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获奖作品 116 项，占总获奖作品的
38%，其中 24 项作品荣获一等奖，占一等
奖获奖作品的 27%，各类奖项获奖人数位
居全省第一……在不久前举办的吉林省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中，市第一实验银
河小学一鸣惊人，包揽大赛三分之一奖
项，这得益于银河小学以科教育人才、
以创新筑未来的大胆尝试与笃定前行，
一颗颗稚嫩的科技幼苗终将汇聚成科技
强国的磅礴力量。

小小平台承载大惊喜

“我们每天都要读书，良好的阅读习惯
很重要，这是我设计的书架，能够帮助大
家保持正确的阅读姿势，保持合适的用眼
距离。”日前，二年三班学生唐一晴和同学
们分享了她在吉林省青少年科创大赛获奖
作品——智能书架。书架的智能之处在于
适时提醒，唐一晴在书架中加装了感应设
备，做了简单编程，可以检测眼睛与书本
的距离，距离过近时，书架会发出提示音
并自动翻转，以此提醒同学们随时保持正
确的阅读姿势。

银河小学每年一届的科技节，是同学
们大显神通的舞台，除了智能书架外，还
涌现出智能晾衣架、发光笔袋、超萌扫地
机器人、快递消毒系统等多种令人惊叹的
小发明。同学们运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结
合所学的科学知识，给老师们送上数不清
的惊喜。

2017起，学校每个假期组织研学营活
动，科学、人工智能成为了主流，从2019

年年初至今，银河小学举办了以“科技·
创造·梦想”等为主题的科技节，以发明
创造点燃科技热情，一个个精心设计的小
小舞台承载着大大的惊喜，润物细无声的
浸润，换来了今天的硕果累累。

一年级“小豆包”也有科学课

“公共课程系统化、校本课程专业化、
融合课程趣味化，这是学校经过多年实践

总结的科学课程体系。”该校校长田娟站在
一年级科学教室外，看着满眼好奇的“小
豆包”，脸上满是欣慰。

从2017年年初开始，银河小学科学教
师以实验教师的身份加入国家教科版小学
科学实验改革，自此，一年级的“小豆
包”每周都有一节科学课。不止如此，他
们还可以和高年级的哥哥姐姐们一起报名
参加各种科学社团，航模、车模、人工智
能、科学求真馆、科学实验秀、科技之光

发明创造等社团在固有的公共课程基础上
拓展范畴，带着孩子们一起探索新领域，
研究科技的新高度。

根据不同年龄特点设置课程内容，按
照学生兴趣喜好组织社团活动，融合多学
科打造“二十四节气”传统文化主题课
程，一次次创新、一次次优化让科学课悄
悄融入孩子们的生活，慢慢在心底生根。

成长规划带动年轻教师攀高峰

刚得知要接手高年级科学课，年轻教
师张毓有些茫然，“我主修的专业课程跟科
学不搭边，我担心没法上好课。”就是这样
一位科学课“小白”，如今却成长为长春市
教学新秀。这要归功于学校在梯队建设、
培养人才上的长远计划。

“我们制订了‘一年能入轨，两年有提
高，三至五年出骨干’的成长规划，引领
教师们飞速成长。”田娟介绍，学校通过师
徒结对、项目式培训、老带新等模式，全
力打造“金字塔”式的教师发展梯队。

以此为鉴，科学学科形成辐射态势，
一批批青年教师跨学科听课、跨年级备
课、参加课题研究，促进提升和成长。如
张毓一样，吉林省教学新秀龚丽娜，长春
市教学新秀王彬、石蕾，全国宋庆龄少年
儿童发明奖指导教师王彬、李悦……一批
又一批教师成为学生们追逐科技梦想的明
灯。

搭建梦想舞台、优化课程设置、培育
优质教师团队，这就是一所小学一步步走
进科学领域的秘密武器。

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这是一
次对生命的接力。3 月 4 日，吉林大学
中日联谊医院完成首例航空紧急救
援、日间常态化转运任务。当天，医疗
救援直升机从该院中心院区国家紧急
医学救援基地国际化停机坪起飞，此
行的目的地是180公里外的双辽市。那
里，一名动脉血管堵塞严重的心梗患
者正等待着生命的救援。

经历大约45分钟飞行，这名患者
被成功转运至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
院，医护团队早在现场做好准备，通过
绿色通道将患者直接推入导管室进行
手术。该院心内科贺玉泉主任团队已
提前掌握患者病情，备好手术方案，火
速展开救治。经过11分钟的手术救治，
闭塞血管顺利通开，患者症状迅速缓
解。从直升机降落至患者被成功救治
推出手术室，用时不到20分钟。

