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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9年，15岁的廖先文走上工作岗位，在将乐
县古镛镇桃村小学担任民办教师。面对每月微薄
的工资，眼看着身边许多人辞职创业，他的内心也
曾蠢蠢欲动。可是，当他面对孩子们那一双双求知
若渴的眼睛时，他最终决定专心教书育人。

1983年 9月，他获得到宁化师范学校学习的机
会。两年后，毕业分配到将乐县黄潭学区。此后，
他扎根乡村教育，先后在黄潭、高唐、漠源、万安等

乡镇任教。
任万安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期间，廖先文一

直致力于学校的课改研究，他坚信每个孩子“天生
我材必有用”，只要用恰当的方式去挖掘，就能引领
他们遇见更好的自己。他牵头组织实施了名师工
程、青蓝工程，注重发挥各科任老师优势，开展教研
示范活动，不断提升学校教学水平。在他的带领
下，万安学校教学质量综合比率均居全县学校前
列，连续3年被县教育局授予“教育质量优胜单位”，
2020年 12月，学校被省教育厅确定为“乡村温馨校
园建设典型案例学校”。

万安学校有学生795名，其中留守儿童就有421
名。在廖先文的推动下，学校积极实施“情暖万安
关爱留守儿童”工程，先后投入资金40多万元，完善

“一房五室”建设，建立关爱留守儿童的社会志愿者
和“爱心家长”体系，为留守儿童幸福成长撑起一片
蓝天。

六年级学生蓝孙武的家庭是县里的精准扶

贫户，廖先文主动提出和蓝孙武结对子。去家访
时，廖先文极力劝慰想让孩子辍学的蓝孙武家
人：再苦不能苦孩子，再误不能误教育，书还是要
读的，有什么困难我一定尽力帮助你们。在多次
上门沟通后，最终与蓝家人达成共识让孩子继续
上学。

2020年 12月，廖先文不幸患病，在福建省立医
院做完肺部原位癌手术后不久，医生建议要多休
息，他却在术后不久，便迅速返回工作岗位。面对
家人不放心地劝他休息一阵迟点返校，他说道：我
是书记，是校长，只要还能站起来，就要守好自己的
岗位。现在学校这么多事情，又处于疫情防控的关
键期，我怎么能置之不理。

一步一脚印，花开自有声。从一名青涩的民办
教师到从教多年的老校长，廖先文把青春奉献给了
乡村教育这片沃土。他一路走来，桃李满天下，芬
芳泽四海，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都留下了他坚实的
脚印。 （来源：将乐先锋）

选择物理：始于成绩，忠于了解

因为机缘巧合，黄志高高考后进入了福建师范
大学物理系学习。黄志高说：“在我们那个年代，人
们都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由于我高
中物理成绩接近满分，老师认为我有这方面的天
赋，就建议我报考师大物理系。”作为一个农村学
子，黄志高其实并不太了解当时的学校、专业之间
的区别，只是出于对老师的尊敬与信任，便报考了
福建师范大学物理系。

进入大学系统学习之后，黄志高才知道物理还
分为这么多方向，大至天文宇宙，小至基本粒子，物
理学的星辰大海开阔了黄志高的眼界，他发现物理
学科的尺度和研究范围是非常广阔的。物理的多
样化，让黄志高真正对其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黄志高在物理学中的主要研究方向是凝聚态
物理，这个专业名词对于不了解物理的人，可能第
一次听不知道它为何物，黄志高解释道：“我们所有
的世界都是由物质组成的，物质一般分为气态、液
态和固态三种。凝聚态物质主要指固态物质，同时
还包括许多液态物质，诸如液氦、熔盐、液态金属，
以及液晶、乳胶与聚合物。凝聚态物理顾名思义，
它是研究凝聚态物质的物理性质与微观结构以及
它们之间的关系，即通过研究构成凝聚态物质的电
子、离子、原子及分子的运动形态和规律，从而认识
其物理性质的学科。凝聚态物质具有各种各样的
光、电、磁、力学和热学等性质，这些物质是当今科
技发展和产业应用的基础。”黄志高参加科研工作
数十年，最先做的是磁性材料和磁记录材料，后来
又负责先进材料设计工作，最近十几年，重点研究
锂离子电池。

