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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三本好书，做一份读书小报，写
一页阅读感悟”，暑假已经开启，寿宁县
大同小学的孩子们在享受欢乐时光的
同时，不忘以阅读来充实假期的生活。

今年 3 月以来，寿宁县积极创建
“两香校园”，鼓励学生“读满腹文章、写
一手好字”。在先行开展的创建“书香
校园”试点活动中，该县已投入资金

200 多万元，购置电
子图书 10 万册、纸

质 图 书 6 万 多
册 ，建 设 全 县

统一管理的
阅读考级

评价系统和图书管理系统。
以大同小学为例，各班根据借阅时

间表，由学生志愿者组织本班同学进入
阅览室。所有班级每周都开设一节阅
读课，进行课前推荐、读中指导以及读
后交流。

试点工作进行数月后，大同小学语
文教师吴延玉欣喜地看到孩子们的变
化：“现在晨读、午读都不需要老师的刻
意监督，阅览室每到放学时间总有许多
学生在安静地捧书细读。”

“书香校园”是近年来寿宁县深化
教育内涵式发展改革的一个缩影。寿
宁通过出台《寿宁县实施教育六大工程
创建特色品牌学校工作方案》，引导学
校管理和教育教学彰显办学特色和学
校品牌，目前已形成实验小学的体育教
育、下党学校的爱国爱家乡教育、凤阳
中小学的剪纸艺术教育、竹管垅学校的
茶文化教育、犀溪中学的廊桥文化教育
等20多个特色品牌。

白萝卜是老百姓餐桌上的常见蔬菜，营养丰
富，口感爽脆，素有“小人参”之称。而且，白萝卜
还可以被制作成多种美味的菜肴，不仅可以炖汤，
还可以热炒、做馅等。但是，生活中很多人在做菜
时会选择把萝卜皮削掉，只因为不喜欢萝卜皮的味
道。殊不知，萝卜皮中的很多营养物质都具有很好
的保健功能。

1.控“三高”。《中国医药报》刊文称，很多人不
喜欢萝卜皮主要是因为有苦味，但萝卜皮的苦味
主要来自它所含的黄酮类物质，其中最主要的两
种萝卜黄酮为槲皮素和山柰酚，这些黄酮类物质
均是很好的保健物质，有助于控制血糖、血压、血
脂等。

2.天然“免疫增强剂”。《中国医药报》提到，萝卜
皮里含有大量木质素。国外研究人员对木质素的作
用做了大量探索性研究工作，通过动物试验和临床
试验最终证实，木质素在进入人体消化道后可激活
T淋巴细胞、B淋巴细胞和巨噬细胞等重要免疫细胞
的活力。换言之，白萝卜皮里的木质素相当于一种
天然“免疫增强剂”。

3.抗氧化。据华龙网报道，萝卜皮富含萝卜硫
素，为十字花科蔬菜里最有益健康的化合物之一。
由于外皮最接近太阳，具有合成抗紫外线物质的能
力，富含人体无法自行合成的植化素，通常是抗氧化
作用最好的部分。

4.消炎、杀菌、消水肿。据《健康时报》报道，白
萝卜皮含有芥辣素，可以消炎，杀菌。另外，中医学
认为，白萝卜皮可顺气、化痰、止咳、解毒生津，还可
治疗风热感冒、腹胀、消化不良及消水肿。

□ 边莹莹

别再削白萝卜皮了
“削它”前先来了解它的4大功效

他兢兢业业工作二十多年，经过他设
计开发的新产品中多项填补国内高新技
术产品的空白，在夺取“两项世界第一”的
科研创新中立下了汗马功劳。他就是三
祥新材股份有限公司技术总监、党支部书
记叶旦旺。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毕业于东北大
学有色金属冶金专业的叶旦旺，先后在贵
阳铝镁设计研究院、锦州铁合金(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工作。

1996年，在三祥公司总经理夏鹏的动
员下，叶旦旺毅然辞去大型国有企业的职
务，带着为家乡经济发展尽一份绵薄之力
的心愿，来到三祥公司专门从事新产品、
新技术的研发与成果产业化工作。

2000年，三祥公司着手筹建氧化锆耐
火材料新生产线。在当时，该项技术包括
设备全部必须从国外引进。

为了实现技术突破，叶旦旺带领技术
攻关小组，废寝忘食，不断地实验、调整。

经过 4 个多月的努力，攻克了 100 多项技
术难题，完成了国外同行需要两年多时间
才能完成的项目。“一步法熔炼二氧化锆
颗粒”被专家认为“采用一步法生产工艺
能显著降低能耗，技术属国内首创，产品
质量达国际同类产品水平，填补了国内该
领域空白。”该技术成果被评为 2005 年度
宁德市科技进步一等奖和福建省技术进
步三等奖。