“手术完成了，非常顺利！”患者家
属在接到这一消息时十分激动，“没想
到可以这么快，一颗悬着的心终于放
下了！”

从四平市的双辽市到位于长春市
的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车程通常
要2个多小时，遇到早高峰堵车，时间
会更长。此次航空紧急救援心梗患者
比陆路交通节省了大量时间，极大提
高了救治效率，为抢救危重症患者赢
得时间。

今年2月，吉林省国家紧急医学救
援基地航空紧急医学救援医联体在吉
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成立，吉林省和
内蒙古自治区的53家医院加入航空医
联体，在每一家成员单位设立航空救
援紧急联络员。在航空医联体的协调
机制下，进行前期转运的伤情评估，办

理相关手续，将航空救援求助信息第
一时间传递至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
院，开展更精准、迅速的救治，系统性
构建黄金60分钟医疗救护生命圈。

目前，直升机上配备呼吸机、除颤

仪、吸引器和注射泵等先进的抢救设
备，实现保障患者生命体征、快速转运
于一体，患有急性心梗、严重创伤、严
重脑出血等疾病的患者更适合使用直
升机进行转运。

3月3日是全国第24个
爱耳日，也是第 11 个“世界
听力日”。当日，长春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组织耳鼻喉科
专家开展了“科学爱耳护耳、
实现主动健康”大型义诊活
动，通过现场宣传教育、健康
体检筛查、专题讲座等形式，
进一步增强大家爱耳、护耳
意识，促进听力损失的预防
与康复工作。

“听力损失离我们其实
很近。”义诊中，长春中医药
大学附属医院耳鼻喉科主任
韩梅表示，在近年来的临床
诊治中发现，患有某种程度
听力损失的患者正越来越
多，并且大多患者需要康复
服务。造成听力损失的原因
数不胜数，除了遗传、外伤以
外，不当的采耳方式、暴露于
噪声之中、长时间戴耳机、熬
夜、抽烟等一些坏习惯更是

“偷走”听力的主要诱因。
韩梅表示，今年全国爱

耳日的主题是“科学爱耳护
耳、实现主动健康”。预防耳
部疾病就是“实现主动健康”
的应有之义，每个人都应该
未雨绸缪、未病先防，避免听
力损失的发生。例如在日常
生活中，不要与他人共用耳
机、耳塞；尽量不掏耳；尽量
选择干净的水域游泳；尽可
能保持耳道干燥，避免感染
和真菌滋生……

义诊现场，除了一些成
年人前来咨询外，还有不少
孩子在家长陪同下来就诊。

耳鼻喉科专家们一边耐心诊疗一边细心回答家长提
出的问题。专家们提醒家长，在学习和生活中，如果
发现孩子上课注意力不集中、经常把电视声音调得
过大、常用一只耳朵听声等，这可能都是在提示孩子
的听力出现了问题，要及时就医。对于青少年，爱
耳、护耳的关键在于好习惯的养成，尽量少熬夜、不
长时间戴耳机、营养要丰富。一旦出现突发性耳聋，
一定要尽快就医，如果孩子的听力已经减退，患者一
定要遵医嘱，对于佩戴助听器的建议，家长和孩子不
要抵触。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
平不断提高，生活方式不断改变，生命健
康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在长春新区北
湖科技园有这样一家企业：深耕生物领域
近二十年，用科技力量助推群众健康水平
提升，它就是吉林吉卡生物技术有限公司。

吉卡生物是一家专注于基因和细胞科
研与应用、第三方医学检测的创新型高新生
物技术企业，市场业务辐射全国。公司为医
疗机构、合作商、终端用户提供医学检测、健

康筛查、嵌合抗原受体修饰的T细胞(CAR-
T)等免疫、抗衰系列细胞的科研服务。

作为一家深耕生物技术领域的企业，
技术实力无疑是企业发展的支撑和核心。
吉卡生物作为前沿生物技术应用的践行
者，精研细胞培养方案、造血干细胞移
植、细胞研发、生物医疗器械及试剂等，
从最开始的生物技术提供者，到开展生物
技术临床合作，与100多家医院建立生物技
术战略合作关系，又与全球领先的权威机

构及国内部分大型医院、学校进行临床科
研技术合作，用先进的理论知识，夯实研
究基础，引领生物技术攻坚方向。

吉卡生物拥有标准化的医学检验中
心、细胞研发中心、基因检测平台、分子
学诊断检验平台，在全国拥有面积5000余
平方米实验室，均按照国家生物安全P2级
标准建设。拥有独立的组织标本库，专为
各类标本做储存及研发应用。公司配备了
高水准的研发、生产、服务团队，打造国