教学名师：坚守一线，注重教改

1984年毕业之后，黄志高留校当了助教，先做
了两年兼职辅导员工作，之后一直从事教学和科研
工作。“我在 1984年毕业以后就留在当时的物理系
工作，到现在为止已经有 37年的工作时间了，除了
2011—2014年期间在南京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外，我
一直没有离开过我们的学校、没有离开过自己热爱
的教学岗位。”黄志高说。

34岁时，黄志高成为当时福建师大最年轻的教
授。他先后主讲了 6门研究生、本科课程。即使成
为院长之后，他还是每年都坚持为本科生上课，目
前仍然教授着三门本科生的课程，同时还担任着博

士生和硕士生的导师，指导学生。黄志高教学生涯
三十余载，从 1996年就开始担任硕士生导师，到目
前为止，带过的博士生有十几位，硕士生有五六十
位。黄志高带过的第一个硕士如今已经是莆田学
院的副院长，曾担任过莆田团市委书记。

坚守教学岗位之外，黄志高十分注重教学改
革。他所带领的教学团队，早在 20世纪 90年代就
开始了教学改革之路，在教学改革方面取得了显
著的成就。团队先后获得国家级特色专业、国家
级一流专业、国家级精品课程、国家级精品资源共
享课、国家级一流课程、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
心、国家级教学团队、国家级本科专业综合改革试
点、国家级虚拟仿真实验项目、国家“十二五”规划
教材。特别是，2009 年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
奖，2017年和 2020年分别获得福建省教学成果特
等奖。

如今，黄志高团队的教学改革紧跟当下高校的
发展潮流，在课程建设初期就开发了“大学物理实
验”精品资源共享课。他们制作了很多课程视频，
投放到网络平台上，以供全国各地的学生学习，近
几年又开发了“固体物理学”“储能原理技术”等线
上课程。其中，“储能原理技术”是由黄志高教授主
编的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专业联盟的统编教材，也是
全国唯一上线的中国MOOC课程，至今为止，全国
已有40多所高校使用了他们主编的教材和慕课，为
人才培养做出了贡献。

学院发展：建立优势，培养人才

黄志高初来福建师大时，福建师大正复办物理
学系不久，当时的科研条件非常差。“我们就在这样
艰苦的环境中开始了科研之路。”黄志高如是说。

2003年时，师大物理系、实验中心合并成立了
物理与光电信息科技学院，2012年时又拆分成为了
物理与能源学院、光电信息工程学院，正是此时，黄
志高正式被聘为物理与能源学院首任院长。黄志
高非常重视学院的发展，他认为：“发展学院首先要
做好人才培养，其次做好科研和社会服务。发展科
研要靠特色取胜。在某一个领域做到领先，做到别
人都不能替代的时候，就形成了优势。做得有特
色、做得和别人不一样，才能有更好的发展空间。”

在黄志高带领下，福建师大的物理与能源学院
全体师生团队不懈努力，逐渐形成了独到的研究方
向和特色优势，打造了量子调控与新能源研究的

“品牌”。福建师范大学物理与能源学院目前拥有

国家级物理学实验示范中心，以及省重点实验室，
省科技厅、发改委工程研究中心，省工信厅创新平
台等国家级、省级创新平台。

黄志高介绍了学院的学科发展蓝图，重点讲述
了学院发展的“一二三四”宗旨：“一”是指“一个中
心”，以一个物理学一级学科的发展为中心；“二”指

“两个特色”，即学院发展注重量子调控和能源材料
工程两个特色；“三”指“三个交叉”，即物理与材料、
化学、信息技术的交叉；“四”指“四个研究方向”，分
别为量子信息和量子调控、新能源材料与工程、超
导材料与工程、先进功能材料与器件。