2003年，叶旦旺再次主持完成省重大
工程项目：电熔铝项目的研发、施工、投产
工作。该项技术“单晶电熔铝晶粒控制技
术研发”通过鉴定，被评为 2006 年度福建
省技术进步三等奖和 2007 年度宁德市科
技进步一等奖。2005 年 5 月，该项目被列
入国家火炬计划项目，三祥公司也成为宁
德市唯一一家国家级重点高新技术企业。

之后，在叶旦旺的努力下，三祥公司
科研技术实现了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该
公司研发的高纯度电熔氧化锆技术，产品

纯度提升到了 99.8%，纯度居世界第一，被
评为全省“6·18”十大优秀转化项目。而
公司另一项高新技术产品——单晶电熔
铝晶粒控制比率也达到了全球最高。

他还积极参加了《陶瓷色料用电熔氧
化锆》建材行业标准、《电熔氧化锆》国家
标准及锆精矿行业标准的编制工作，并推
动了“福建省特种无机材料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宁德市新材料技术研发中心”成功
落户企业。

“要把科研中心建成全国一流的研发
机构，仅靠个人的力量是远远不够的，必
须建设一支政治强、业务精、纪律严、朝气
足的高素质人才队伍。”这是叶旦旺在公
司会议上常常强调的。

为此，他将技术攻关与党性教育“绑
定”，创新推出了“技术+党员”的非公党建
模式。

在他的推动下，三祥新材党支部和研
发中心组成了节能降耗课题组、产业与新

产品课题组、设备及自动化课题组等 7 个
课题组，实现了党员和技术有效融合。在
党员先锋模范的带领下，仅节能降耗课题
组的原材料替代项目，一年就创造了 130
万元的效益。

他在产品技术创新领域的钻研和成功
运用，也使公司从生产单一硅镁产品的乡
镇小厂，一跃成为主要生产电熔氧化锆、铸
造改性材料、单晶电熔铝三大系列产品100
多个品种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创新的强大力量推动着三祥新材奋
进的脚步，2016年 8月 1日，三祥新材首发
A 股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成为闽东第
一家在上交所发行上市的企业。

“这一切成绩和荣誉的获得都离不开
以叶旦旺为领头人的科技创新团队的功劳，
正是三祥科研团队一项项的技术改革和创
新，让企业在众多同类企业的竞争中插上腾
飞的翅膀。”公司董事长夏鹏评价道。

□ 本报记者 茹捷

““11+N+N””引领寿宁教育加快发展引领寿宁教育加快发展
见习记者 龚键荣 陈莉莉

“教育工作优先研究、教育
事业优先规划、教育经费优先拨
付、教育问题优先解决、达标工
程优先实施”。近年来，寿宁县
委、县政府把教育作为强县之
举，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
将教育工作作为“一把手”工程
来抓，以“1+N”加快补齐教育事
业发展短板，扎实推进“教育强
县”各项工作。

叶旦旺：醉心技术创新的科研人

寿宁县始终把教育作为民生建设的
头等大事，结合县委巡察组发现的问题，
于 2017 年出台《关于落实县委巡察组的
反馈意见整改方案》，落实整改工作具体
到人，对机构臃肿、职称评聘、无序抽借
调、违规招生等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问
题，实施铁腕整治。

教育机关29个股室撤并为9个，人员
由 105 人减少到 83 人；辞退临代教师 83
人；取消职称评聘投票环节；重新审核抽
调人员；在全市教育系统率先实行人脸录
入签到制度，彻底杜绝“在编不在岗”、吃
空饷的问题。截至目前，巡察组发现的23
个问题、7条整改意见基本落实到位。

在此基础上，经过县委、县政府主要

领导的推动，制定出台“1+N”文件，即以
《关于加快教育事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为主，配套《关于改进全县教育系统职
称评聘的暂行规定》《关于规范教师调
动和借用管理等工作的若干规定》《关
于全县学校年度奖励性绩效考评实施方
案》《关于开展集团化办学试点的实施方
案》等文件，实现了关键领域与敏感事项
按章办事、按文处置
的规范化、制度化
管理，真正把权
利 关 进 制 度
的笼子。

现代化的教学楼、宽敞的操场、高配
置的教学设备……日前，记者走进位于
寿宁县茗溪新区的第二实验小学，被这
所以“高起点规划、规范化建设”的校园
所吸引。近年来，寿宁县紧盯薄弱环节，
对接社会需求，加快补齐发展短板，满足
人民群众获得更好教育的期待。

