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朱教授的三个“讲台”

□本报记者 史晓琪 本报通讯员 苗苗

金秋九月，一个收获的季节。

这个金秋，对于 59岁、坚守教学一线 34年的河南中医药大学

教授朱现民来说，更是丰收之年。9月 9日，全国第 32个教师节前

夕，他在省人民会堂光荣接受了第二届“河南最美教师”的嘉奖。

在讲台上从容讲授几十年中医学课程的朱现民教授，领奖时却

有些紧张。他说，我的讲台跟这个奖台差别有些大。

会说单口相声的老师

9 月 8日，周四下午选修课，上课铃声响
起，董晶淼身着长衫，手拿快板，快步走进教
室。只见他上台鞠躬，以一口流利的贯口作开
场白，引来掌声一片。

“有趣吗？想学吗？”董晶淼问，学生应声
连连。

董晶淼是郑州市实验高中的一名90后语
文老师，从教刚刚两个年头。但他的名头可不
小，全校学生都知道这个会说相声的老师。美
声方言版报菜名、分角色试演单口相声《黛玉
之死》……他自己会说，学生们在他的引导下，
也初试莺声。

作为90后老师，董晶淼当然不止有这一把
“刷子”。两年来，他先后开设了《千古文人侠客
梦——金庸的武侠小说鉴赏》、《从指环王到霍
比特人——走近托尔金笔下的科幻世界》、《语
言可以这样美——朗诵艺术鉴赏与实践》、《梦
里花落知多少——中国文人的生死忧思录》、
《笑的艺术——相声文化与表演实践》、《男神教
你填词作赋》等八门校本课程，涉及民间曲艺、
文学鉴赏、电影赏析、文化品评等诸多门类。

在金庸武侠课上，董晶淼和学生一起修炼
九阳神功、品读葵花宝典；品中国文人课上，师
生一起看顾城、读鲁迅、结识林徽因；三行情诗
课上，他们一起读诗、赏诗、写诗……“董老师
的课堂幽默机智，妙趣横生。”学生李妙涵说，

容纳150人的报告厅里常常爆满，蹭课学生甘
愿站着听。

“改变自己才能改变学生，最终改变课
堂。作为语文老师，我想让学生感受到语文的
魅力，深深地喜欢上语文。”对董晶淼来说，三
尺讲台是他实现“英雄梦”的舞台。

董晶淼说，他愿做一名有个性、有梦想、有
情怀、能吃苦的老师，努力打造有文化含量的
智慧课堂，不负学生的期待。

懂二次元的文艺范

“他们的世界有二次元，有动漫，有东野圭
吾（日本作家），我的世界也必须有这些。”郑州
外国语学校高二语文老师李楠如此说。

同是90后，董晶淼在引导学生的兴趣，而
李楠却是适应学生的内心世界。

去年刚从华中师范大学中文系毕业的李
楠，深谙学生的想法。她和学生亦师亦友。李
楠说，她愿意和学生保持平等的关系，这样彼
此相处起来更融洽。

但在引导学生读书上，李楠却丝毫不含
糊，中国传统经典名著、世界名著，还有刚刚获
得国际大奖的科幻小说《三体》等小说，她都要
求学生去阅读。“学生们有自己的兴趣，但不能
丢掉经典。”李楠说，想拥有文艺范不能缺乏经
典文学的素养。

郑州市第47中学的语文老师赵琳也是一
位90后，她带的第一个班是国际班。“国际班

的学生英语成绩相对更重要，其他应试课学生
往往不怎么重视。”赵琳说，这种情况下，如何
让学生喜欢语文课、喜欢阅读中国文学，颇费
思量。

但赵琳有自己的方法，她向学生推荐自己
喜欢读的书，遇到喜欢的电影，她看过之后再
推荐给学生看。在学生眼里，她是一位贴心和
充满新知的大姐姐。她的语文课也因此特有
人气。

“语文特级教师程红兵说过‘课堂教学一
旦失去文化，所剩的就只是知识的位移、技能
的训练和应试的准备。’教师的文化自觉决定
课堂教学的成功，决定课改的成功，教师应该
以文化自觉成就‘有文化’的课堂。”赵琳说。

同为90后的语文老师，王瑜觉得自己更像
个保姆。王瑜是郑州市幸福小学的 4年级老
师。她既是语文老师又是班主任，毕业后带的第
一个班级是小学一年级，之后一直跟班到现在。

