一目击者”

全国职教专家共研专业教学资源库建设

花为媒
筑亲情

3月26日， 长沙市雨花区
长钢社区佳润新都小区，81岁
的党员苏经纬（右二）在指导居
民养花。2011年开始， 苏经纬
老人和社区其他4名党员成立

“花友之家”，义务指导、帮助小
区居民种花、 护花。 整个小区
497户居民有491户种上了鲜
花，党群关系也更加亲密。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通讯员 熊其雨 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