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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叶 青

9月 15日，经过十余小时的紧张
搭建，3 组用于提高核酸检测产能的

“猎鹰号”气膜实验室在福建省厦门市
启用，助力当地正在开展的全市全员
核酸检测。另外两组“猎鹰号”气膜实
验室也将于 9 月 16 日搭建完成投入
使用。

据悉，本次驰援厦门的“猎鹰号”
气膜实验室由4组“三舱合一”气膜实
验室和1组“五舱合一”硬气膜实验室
组成。此前，这些气膜实验室就曾支
援过广州、南京、扬州等地的抗疫一
线，帮助当地在短时间内大幅提高核
酸检测产能。

图为在厦门启用的“猎鹰号”气膜
实验室内，工作人员在进行核酸检测。

新华社记者 姜克红摄

“猎鹰号”气膜实验室
助力疫情防控

近日，福建莆田、厦门相继出现本土新冠

肺炎病例传播，此次疫情初步判定为德尔塔

（Delta）毒株引起。新冠病毒 Delta 变异株已

迅速成为目前盛行的优势毒株。Delta变异株

为何如此厉害？它有何规律特点呢？

广州医科大学附属市八医院唐小平、李

锋教授团队联合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

广州呼吸健康研究院中国工程院院士钟南

山、陈如冲教授团队，针对 Delta 变异株引起

的“5·21 新冠肺炎疫情”，结合流行病学和病

毒基因组测序技术，首次在全球范围内精确

描绘了 Delta变异株的完整传播链，并结合临

床资源，多方位描绘了该起疫情中病例的临

床特征及病毒动力学特点。研究成果近日在

国际权威期刊《柳叶刀》子刊《电子临床医学

杂志》上发表。

根据此前进行的流行病学调查和病毒核

酸基因测序，“5·21 新冠肺炎疫情”为 Delta变

异株引起，具有明确传播链。而该研究首次追

踪并完整报道了这起疫情的清晰传播链。疫

情之始为75岁女性因意外暴露感染，并通过密

切的家庭接触或聚餐而感染另外3人。研究团

队观察到，该起疫情中病毒的传播途径主要是

通过直接和间接近距离接触，其中 30.8%的感

染者是通过用餐传播，其次分别是家庭接触

（30.13%）、社区传播（18.59%），以及包括工作

和社交接触在内的其他传播途径（19.87%）。

同时，研究团队将“5·21”疫情感染者纳

入 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中感染新型冠状病毒

野生株的患者队列进行研究，多方位分析了

“5·21”疫情病例的临床特征及病毒动力学特

点，总结归纳出 Delta 变异株的特点，并寻求

进展为重症的危险因素。

“Delta 变异株的潜伏期短，传播速度快，

中位潜伏期只有 4.7 天，明显短于野生株（6.3

天）。”研究团队通过进一步亚组分析显示，在

非重症组中，Delta 变异株患者的病毒潜伏期

（4.0 天）明显短于野生毒株（6.0 天）。Delta变

异株在 10 天内可传播 4 代，其中最快的代际

传播不超过 24小时。与野生株相比，Delta变

异株感染者的病毒载量显著升高（前者 CT值

中位数为 34.0，后者为 20.6，CT值越低表明病

毒载量越高），Delta变异株感染者核酸转阴的

时间也比野生株的感染者明显延长。

研究团队还发现，感染Delta变异株是预测

病情转为危重症的危险因素。在60岁及以上老

年新冠肺炎患者人群中，Delta变异株组较野生

株组危重症风险高1.45倍；而且感染Delta变异

株发展为危重症比感染野生株快2.98倍。

“本研究揭示了 Delta 变异株具有潜伏期

短、传播速度快、病毒载量高、核酸转阴时间长、

更易发展为危重症的特点。”研究团队指出，因

此，快速追踪、隔离以及时发现病毒感染者，对

重点场所实施及时管控和在特殊情况下实施局

部地区全员核酸筛查均非常重要。“快速发现传

染源、切断传播途径的做法，为全国防控新冠病

毒Delta变异株提供了‘广州经验’。”