“小孩子的世界并不小。”王瑜说，即使是
刚入学的小朋友，了解的东西也非常多，了解
世界的途径完全开放，孩子们的思维往往像成
人一样充满理性和睿智。但孩子毕竟小，他们
还处在成长阶段，有许多不懂的地方，因此，王
瑜觉得在带一年级、二年级时，更多的角色不
是老师、班主任，而是保姆。学生们有什么悄
悄话，也愿意跟她说。

但毕竟是90后，王瑜也有自己的小宇宙，她
喜欢看书，每次逛街会选择不同的地方，“不能让
发展的都市把自己给遗忘了。”王瑜说。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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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 王平）9月 13日，记者从省卫计
委流动人口管理处获悉，河南省流动人口发展研究
课题签约仪式近日在郑州举行，河南省人口信息中
心与中国人口发展研究中心达成协议，共同助力我
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工作。

本次研究建立在我省流动人口数据的采集与分
析基础之上，对河南人口流动及其经济社会影响作
出科学判断分析，这其中包括卫生计生公共服务、劳
动力与产业结构调整、人口老龄化、脱贫攻坚、人口
健康、农民工、城镇流动儿童、农村留守儿童、留守老
人等一系列问题的研究，从而提出在当前形势下促
进我省流动人口服务管理、促进实现两个百年目标
发展的政策建议。

人口迁移流动不但是影响人口发展的重要因
素，也对我省产业结构调整、城镇化进程，乃至中原
城市群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我省流动人口计划生
育管理信息系统已有8年的数据库积累，累计有超
过1050万条流动人口个案信息，迫切需要整合为河
南流动人口大数据资源。”省卫计委副主任谢李广表
示，通过对这些数据的比对分析，可以把握我省人口
流动发展状况及其规律，达到指导全省流动人口服
务管理工作和预测工作方向的目的，对全省卫生计
生事业发展以及经济社会发展作出贡献。⑥10

河南省流动人口
发展研究课题启动

说说孩子接种疫苗那些事

90后新锐教师:让语文课有魔力

“教师之为教，不在全盘

授予，而在相机诱导。必令

学生运其才智，勤其练习，领

悟之源广开，纯熟之功弥深，

乃为善教者也。”这是教育家

叶圣陶的名言。做一个“善

教者”，是一代又一代教师孜

孜不倦的追求。

不同年代的教师，会有

不同的时代标签。当 90 后

为人师表时，他们会呈现怎

样的精彩？新锐、麻辣、时

尚，与众不同。这大概是他

们的共有特征。

速递

聚焦

核心提示

朱现民多次受河南省中医管理局的委托，
到全省各地培训医务人员，普及三伏天“冬病夏
治”贴敷技术、督脉铺灸技术、火针应用技术等
基层中医药适宜技术，足迹几乎遍及我省各个
县乡级医疗机构。为了让更多人受益，朱现民
特设“公开邮箱”zxmgkyx@163.com，密码
168168168，方便基层医务人员随时下载他亲
手制作的培训资料。

2011年9月，朱现民受省卫生厅委派，任河
南省卫生厅第二批援疆医疗队队长兼党支部书
记，带领23名全省各地医疗人员赴新疆哈密市

进行援疆服务。
2014-2015年间，朱现民参与联合国千年

发展目标公益主题活动，参加北京善医行村医
培训帮扶中心活动，义务培训来自全国各地的
村医。两年间，他分别到河南、湖北、云南等地，
分5次培训村医800余人。2015年底，朱现民
带领村医奔赴云南鲁甸地震灾区，为地震中受
伤的灾民义诊服务。

再有一年，就要离开熟悉的讲台了。朱现
民说，希望退休之后把“讲台”开设到更多地方，
让更多人感受中医药的神奇和伟大。⑥10

□本报记者 马雯 本报通讯员 卢祎舟

日前，已经缺货两个月的免费“脊灰疫
苗”针剂（IPV）已经抵郑，这对于许多有宝宝
的家长无疑是个好消息。但也有不少家长尤
其是新手爸妈比较困惑，到底应该如何正确
给宝宝接种疫苗？面对一些国产和进口疫
苗，又该怎样选择？