2015-2017 年，公共财政对教育拨
款平均增长率 7.83 %，超过县财政经常
性收入的平均增幅；完成 18 座中小学教
学楼及学生宿舍楼建设，D 级危房全部
拆除；创建名师工作室 14 个，全县县级
以上名师 18 人，推荐省市名师、名校长、
学科带头人20人。

到 2020 年，寿宁县拟实施 28 个项
目，总投资 8.164 亿元。截至目前，完成
托溪、犀溪幼儿园等 8 个建设任务，总投
资 3570 万元。正在实施鳌阳中学提升
工程、下党学生宿舍、教师周转房等 9 个
项目，总投资 7320 万元，预计年底均可

投入使用。
与此同时，

寿宁县积极推进
以消除大班额、解决
城区学位不足为目标的项目前期工作。
总投资 2.85 亿元、设置 48 个班级的东区
中学已基本完成安征迁和项目报批，
2019 年秋季完成一期建设任务，寿宁六
中投入使用。寿宁六中则改成东区小
学，新增1620个学位。

为提升职业教育办学水平，县职业技
术学校、教师进修学校、县委党校、电大工
作站、成人中专“五校”将于2020年实现整
体搬迁。届时，位于城区的职业技术学校
将改造成鳌阳中心幼儿园，县委党校改造
成北凤幼儿园，新增幼儿学位800个。

2017 年以来，
寿宁县投入一期建

设资金约 700 万元，为第二实验小学铺
设“信息高速公路”：建设 1 间直/录播
教室；全校 36 间教室及 13 间功能室全
部配备了 84吋互动式液晶平板；建成 2
间电脑室，每间 60 台电脑，学生上课一
人一机；每位教师都有一台办公电脑；
教学班的班均带宽达到 5 兆；建成拥有
82个摄像头的安防系统……

得益于智慧技术的应用，老师可
通过移动授课终端远程操控 84 吋平
板，将学生作业拍照上传进行点评，
或者发起单选题、抢答、抽选等活动，

活跃课堂气氛。依托远程同步技术，
直播教室的授课内容，还可在全校各
班级同步播放。

寿宁县近年来大力推进信息化建
设进校园：投入 410 万元建设寿宁县
教育系统数据中心，部署本地教育云
平台、全县校园安全监控点、智慧大阅
读平台、视频会议系统；采用“以租代
建，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为全县农
村中小学教师配备“云桌面”电脑 1041
台，为城关学校每位专任教师配备办
公电脑；实现全县完小以上学校宽带
网络进校园和多媒体教学“班班通”全
覆盖……

创新管理办法 推进内涵发展

6 月 25 日，宁德市农工党、福鼎市教育局与中
梁控股集团联合在福鼎市实验小学开展“书香中
梁”爱心图书室捐赠仪式，分别向福鼎市实验小学
潮音岛小区、福鼎市教师进修学校附属小学、福鼎
市龙山小学、福鼎市硖门畲族乡柏洋村小学捐款共
计 30 万元，用于兴建阅览室图书角及改善图书馆
硬件设施、购买图书等。

廖诗雄 摄

本报讯（张容声 郭木平）6 月 29 日，福安三中
第 19 届校园科技节获奖名单揭晓：共有 8 人次获得
了一等奖；9 人次获得了二等奖；10 人次获得了三
等奖。

这次校园科技节于 5 月 28 日至 6 月 1 日进行，
内容丰富多彩，主要有航模表演，活动对象为全校
学生。

近年来，福安三中每年都坚持举办校园科技
节系列活动，现已成为该校办学特色之一。 并以
此为手段，全面实施素质教育，促进学校教育教学
改革深入开展，丰富学生课余生活，提高学生科技
素质，培养了学生创造力、想象力和创新精神，为
学生提供更多展现自我才华和提高自身科学素质
的空间与平台，激发了学生学科学、爱科学、用科
学、动手进行科技发明创造的热情，帮助学生树立
起正确的科学价值观，从而促进学生全面发展，进
一步体现了学校的办学宗旨，推进和丰富了学校
素质教育。

寿宁县大同小学阅览室一角

补齐发展短板

提高信息化水平寿宁鳌阳小学寿宁鳌阳小学、、寿宁县下党学校寿宁县下党学校、、福州市福州市
洪山小学开展互动课堂教学洪山小学开展互动课堂教学，，三校同上一堂课三校同上一堂课。。

同学们发射的水火箭最远射程达到了115.18米。

福安三中

举办第19届校园科技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