中位潜伏期仅4.7天！德尔塔变异株完整传播链精确绘出

从 1994 年成为一名老师到现在，上海市

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吴蓉瑾“攒”了好

多名字——

她叫得出全校 1000多个学生每一个人的

名字，学生们喊她“云朵妈妈”；

她一年 365 天、一天 24 小时手机开机，家

长们称她“秒回校长”；

她源源不断地把优质教育资源和创新实

践成果送进偏远山区的课堂，同行们叫她“种

子校长”。

把爱的表达化作云朵

孩子们和“云朵妈妈”之间，有一个心照

不宣的约定——“快乐是晴天，烦恼雨绵绵，

小秘密就像太阳躲云间”。

孩子们会以“晴雨表”的形式记录他们的

心情：快乐，就画个小太阳，吴蓉瑾就会把孩子

们的心声分享给全班同学；烦恼，就画把伞，或

是一朵下雨的云，表明孩子遇上难事，吴蓉瑾

就会和他们公开讨论；不想诉说，就画个太阳

躲在云间，吴蓉瑾就会私下找他们谈心。

这套独具特色的“情感教育”，缘起于

2004年的一次招标揭榜。

当时，一份自查报告让卢湾一中心小学

老校长程华锁紧了眉头。报告显示，学校有

一成左右孩子完全不会表达内心的想法，尤

其是男生，不愿表达想法的比例为 16.8%。此

外，不会主动关心、体谅别人，冲动、任性、缺

乏自制力，共情能力较差，怯于面对困难和挫

折等问题也较为普遍。

程华决定做一个关于促进青少年情感发

展的课题，在全校招募教师做先行者。语声

轻柔、略带青涩的年轻教师吴蓉瑾揭了榜。

“她是真正喜欢小孩子的人，她就是我要

找的人。”程华说。

然而，想要真正走进孩子的内心，谈何容

易。在最初摸索的过程中，吴蓉瑾遇到了一

件至今难忘的事。

“吴老师，今天体育课打乒乓球，我捡了

90次球，我很难过。”

一个小女孩的“晴雨表”，让吴蓉瑾愣住

了。询问得知，同学们和这个孩子打球，总是

直接扣球，她只能一次次去捡球。

吴蓉瑾曾发现有同学欺负这个女孩子的

情况，起因是这个孩子的头发总是乱蓬蓬的，

有淘气的同学还给她起了个“小狮王”的绰

号。为此，吴蓉瑾专门给孩子们讲了友爱互

助的道理，并鼓励大家挨个和女孩握手。

可是，女孩的“晴雨表”让她意识到，事情

并没有好转。

一天午饭后，她带着各种颜色的小发夹，

当着全班学生的面，细致地给小女孩扎起了

辫子。从那以后，孩子们对女孩的态度渐渐

改变，小女孩终于露出开心的笑容。

“如果只讲大道理，而没有让学生感到你

是真正爱这个孩子，教育怎么能起效果呢？”

这件事让吴蓉瑾更坚定了要把情感教育课上

好的决心。

还有一堂课，吴蓉瑾也忘不了。一名二

年级女孩突发疾病去世，教室里的座位突然

空出一个，孩子们懵懂的眼神里，自然地流露

出迷惑和害怕。

面对死亡这个话题，吴蓉瑾没有退避，她

把女孩妈妈告诉她的一件事，含泪讲给了孩

子们。

女孩去世后，她妈妈在家里床底下找到

一个小箱子，箱子里有一张纸，女孩写着：“妈

妈我爱你，我以后会很乖。”