“糖丸”退市，如何接种脊灰疫苗？

据了解，我国目前使用的“脊灰疫苗”
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口服脊灰减毒活疫
苗(OPV)”，另一种是“注射脊灰病毒灭活
疫苗(IPV)”。其中，口服脊灰减毒活疫苗
(OPV)从型别上又分为“三价口服脊灰减

毒活疫苗 (tOPV)”和“二价口服脊灰减毒
活疫苗(bOPV)”。以往，孩子出生后需要
吃 4次糖丸即 tOPV，其中，出生后 2个月、
3 个月、4 个月时各吃一次，等孩子 4 周岁
时再吃一次，以加强免疫。但从今年 5 月
1 日开始，根据国家卫计委要求，以往“吃
四次糖丸”改变为第一次注射脊灰病毒灭
活 疫 苗 (IPV) 即“ 灭 活 针 ”，后 三 次 口 服
bOPV。

“IPV疫苗纳入国家免疫规划以后，无论
在补充免疫、查漏补种或者常规免疫中发现
脊灰疫苗为‘零剂次’的目标儿童，均要接种
一剂 IPV，根据规定，适龄儿童可免费接种
IPV。”郑州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李锋
表示，“如果 IPV出现临时短缺，首剂也可服
用bOPV。”

进口疫苗和国产疫苗，如何选择？

“一些疫苗，既有国产又有进口，我们家
长不懂，总觉得进口疫苗比国产疫苗安全，但
进口疫苗比国产疫苗贵很多，这笔支出并不
小。”郑州市民李女士告诉记者。

据统计，目前，在国内上市的疫苗种类有
33种。这些疫苗中，19种只有国产的，2种只
有进口的，剩下12种既有国产又有进口。进
口疫苗和国产疫苗到底有哪些区别？

“无论是进口疫苗还是国产疫苗，其实都
是经过国家严格检验合格才能上市的，所以
都是安全有效的。二者只是在生产工艺上有
所区别。”李锋表示。据了解，上市疫苗必须
符合国家药品标准，国家药品标准包括《中华

人民共和国药典》和药监部门颁布的国家药
品标准，在我国上市的药品，无论国产或进口
制品，在其有效期内各项安全性和有效性指
标均不得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要求。

除了国家规定免费接种的一类疫苗，目
前还有许多自费疫苗，即二类疫苗，如水痘疫
苗、流感疫苗、肺炎疫苗等。这也让不少家长
很纠结，这些自费疫苗究竟要不要打？

专家建议，对于二类疫苗，还是要根据孩
子的身体状况以及家庭经济情况作出综合判
断。在选择自费疫苗时，建议家长可优先接
种国外已纳入免疫规划的疫苗。比如，水痘
疫苗在美国已经纳入免疫规划，但在我国仍
属自费疫苗。HIB疫苗、13价肺炎疫苗在很
多欧美国家也已经纳入免疫规划，这就意味
着疫苗的安全性及效果是得到认证的。⑥10

□本报记者 杨万东
本报通讯员 王英翠

2000年，朱现民受学校委派，到香港大学
中医药专修学院开展教学和医疗工作。在那
里，他被先进的多媒体教学吸引，萌生了把这种
教学手段带回去的想法。

一回到学校，朱现民便开始琢磨课件制作
技术。他自费 5万余元购置了笔记本电脑、投
影仪、扫描仪、移动硬盘等，在学中练，在练中
学。多媒体课件需要大量图片、音频、视频材料
作为支撑，朱现民通过专程采购、邮购、托人捎

购等途径，仅软件花费就达 2万余元。材料一
到，他就试着融入课件，并立马进行教学试验，然
后总结经验，听取建议，认真修改，直至达到最好
的教学效果。2003年，朱现民实现了针灸学课
程的多媒体课件制作，并率先在全校针灸学教学
中全程使用多媒体教学，深受学生欢迎。如今，
他的针灸学课件已成为河南省精品课程，在全校
推广使用，并通过河南省中医管理局网站发布，
供全省乡镇医院基层医务人员学习参考。

一个价值7万元的“讲台”

1991年，朱现民第一次带领学生开展暑期
科技卫生文化“三下乡”社会实践活动。至今，
他和学生们的足迹已遍布鲁山、淅川、西平、栾
川、光山等多个国家级重点贫困县。经常地，他
和学生一起住教室、耐酷暑、忍叮咬，走乡串户，
在相距好几里的几个医疗点之间来回奔波。