作为一名杰出人民教师，黄志高深刻地认识
到，人才培养是学院发展的基石。黄志高说：“如
今，福建省新能源相关的产业非常庞大，如宁德时
代，股价 500多元，其动力锂电池出货量全球领先，
其研发实力居国际领先水平；厦钨新能，股价 90多
元，是国内锂离子电池正极材料最重要的企业之
一；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新能源企业。总的来说，福
建省目前在储能产业发展势头强劲，其对储能科学
与工程的人才需求也是非常迫切的。因此，我们必
须建设好储能科学与工程、新能源科学与工程两个
专业，以便更好地服务能源产业。”

黄志高认为人才的培养，既要脚踏实地，又要
仰望星空。黄志高说：“我一直告诫我的学生，做事
要脚踏实地，不管是博士还是硕士，都要从最基本
的工作做起，有服务意识，不能好高骛远，眼高手
低；除了脚踏实地，还要仰望星空，人应该有志向，
有目标，有追求，如果一个人没有追求，他的人生必
然会平平淡淡。”另一方面，黄志高希望现在的年轻
人能做到“人人为我，我为人人”。他认为只有互相
帮助，才能做到团结协作，才能和谐发展。

谈及自己一路走来的经历，黄志高发自内心地
感谢中国共产党。黄志高从小在党旗下长大，他的
父亲也是一名老党员，从小接受着共产主义理想的
熏陶。大学时期，他就担任学生干部，积极带头参
加学生工作，成为他那个年级第一批入党的两名党
员的其中之一。

黄志高说：“改革开放初期，我们这代人，恰青
春，正年少，在这一时代的浪潮中发挥自己的价值，
同时也受益良多。”如今的黄志高已经有将近 40年
的党龄了，他一如既往地热爱中国共产党，也带着
爱国爱党的情怀发展学院、做好科研、培养人才，继
续创造自己的价值。

（来源：就业与保障 作者：林超君、唐思慧）

石狮市第三批非遗传承
人黄荣宗的纸扎手艺精湛，尤
其擅长人物形象，从神态、动
作到服饰的展现都精妙绝伦，
让人感受到石狮非遗技艺的
无限魅力。

纸扎在民间又称糊纸、扎
纸、彩扎等，是将扎制、贴糊、
剪纸、泥塑、彩绘等技艺融为
一体的民间艺术。

黄荣宗的祖父黄会宝在
1905 年至 1947 年时，就是石
狮永宁一带有名的民间纸扎
手工艺术家，黄荣宗 9岁时跟
随父亲黄国平学习纸扎技艺，
后从事该行业，20 世纪 70 年
代至 80 年代，黄荣宗在石狮
和晋江龙湖一带纸扎业内就
颇有名气，制作过很多乡村宫
庙的王爷神像。20世纪 90年
代，黄荣宗跟随改革开放的大
潮流开始创办服装企业，如今
企业已由子女接管，黄荣宗退
休后继续从事纸扎制作技艺
创作，为石狮的非遗文化贡献一份力量。

黄荣宗的纸扎作品，均取竹、纸、绸为主要材
料，以竹、蔑为骨架，以线团缚部位，糊彩纸以装
饰。他擅长创作色泽艳丽、造型拙朴寓意明快的
各类纸扎品。每每有人看到黄荣宗的纸扎作品，
都会发出连连惊叹：“这真的是用纸做的吗？”

从事服装行业出身的黄荣宗特别擅长制作人
物的衣服，他能将服饰衣纹用折叠法做出自然优
美的动态，加上剪贴装饰，可达到逼真动人的效
果。黄荣宗的关公、周仓、关平以及仙女、孙悟空
等纸扎作品造型逼真，堪称艺术品。

（来源：学习强国福建学习平台 作者：胡丹扬
文/图 作者单位：石狮日报）

教学一线的拓宽者
——专访福建师范大学物理与能源学院院长黄志高

黄志高于1980年考入福建师范大学，1984年

留校任教，从学生到教师有40多年了。他是福建

师范大学物理与能源学院的首任院长，也是福建

省物理学高原学科的、物理学一级博士点学科带

头人。近年来，黄志高教授主要从事纳米磁性材

料、先进材料设计及锂电池能源转换与储存等方

面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省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等，参与国家“973”项目。黄志高教授一