那一天的课堂，她带着孩子们反复诵读

小女孩生前写的文章《小雨点和小树叶》。“我

不仅要让孩子们知道，生命非常可贵，要无比

珍惜身边的每一个人，更是提醒自己，要上好

每一堂情感课，让孩子们学会爱。”吴蓉瑾说。

从怀疑到信任，从包容到接纳，从师生到

密友……吴蓉瑾用心聆听每个孩子的喜怒哀

乐，用爱书写着每个孩子的成长心迹。

曾有人说，这件事看不出成绩、也做不出

名堂，可是吴蓉瑾甘之如饴，17 年不曾间断。

这所“爱的学校”里，越来越多的孩子愿意表

达，学会了乐观积极地面对学习和生活。

“以情育情”，因为心中有情——吴蓉瑾朋

友圈里“晒”得最多的，是她在巡视校园时抓拍

的孩子们的表情；学生忆起的，是她在滂沱大雨

中把他们抱进校门，看着他们喝下姜汤；同事们

说起的，是她零点刚过，就发来的生日祝福……

寒来暑往，送走一批又一批学生，吴蓉瑾

都会送上一张小卡片，上面是她的微信号，还

有一句她说过无数遍的话：“有困难找‘云朵

妈妈’，任何烦恼都可以。”

把心的炽热注入爱的种子

“中国共产党从这里诞生，从这里出征，

从这里走向全国执政！”

讲到这里，中共一大纪念馆“小小讲解

员”陆姝言提高了语调，挺直了脊梁。

二年级学生陆姝言是卢湾一中心小学

“红喇叭”小小讲解员社团里年纪最小的讲解

员。这支特殊的团队，是吴蓉瑾在情感教育

课程中的又一次创新探索。

为什么红领巾是用烈士的鲜血染红的？

2006年，少先队员们不经意间的提问，让吴蓉

瑾陷入了沉思。

“打好红色底色，种下信仰种子，身边不

就有最鲜活的课堂。”吴蓉瑾把目光投向距离

学校步行只需 15分钟的中共一大会址。

她领着学生们参观，细心观察他们在哪

里停留、对哪段历史有兴趣、不感兴趣的原因

又是什么。

突然，一个孩子说：“要是讲解员跟我们

一般大就好了。”

“对！”

吴蓉瑾迅速指导成立“红喇叭”小小讲解

员社团，邀请中共一大会址讲解员上门指导，

馆校合作打造儿童版讲解稿。

“孩子们喜欢听有冲突感的故事，比如那

天夜里租界巡捕是怎样袭扰了会场？但戏剧

性不是编排历史，而是靠学生的语言、神态、

肢体动作等把历史本身的精彩表现出来，在

讲解中自然而然地吸引小观众兴趣。”专家和

师生一起调研，反复讨论，把波澜壮阔的党史

变成了一个个通俗易懂、精彩纷呈的小故事。

中共一大纪念馆宣教部主任杨宇常常被

小小讲解员们的投入状态所打动。“孩子们精

神抖擞、声情并茂，汗水打湿了校服，但没有

一个人叫苦。赢得观众的掌声后，他们总是

习惯性地望向会址里的小天井，吴校长就站

在那里，向孩子们投来赞许的目光……”

