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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校顺利举行 2018-2019 学年“王冠川先生助学金”颁发仪式
本报讯 11 月 13 日上午，我校在

雁 山 校 区 起 文 楼 第 五 会 议 室 举 行 了
2018-2019 学年“王冠川先生助学金”颁发
仪式。王冠川、钟敏贞夫妇，校党委常委、
副校长黄文韬、宣传部、学工部（处）、校团
委、教务处、财务处、教育发展基金会等单
位负责人，各学院（部）资助工作老师以及
本届、往届受助学生共 120 余人参加了此
次颁奖仪式。仪式由学工部(处)负责人主
持。

活动伊始，大家一起观看了王冠川先
生助学记录短片和学生祝福微视频，短片
讲述了王冠川先生连续 24 年在我校及全
国各地进行慈善助学活动的事迹，温暖了
一批又一批的师大学子。本届受助学生代
表专门录制了微视频，表达对王冠川先生
的感恩与祝福，他们亲切地称其为“小王
哥”。

随后，宣传部相关负责人宣读了王冠
川先生助学金获助者名单，我校本学年共

有 66 名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获得资助。王
冠川、钟敏贞夫妇及其友人，黄文韬副校
长及主席台就坐领导嘉宾共同为学生颁
发助学金。

职业技术师范学院 / 健康管理学院
2017 级健康服务与管理专业贺敏英同学
代表受助学生发言：“王冠川先生给予我
们的不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是精神层面
的支持，我们要加强自身修养，将爱心与
善心传承下去，创造条件为社会做出更多
的贡献。”为了欢迎“小王哥”的到来以及
表达对他的感激之情，受助学生们运用所
学的专业知识和实验室精心准备了一份
礼物，即 66 枚印有王冠川先生与本届受
助学生姓名的叶脉书签，寓意着他们会发
扬“小王哥”助学济困的精神，一脉相承，
传递“王助”大爱。

王冠川先生在讲话中谈到，帮助他人
是一件快乐的事情，有困难不要害怕，大
家一起帮忙就能解决问题，同时也希望受

助学生们能好好学习，努力成长，做一个
快乐的人，有用的人。

校党委常委、副校长黄文韬老师代表
学校对王冠川夫妇 24 年如一日的助学善
举表示诚挚感谢，他讲道，王先生不仅给
予贫困学子物质资助，更重要的是“王助”
精神对同学们志向和精神的感染和传承，
使扶贫、扶志和扶智相得益彰。同时他也
希望我校受助学子不忘“小王哥”的嘱托，
努力学习，提高能力，回报社会。

会后，受助学生代表陪同王冠川、钟
敏贞夫妇及其友人参观雁山校园，期间大
家轻松交流，畅所欲言，气氛温馨愉悦。

据悉，王冠川先生助学金是美籍华人
王冠川先生于 1996 年在我校设立的，旨在
帮助品学兼优且家庭经济特别贫困的学
生完成学业的助学金。截止 2019 年，王冠
川先生助学金在我校资助总金额已达
216.4 万元人民币，受助学生达 1656 人次。

渊学生工作部渊处冤冤

观看王冠川先生助学记录短片

图为颁发仪式现场

我校教师在国际药
物化学顶级刊物上
发表学术论文

近日，我校梁宏教授、杨峰教授课题
组在国际药物化学顶级期刊 《Journal of
Medicinal Chemistry（药物化学）》上发表
题 为 “A novel brain-tumor-inhibiting
copper (II) compound based on a human
serum albumin (HSA)-cell penetrating
peptide conjugate” (基于人血清白蛋白—
细胞穿透肽共轭物发展抑制脑肿瘤的新
型铜化合物)的研究论文，是我校在“金属
药物精准治疗脑肿瘤”研究领域取得的重
要进展。

梁宏教授、杨峰教授课题组针对脑肿
瘤药物研发面临的三大挑战，包括血脑屏
障难穿透、药物作用靶标单一、体内的生
物利用度低和副作用问题，率先提出了基
于人血清白蛋白—细胞穿透肽共轭物和
肿瘤细胞特性设计抑制脑肿瘤的多靶点
金属化合物的构想，设计和合成了列铜化
合物，并揭示了铜化合物抑制脑神经胶质
瘤细胞的构效关系和抑制神经胶质瘤细
胞的多靶点机制，成功地构建了人血清白
蛋白—铜化合物—细胞穿透肽共轭物。通
过体内研究发现人血清白蛋白—铜化合
物—细胞穿透肽共轭物具有很好的穿透
血脑屏障能力，有效地抑制脑肿瘤生长，
同时发现人血清白蛋白共轭物显著地提
高铜化合物在体内的生物利用度和降低
其在体内的副作用。该研究成果将对发展
新型抗脑肿瘤多靶点金属药物和靶向治
疗脑肿瘤策略提供重要的实验和理论基
础。

出版社集团大学书店获评桂林市文化产业示范基

图为独秀书房窑雁山店

我校在第二届广西“筑梦助飞，创新广西”贫困大学生创业
支持大赛中荣获金奖

本报讯 11 月 30 日下午，自治区
教育厅主办的第二届“筑梦助飞，创新广
西”贫困大学生创业支持大赛总决赛在广
西广播电视台演播厅落下帷幕。经过层层
选拔、仔细打磨和激烈角逐，我校参赛项目

《泊源净化———农村生活污水解决方案的
提供商》荣获全区总决赛金奖。

本次大赛共吸引全区 68 所高校的学
生报名参加，提交项目作品 68 个，经区级
初赛和专家评审，全区共遴选出 6 个最具

有商业价值的创业项目进入决赛，入选项
目经承办单位组织的创业培训、选派 2 名
主要成员赴深圳进行创业孵化实地考察，
再经创业导师的精心指导后形成最终创业
计划书。