“三下乡”期间，朱现民身体力行地为学生
诠释了什么是和谐的医患关系。2010年，在光
山县上官岗村，一位老汉拄着拐杖来看病。老
人听力不好，又没有家属陪同，学生们问了半天

也无法了解病情。没了主意，学生便把老人请
到朱现民面前。朱现民先是俯在老人耳旁问他
认不认字，老人点头示意后，他便一句句地写着
与老人沟通，老人得到了及时治疗。学生们说，
我们直观地感受到了“中医不仅仅是治疗人的
病，更是治疗病的人”的深刻含义。

朱现民的讲台不仅为学生而设，更为基层
医疗人员而设。他多次带领“三下乡”小分队宣
传普及卫生知识，采取临床带教的形式，为基层
医疗单位培养针灸技术人才。

为公益事业服务的“讲台”

移动在贫困村庄的“讲台”

A
本报讯（记者 史晓琪）9月 13日，记者从河南

大学获悉，在新鲜出炉的2016年度国家“111计划”
立项名单中，全国首次有15所地方强校入选，河南
大学名列其中，成为我省首个入选高校。

从2006年起，教育部、国家外国专家局联合实
施“高等学校学科创新引智计划”，即“111计划”。
这一计划以国家重点学科为基础，计划从世界范围
排名前100位的著名大学及研究机构的优势学科队
伍中，引进、汇聚1000余名优秀人才，建设100个左
右世界一流的学科创新引智基地。每一个“111计
划”引智基地的建设周期为5年，每年度支持经费不
低于180万元。

“111 计划”项目遴选范围主要面向“211 工
程”、“985工程”的中央部属高校及有国家重点学科
的高等学校，今年首次面向地方高校开放。全国15
所获得立项的地方高校，基本都是实力强劲的省属
重点大学，苏州大学、上海大学、北京工业大学、福州
大学和华南师范大学都是“211”工程院校。

河大获批基地为“作物逆境生物学创新引智基
地”。河大植物逆境生物学重点实验室一直立足于
我省的农业经济，瞄准国际研究热点，开展植物学、
分子生物学、细胞生物学等多个领域的作物抗逆研
究。入选“111计划”后，河大将进一步加强实验室
与国外著名高校和科研机构在多个领域开展科研合
作，促进学科发展，使实验室向国际化、开放式研究
机构迈进。

专家分析，本次“111计划”首次面向全国地方
高等院校开放，经费不菲，将促进入选地方高校的人
才引进工作，从一定程度上缩小与985高校等中央
部属高校的差距。⑥10

□本报记者 马雯

聊微信、刷微博、逛淘宝、看小说，睡觉前抱着手
机不断刷屏成了不少人每天睡前必须做的事，虽然
知道躺着玩手机会对视力有所危害，但许多人还是
难以戒掉这个习惯。对于这样的人群而言，如何能
够让身体的伤害降至最低？9月12日，记者采访了
郑州大学附属郑州中心医院眼科主任朱冬梅。

“晚上看手机，应尽量把手机灯光调暗或者调到
夜间模式，过亮的屏幕与黑暗的环境对比度太大，会
让眼睛感到疲劳。同时不要让手机屏幕正对眼睛，
最好向下倾斜45度。一定不要向上倾斜，否则脖子
要施力，伸久了容易酸痛。”朱冬梅表示。

“不要侧躺身体玩手机。侧躺对眼睛的压迫力
最大，会造成双眼视力偏差，而且枕头对眼睛的压迫
会造成供血不足，时间久了眼睛会有膨胀感，容易出
现短时性影像重叠。”朱冬梅提醒说，“此外，俯卧姿
势玩手机会影响手肘、脑部的血液循环，还有可能造
成颈椎以上惰性缺血。”

那么对于手机依赖人群而言，如何尽可能地保
护视力呢？“晚上看手机一定要开灯，如果非要看手
机，对健康影响较小的方法是仰着玩。这样除了胳
膊悬空容易酸麻以外，身体其他部位都会比较舒
适。”朱冬梅建议，“切忌目不转睛长时间盯着手机，
每半个小时最好适当休息。另外，可以使用简易眼
保健操，即望向远方，持续几秒后，再望向自己的鼻
尖，同样持续几秒，继而重复几次这样的动作，可缓
解眼部疲劳。不过这些方法虽然能降低对身体的伤
害，但最好还是在睡前尽量少使用手机。”⑥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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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间看手机
如何少伤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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