“小小讲解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吴校长

的目光始终温暖。这群平均年龄 10 岁的“红

领巾”，把红色故事从普通话版逐渐扩展到英

语、快板、连环画等版本，他们也被人们亲切

地称作“传承路上的小不点”。

“那段讲解词我仍然可以一字不落地背

出来。”当年的“小不点”小琳已经成为一名在

海外深造的优秀学子。她说，童年的这段经

历对她影响很深，学成后不仅要回来报效祖

国，还要回到母校，参与新上岗的“小小讲解

员”培训工作。

爱的种子，满含心灵炽热。吴蓉瑾帮孩

子们种下的这粒爱的种子，格外饱满厚重。

将爱的智慧传得更远

卢湾一中心小学的学生常常受到同龄人

羡慕，除了他们有一位“云朵妈妈”，还因为他

们有一套自主研发的“云课堂”。

比如，手持一支智能云笔，一个学生在课

业练习时停顿时间的数据会被反馈给授课老

师，老师可以更精准地了解学生的上课状态，

从而作出相应的教学方式调整，设计更有效

的针对性训练。

为了把老师从烦琐的教学事务中解放出

来，投入更多精力去因材施教，吴蓉瑾提出课

堂教学与信息化深度融合，并带着她的“云团

队”，一步步构建梦想中的“云课堂”：

可自动调节明暗的教室灯光系统，可自

动监测、触发净化设备的空气净化系统等“云

系列”，让学习变得更“智慧”，老师变得更“全

能”。

“小学是一个孩子需要全面教育和定型

的阶段。我们的老师不仅要传授知识，还应

该掌握孩子们生活的状态，找准、找全他们成

长的‘穴位’。”为了把国家倡导的素质教育落

到实处，吴蓉瑾想尽办法引入更丰富的课外

教育，尽可能开拓孩子们的眼界和兴趣。

可是，这些课程从哪里来？社会机构和

企业开出的费用又怎么支付？吴蓉瑾冥思苦

想，直到一个大胆的想法冒出来。

“您好，我是卢湾一中心小学的校长吴蓉

瑾，您能给我们的孩子送一些课程吗？”当年，

吴蓉瑾登门“求”课的场景，上海市商贸旅游

学校原校长李小华依然历历在目。

花了点时间确认吴蓉瑾的真实身份后，

李小华耐心听完了她长达半个小时的恳请，

由衷说了一句：“你是真的爱学生。”