际领先的生物技术服务企业。
目前，吉卡生物可提供健康管理项

目，包括健康筛查、基因检测、CTC检测
等，可开展第三方医学检验项目。此外，
公司可为临床、科研等医疗机构提供生物
仪器及耗材、基因测序仪、流式细胞检测
仪、共聚焦显微镜、全自动核酸提取仪、
荧光定量PCR定量仪等系列产品。

吉卡生物相关负责人表示，未来企业
将持续秉承“以德为先、以诚为本、以质
为根、以信为生”的企业理念，用切实行
动助力生物技术发展，努力打造同行业领
先的生物技术服务企业，为生命健康保驾
护航。

吉卡生物：用生物科技力量护航生命健康
本报记者 胡晓琼

科技蓓蕾在这里茁壮成长
本报记者 朱 怡

同学们在科技节上分享小发明。
赵滨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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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王菁菁） 日前，由中国红十字
基金会与吉林省肿瘤医院合作开展的“基层乳腺疾
病防治患者关爱小屋”正式启用，这是我省首家乳
腺癌患者关爱小屋。

“关爱小屋”启用后，将以患者需求为中心，
承担健康宣教、医患谈话、康复指导、心灵驿站、
指导随访等个性化功能，进一步帮助患者获得乳腺
癌治疗专业知识，引导患者掌握科学的术后功能锻
炼方法，加快机体康复。

本报讯 （记者王菁菁） 日前，吉大二院自强
院区眼科中心在原有15个诊室基础上又新增10个
诊室，新增诊室已经全面开诊。

新增加的诊室包括眼底病科、眼眶病与眼整形
科、白内障科、青光眼科、斜视与小儿眼病科、眼
表疾病与眼整形美容科、眼内科、眼科门诊及眼科
便捷门诊等。扩增后眼科中心共有25间诊室、1间
门诊手术室、1间处置室及功能检查中心，出诊医
生60余人。

本报讯 （记者王菁菁） 日前，记者从市第六
医院获悉，为满足广大患者的就诊需求，该院开设
黄昏门诊解决上班族、学生族等患者群体的就医问
题。

黄昏门诊开诊时间为每周一至周五（节假日除
外） 的 16:00~19:00，诊疗范围为心理咨询与心理
治疗。

本报讯 （记者朱怡 刘贵民）日前，绿园区教
育系统启动“学雷锋志愿服务行动月”活动。

3日，新营小学为“红烛先锋”教师志愿服务
队和“红星先锋”学生志愿服务队揭牌授旗，相关
部门为困难学生捐赠学习用品。

绿园区委教育工委开展了系列学雷锋活动。各
基层党组织带领全体师生，分别以“红烛服务正当
时·雷锋精神永传扬”和“传承美德‘知雷锋’·
从小做起‘学雷锋’”为主题，开展了走访慰问、
结对帮扶、关爱留守儿童、宣讲“雷锋精神”等志
愿活动110余次，帮扶贫困学生140余人，辐射带
动青少年万余人。

本报讯 （记者徐微） 近日，国家教育部公布
2022年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审批结果，吉林外国语
大学与韩国釜山外国语大学合作举办的朝鲜语专业
本科教育项目获批。

该校朝鲜语专业本科教育项目引进融合了两校
朝鲜语专业人才培养的先进模式和优质教育资源，
在提升朝鲜语专业培养与发展的整体实力、推动朝
鲜语专业教育教学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
中韩两国经济合作与发展等方面将发挥积极作用。

本报讯 （记者徐微） 近日，中韩 （长春） 国
际合作示范区第一所公办幼儿园——中心幼儿园正
式开园。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中心幼儿园是一
所现代化、高标准、普惠性公办幼儿园，园舍使用
面积3281平方米，室外活动场地2660平方米，内
设9个班级，可提供270个学位。开园后将全面实
现示范区适龄儿童教育幼小衔接，助力示范区教育
高质量发展。

45分钟 越180公里
吉林大学中日联谊医院完成首例航空紧急救援

本报记者 王菁菁

我省成立首家

乳腺癌患者关爱小屋

吉大二院

自强院区眼科门诊扩容

市第六医院

开设黄昏门诊

绿园区教育系统

开展系列志愿服务活动

吉林外国语大学

新增中外合作办学项目

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

公办中心幼儿园开园

患者被抬上直升机。 紧急做手术。

本组摄影 赵滨

一名双辽市心梗患者，经“空中急救通道”成功转运至吉林大学中日联谊
医院接受救治。

动态传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