心坚守在教学科研一线，曾获国家教学名师奖、

“万人计划”领军人才等多项奖项。他为人谦逊，

当谈到自己的成绩时，黄志高教授只是说：“做好

教师工作，是我最重视的事。”

采访中，黄志高教授聊起了他来到福建师大后

的教学和科研经历，以及物理与能源学院从无到有

的发展历程。

扎根乡村40载 甘为教育铺路石
——记全国优秀教师、省级高层次C类人才廖先文

廖先文，将乐县教育局责任督学、全国优

秀教师、省级高层次C类人才、全省优秀共产党

员、全市优秀共产党员、全市关心下一代工作

先进工作者、三明市优秀教育工作者、将乐县

第十四次党代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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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1版）同时，聚焦产业链布局人才链，紧
盯重点产业急需紧缺，用好用活政策，大力引进重
点产业人才和团队。三明市深入开展“院士专家
三明苏区行”活动，广泛征集技术需求150多个，帮
助 41 家企业与 136 位院士专家进行项目技术合
作，实现科研成果超过百项、专利超过百项、创造
产值超过百亿元。

特别是发挥省内和本土专家作用，探索建立了“专
家工作站”“专家工作室”和“院企战略联盟”新模式。
2021年以来，全市新建各类院士专家平台10家、总数达
46家，累计29位院士和186位专家进平台工作。

坚持用好存量与做大增量并重，三明市实施
三明“后生仔”青年人才培育工程，出台大中专院
校毕业生留明就业“十条措施”，推进落实清华大
学、北京大学人才合作交流协议，助力一批青年产
业人才留明创业创新，推动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
发展进入“快车道”。

产业引领，花香“蝶”自来。三明市开展了“扬
帆绿都·圆梦三明”为主题系列校园招聘活动，组
织 500余家企事业单位赴 14所省内外高校，举办
校园招聘会14场，提供就业岗位上万个，达成就业
意向高校毕业生1500多人。

深耕细作深耕细作，，打造最优人才生态打造最优人才生态

水积而鱼聚，木茂而鸟集。三明市始终秉承
爱才惜才的理念，倾力塑造人才服务品牌，全力打
造“近者悦、远者来”的人才生态。

2021年初，三明市制定下发人才工作要点，采
取“责任制+清单化”形式推动工作落实。同时，明
确市委人才工作领导小组工作规则，制定进一步
强化全市人才工作合力的措施，最大限度发挥党
管人才工作的杠杆效应和辐射作用。

着力构建统一领导、科学决策、高效运行的党
管人才领导体制和运行机制，三明市按照组织部
门牵头抓总，发挥职能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
之智，优化工作布局、理清责任链条，推动形成人
才工作新格局。

健全完善党委联系服务专家制度，组织走访
慰问各类人才 417人；依托“一站式”服务平台，实
现与教育积分入学平台对接，帮助122名高层次人
才子女入园入学；着眼中心城市优质地段，筹集房
源1950套，为引进高层次人才在住房、生活等方面
提供全方位保障；2021年以来全市累计兑现各级
各类人才补助资金近3000万元……一个个民生实
事，敲开了人才愿意来三明、愿意留三明的心门。

此外，为进一步营造拴心留才的良好环境，三
明市各地因地制宜，打造各具特色的人才之家服
务体系，培育打造了三明中关村科技园人才驿站
等 30家人才驿站（人才之家），累计举办各类活动
超150场次，评选认定首批市级示范站8家。

从人才制度集成创新，到打造产业人才高地；
从创优环境为人才办实事，到推进人才服务改革，
全市人才工作正奋楫扬帆，奋力推进三明全方位
高质量发展超越，以实际行动迎接党的二十大胜
利召开。 （通讯员 郭良贵）

为老区振兴浇灌人才“活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