文物鉴赏、西点制作……两周后，由职校老

师送教上门的13门职业体验课陆续在卢湾一中

心小学开起来了，两校的合作也延续至今，成为

上海市教育改革创新的一道亮丽风景。

孩子们的课表丰富了，校长的日程更满了。

每天早上 7 点半前到校，晚上 10 点半后

离开，周末两天概不例外。学校教师们都知

道，吴蓉瑾同时处理好几件事是家常便饭，忙

起来有时一天只睡两个小时。

“别人看我一天到晚忙个不停，其实很多

时候我是在给自己‘找工作’，看到其他地方

有好的课程，我就想能不能引进来，让我们的

孩子足不出校就能体验，慢慢找到相伴一生

的兴趣。”吴蓉瑾说。

她是如此不惜时间——不论毕业了多少

年，更不论是不是她的学生；不论是上海的老

师，还是偏远山区结对帮扶学校的老师，只要

找到她，她就从来没说过一个“不”字。

她又是如此珍惜时间——去外地授课，

她总是请求对方把上课时间安排在下午。这

样她就能在讲完课后直奔机场，连夜返回，第

二天一早又能站在校门口迎接孩子——微

笑、俯身、摸一摸头，师生互道一声“早上好”。

今年 47 岁的吴蓉瑾，选了一幅很萌的图

画作微信头像——一个女孩驾着一片云，寓

意放飞青春的梦想。

27年过去，梦想指引，初心未改。

（新华社上海9月15日电）

爱 的 种 子
——记上海市黄浦区卢湾一中心小学校长、教师吴蓉瑾

他救起两名素不相识的落水儿童，而他

3岁的孩子，从此失去了父亲。

王红旭，这位不满 35 岁的小学体育教

师，用生命诠释了师者的大爱，他为世人上

的“最后一课”是——抉择。

他救起两名素不相
识的落水儿童，自己却被
冰冷的江水吞没

教师节前夕，几乎每天都有人来到重庆

大渡口区的长江之畔，眼含泪水，默默为王

红旭献上一簇白菊。

时针拨回到今年的6月1日。

“孩子落水了！”在被悲痛弥漫的记忆

中，这一声呼救异常清晰。

因为是儿童节，王红旭和妻子陈璐希约

了好友，三家人带着孩子一起到江边游玩。

沙滩上，彩色的帐篷搭起来了，孩子们

挖着沙子，大人们谈笑风生。

下午5时40分左右，人群中突然传来呼

救声。还没等大多数人回过神来，王红旭和

好友许林盛已经像箭一样冲向了江边。

王红旭纵身一跃，从沙滩前沿跳入江

中。熟谙水性的他迅速划水，游到一名落水

儿童跟前，将失去意识的孩子托出水面，交

给接应的许林盛后，一扭身，又奋力向江心

另一名落水儿童游去。

“江水又急又冰，心里很慌。”许林盛托

着孩子往岸边游。尽管做过救生员，但是强

劲的潜流却让他的身体如灌铅般沉重。

脱下衣服和鞋子的许林盛，再次向王红

旭游去。他发现，这一次王红旭没有像惯常

的救援那样用单臂划水，而是把头扎进江

水，托举着落水儿童一路潜行。

江水看似平静实则汹涌，王红旭选择潜

行保证了孩子不再呛水，但这样却需要耗费

更多的体力。

近了，更近了。当他终于把孩子猛推

给许林盛时，无情的回浪把乏力的他反推

回去……

湍急的江水仍在冲刷撕扯，就在许林盛感

觉自己游不回去的时候，一只手拉住了他——

那是10多名群众手挽手拉起的“人链”。

而此时，王红旭却越漂越远。“拉我一

把……拉我一把……”水声伴着风声，他的

呼声显得那么微弱。

两三秒钟后，一个浪头将他吞没了……

红旭，你在哪里？红旭，你快游回来

啊！陈璐希嘶喊着，想要冲向江中，幸好被

人们拉住。

两个孩子得救了。人们这时才知道，那

个为救孩子牺牲的英雄，和他们素不相识。

王红旭的儿子、年仅 3岁的团团，不知

道发生了什么，只哭喊着：“爸爸，爸爸，你

快回来！”

他像“小太阳”一样
温暖大家，直到纵身一跃
的不告而别
“旭哥”，是同事们对王红旭的昵称，因

为他体格壮、身手好，热心肠、爱张罗。

“旭哥”走后，同事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是：“他是个好人，更是个好老师。”