总决赛分为路演、答辩两部分，我校参
赛项目《泊源净化———农村生活污水解决
方案的提供商》是由项目负责人李春明团
队采用自主研发的泊源酶料（银耳漆酶）来
高效处理农村生活污水，解决当前污水处

理效果不理想、处理成本高等问题，目前已
通过桂林市三个污水处理厂的测试，效果
良好。美丽乡村和生态文明建设、核心技术
竞争优势、强大的市场需求和容量等要素
吸引了专家评委的关注，并获得专家评委
们的高度肯定，最终斩获金奖。

本次赛事中我校参赛项目在学校党
委、行政的高度重视下，在学工部（处）、创
新创业学院、校团委等单位的大力支持和
精心指导下，荣获佳绩。其中我校参赛项目

团队成员均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我校一
直秉承资助育人理念，始终关注家庭经济
困难学生的身心发展、道德品质培养、学业
帮扶、就业指导等，组织和参与这次比赛就
是我校推动保障型资助向发展型资助转变
的一次有效尝试，为家庭经济困难学生提
供了展现创业想法和训练创业技能的平
台，鼓励他们自强不息，奋发向上，以实际
行动担当建设壮美广西的使命。

本报讯 近日，由桂林
市文化广电和旅游局组织评选
的“桂林市第四批文化产业示
范基地”名单公布，全市共 16
家单位入选，出版社集团大学
书店获此殊荣。

据悉，本次“桂林市第四批
文化产业示范基地”的评选旨
在推进桂林市文化产业发展，
打造一批具有桂林特色的文化
创意产业品牌。出版社集团大
学书店（以下简称“大学书店”）
创建于 1986 年，是出版社集团
的全资子公司之一。作为桂林

“老字号”的文化企业，大学书
店始终秉承“服务高校，服务社
会”的运营理念，致力于把书香
带给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组
织，构建“让书籍触手可及”的

书香校园、书香社会。
大学书店以建立高品位的

学术书店作为自己的经营宗
旨，经过 30 多年的经营，已形
成拥有文学、人类学、社会学、
语言、哲学、教育、历史、古籍、
政治、艺术、法律、外语、计算
机、理工、少儿图书等 30 多个
图书大类、100 多 2 级类别的

具有一定规模的书店品牌。近
年来，大学书店还不断创新服
务模式，积极探索校企合作的
文化发展新路径，成为出版社
集团高校校园实体书店品牌

“独秀书房”的运营单位。
以“青春、文艺、简约、舒

适”为设计风格、“连锁不复制”
的设计理念和经营特色的独秀

书房，既具有高度的品牌统一
度，又最大限度地展现了其所
在区域的精神内涵和文化特
质，营造了良好的阅读氛围。独
秀书房开设在高校里，以打造
大学“人文实验室”为品牌理
念，是一个集阅读学习、展示交
流、聚会休闲、创意生活等功能
为一体的复合式文化体验空
间，开拓了“书 + 咖啡茶饮 +
生活美学”的文化体验空间新
模式。在运营创新方面，独秀书
房采用双品牌运营，以“独秀书
房”实体书店品牌为硬件，以

“观文馆”阅读推广文化服务品
牌为软件，树立“文化 +”而不
仅仅是“书店 +”的全新跨界思
维，重构书店形态、拓宽传统书
店服务的外延。

本报讯 “学习新思想，
争做新青年，大家好，欢迎来到
青年大学习网上主题团课第七
季，我是主持人程豫。”11 月 22
日下午，2019 年“青年大学习”
青春见面会广西师范大学专场
在雁山校区独秀书屋举行，共
青团广西区委宣传部副部长廖
圆圆、校团委相关负责人出席
此次活动，我校团员青年代表
共 50 余人参加见面会。

我校 2019 级汉语国际教
育专业研究生程豫作为青年大
学习网上团课第七季第四期的
主持人，与我校团员青年代表
进行面对面交流，分享参加“青

年大学习”拍摄台前幕后的故
事。

“在网络上、书本上看到再
多注解，都没有亲身体验来得
印象深刻。”回忆起在桂林全州
湘江战役纪念馆的拍摄经历
时，程豫表示，这次经历她终身
难忘，纪念馆的建筑地址就在
当年红军战斗的地方，纪念馆
后山挖掘出很多烈士的遗骸，
都在原地好好安葬了，现在每
一处安葬烈士遗骨的位置上都
插了一面红旗，用飘扬的旗帜
告诉同学们革命先烈就是在这
个地方进行战斗，在这个地方
为革命献身。拍摄时参观的人

络绎不绝，不时回荡党员重温
入党誓词的庄严厚重的声音，
整个场馆的爱国氛十分浓厚。
程豫眼眶湿润，“真真切切感受
到了广西作为革命老区，为中
国人民的革命事业胜利增添了
浓墨重彩，行走在包围着浓厚
的革命气息和爱国氛围场馆，
内心不禁热血沸腾，更加明晰
共青团员的责任与使命，向革
命先辈们学习，不断完善自
我。”

交流环节，程豫从个人成
长、留学经历、兴趣爱好等方面
与现场观众进行互动交流，气
氛轻松活跃；有奖竞答环节，团

课问题抢答激发现场观众的热
情，主持人抛出往期“青年大学
习”网上主题团课中提到的问
题，大家踊跃参与其中，在问答
过程中更加加深了对主题团课
内容的理解。会上集体重新学
习了第四期网上团课。

参与本次见面会本科生张
诗曼表示：“此次见面会提高了
我‘青年大学习’的学习兴趣和
热情，程豫师姐的成长经历也
激励我要更加努力学习，开阔
视野，不断提升自己，才有无限
可能挑战未来。”

我校开展 2019 年“青年大学习”青春见面会
广西师范大学专场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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