王红旭出身教师家庭。一辈子扎根农

村教育事业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教育他：

“教良心书，不误人子弟”“好老师不能只做老

师，还要当好父母”。

耳濡目染，潜移默化，乡亲们对祖辈、父

辈的尊敬爱戴，在王红旭幼小的心灵里种下

了善的种子，也让他从小就立下了“做好老

师”的志向。

2009年4月，王红旭来到重庆市大渡口

区育才小学，如愿以偿成为一名体育教师，

也遇到了一群志同道合的良师益友。

“师父”代宣年长5岁，与王红旭亦师亦

友。白天上课，晚上改写教案，从课堂常规

管理到田径专业训练，代宣带着王红旭一起

钻研业务。

乐观开朗、勤奋努力，王红旭很快就崭

露头角。一次全区青年教师赛课，王红旭抽

到的比赛内容是快速起跑，没有训练器械，

课程难以出彩，但他硬是通过巧妙的教学设

计和课堂表现，抱回一个二等奖。

这个奖，让王红旭更有信心了。上立

定跳远课，他教孩子们模仿青蛙的动作；给

低年级的学生上课，他还会穿插有趣的游

戏……学校的操场上，经常回响着他和孩

子们的笑声。

执教12年，王红旭曾先后荣获市、区优

秀教练员称号4次，区优秀指导教师5次，校

优秀教师、校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各1次，所

带班级还多次获得区级、校级优秀班集体。

“‘旭哥’经常说，要尊重每个孩子的个

性。你尊重学生，学生才会尊重你，要以尊

重换尊重。”办公室里，望着王红旭捧回的奖

状奖杯，同事们的眼眶又红了。

2015年开始，王红旭开始兼任学校人事

工作。办公软件不熟悉，他就买书自学、勤

学苦练；人事政策不清楚，他就加班加点、查

阅资料；新教师入职手续复杂，他不急不躁，

逐项核对，经常连轴转。

古道热肠，或许是因为教师之家的家风

传承，或许也是因为菁菁校园的温情传递。

为给80岁的退休老师更改社保信息，他

一遍遍地跑社保局；为帮助因摔伤行动不便

的同事办理工伤报销，他一次次地上门服

务；为照顾因新冠肺炎疫情滞留的新同事，

他贴心地送去生活物资……

林林总总的桩桩小事，铭记着融融暖

意，直到危难降临的那一刻，直到他纵身一

跃的不告而别。

“如果我是他们的父
亲，我应该怎么做？”他用
生命作答

又一个开学季来临，育才小学的操场

上，悬挂着不少师生纪念王红旭的横幅。

代宣说，生死关头，我想“旭哥”没有考

虑那么多，救人只是他的本能。

父母说，这并不是红旭第一次救人。

大学暑假，他曾和同学一起去游泳馆兼

职。一次，他发现深水区有人溺水，就毫不

犹豫地跳入水中。还有一次，暑期休假，他

带着儿子在外玩耍，旁边的一个小孩磕伤了

脑袋，他也是一把抱起受伤的孩子，驱车送

往附近医院。

“在危急时，牺牲自己救人值不值得？”

这样的话题，父亲曾与王红旭讨论过。儿子

的回答斩钉截铁，让父亲内心震动——“危

急时候还考虑什么值不值得。”如今，儿子确

实做到了。

“红旭对孩子最大的期望就是健康、快

乐，团团还没出生，他就给他写日记……”

陈璐希眼里含着泪，“很幸运能遇到他这样

的好人，但又很不幸，他陪伴我们的时间太

短了。”

同是教师的陈璐希一直很欣赏丈夫对

教师职业的投入。“他对学生视如己出，用心

了解他们、尊重他们、关心他们，甚至认识我

班上所有的学生。”

“王老师常对我们说，每一粒种子都有

适宜的土壤，每一个生命都是独特的。”田径

队学生孟俊帆时常忆起，王红旭和大家约定

的“特别时光”，就是遇到困难可以随时找他

倾诉。

“就像他的名字，他永远都是面带笑

容，一笑就眯成缝的眼睛里，透着阳光的温

暖。”孟俊帆说，可是以后，他再也不能“赴

约”了……

送别那天，人们安排灵车在学校校墙外

绕行一周。

汽车停驻让行，鸣笛致哀。市民自发前

来，含泪注目。

学生们则用一首诗，表达着对老师的无

尽怀念：“您知道吗？我们健康快乐地成长

着，体育成绩可一点没有落下。您化作了校

园的一草一木吧，看着我们茁壮成长。”

“看似你把爱留给了别人，但你走后，别

人也把爱传递给了我们。”妻子希望在另一

个世界，王红旭听得到这句话。

思考很久，陈璐希还是决定告诉团团，

爸爸“会像一颗星星一样陪伴着我们”。

3岁的孩童，还不懂得永别的意味。但

妈妈流泪时，他会抱着妈妈说，将来要开飞

机，这样可以离爸爸近些。

王红旭生前，仍有心愿未了。

2019年 10月 25日，王红旭庄严地向党

组织递交了入党申请书。

2021年 5月 6日，王红旭被批准为入党

积极分子。

如今，他被追认为中共党员并被评定为

烈士。

“大家都赞扬他是英雄，其实他就是一

个学生们喜欢的体育老师。”陈璐希和很多

怀念着王红旭的人，始终忘不了王红旭在申

请入党时所做的自我剖析——

“对待学生，我首先想到的是，如果我是

他们的父亲，我应该怎么做？”

（新华社重庆9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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