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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人物：

郭绮琪

，全国优秀共青团员，华南师大物理与电信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

获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

这个“后浪”怎么做到的？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员

郑宇云 杨柳青）

赴贵州罗甸开展一年

支教，疫情期间加入校青年战疫“云支

教”突击队，作为兼职辅导员，每天跟进

478 位学生健康打卡。近日，团中央公布

今年五四评优表彰决定，华南师大物理

与电信工程学院硕士研究生郭绮琪获

评“全国优秀共青团员”，这个“后浪”用

行动诠释着青年学子的上进和担当。

郭绮琪既是一名研究生，又是本科

生兼职辅导员。 除了“全国优秀共青团

员”这个荣誉，广东省“优秀共青团员”

“百佳团支部书记”，校“优秀共产党员”

“优秀团干标兵”“百优毕业生” 等荣誉

称号都是她历年来成绩的证明。 她主持

的“守艺匠兴”公益项目，获“互联网+”

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省赛铜奖、“益苗

计划”省级示范项目等荣誉。

支教期间还是个扶贫“小能手”

郭绮琪曾赴贵州罗甸开展一年支

教。 刚到学校不久，一个大难题就摆在

了郭绮琪面前，她发现年级里学生之间

的学习成绩差别非常大。 学校里的学生

大概分成了 5 个层次，虽然有可以考上

重点高校的尖子生，但是也存在很多每

门只能考十几分甚至个位数的学生。 面

对眼前的难题，郭绮琪选择不放弃任何

一个学生，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地

完成教育工作。 对于成绩不那么优秀的

学生，她表示：“我会时常保持年轻的心

态，像对待朋友一样去对待我的学生。 ”

这种朋辈教育的方法很快就取得

了效果，课间主动问她学习问题的学生

变得多了起来，有时办公室里还会出现

“车水马龙”的情况。“我带的两个班级，

学习物理的氛围非常浓厚，每次考试都

可以排在普通班的前列。 ”看到班级成

绩得到进步，她感觉之前的付出都是值

得的。

在贵州支教期间，郭绮琪不仅完成

了教学任务，还主动参与到当地的扶贫

工作中。 郭绮琪在校外成立了一个公益

团队，“守艺匠兴———传承民族工艺，助

力乡村振兴”就是她和队友们创办的新

项目，目的在于保护当地的非物质文化

遗产，并解决当地居民就业的问题。 截

至目前，郭绮琪和她的队友们一共完成

了 70 多场对点培训，300 多场志愿服务

活动，帮助超过 200 人实现再就业。

疫情期间变身主播助力云支教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郭绮琪主动报

名学校的“云支教”志愿活动，为一线医

务工作者的子女提供在线学业辅导的

公益服务。 郭绮琪服务对象肖同学的妈

妈是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三医院的一

名医生，疫情期间一直奋战在工作岗位

上，不能很好地照顾自己的孩子。 在郭

绮琪和肖同学结上对之后，郭绮琪先对

肖同学进行心理抚慰，帮助肖同学缓解

家长不在身边的焦虑心情； 另一方面，

她也发挥自己师范生的优势，精心设计

课程教学环节， 认真准备有趣的课件，

运用网络平台，为肖同学呈现生动的课

堂。

同时，郭绮琪还参加了学校对接广

州市番禺区小谷围街道北亭村社区的

寒假直播趣味课堂志愿服务，借助直播

平台，开展趣味课程教学辅导，帮助学

生在疫情期间渡过充实的寒假生活。

经过“云支教”的活动，郭绮琪对线

上教育也有了新的感悟，“线上教育和

教育信息化的发展是大势所趋，我自己

也加入了华师首期的‘未来教育家’培

训工程，在里面也学到了新的教育信息

技术，这些技术也逐渐开始在课堂上使

用。 我觉得，把线上教育与线下教育相

结合，是推动教育发展的关键要素。 ”

虽然大学期间参与了很多的公益

志愿活动，但是郭绮琪的学习成绩一直

名列前茅。 大学本科期间，郭绮琪平均

学分绩点专业排名前 3%， 曾获得国家

奖学金，连续四年获校奖学金。 明年郭

绮琪也将离开校园、踏入社会，但是她

并不会放弃自己一直坚持的公益事业。

她说：“参加公益志愿活动。 跟自己也没

有毕业、是不是大学生关系不大。 我将

来走出校园，也会参与到社会的公益活

动中，继续把志愿工作做下去。 ”

人物：

项世军

，教授，博士生导师，暨南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电子工程系副主任。

用AI助医生快速诊断新冠肺炎

信息时报讯（记者 唐硕）

新年伊始，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改变了人们的生

活，作为计算机和图像处理方面的教研

工作者 ， 项世军在疫情期间带领团

队———暨南大学多媒体信息安全研究

组，对新冠肺炎（COVID-19）的胸部

CT 图像进行了研究，旨在诊断前期，用

AI 辅助医生进一步准确、快速地判断新

冠病毒肺炎。

2006 年，项世军从中山大学计算机

软件与理论专业博士毕业后，毕业论文

《稳健音频水印研究》入选 2007 年“广

东省优秀博士论文”。 同年，项世军前往

韩国高丽大学信息安全与管理系做博

士后研究。 2007 年 10 月，他回到中山大

学“数字化创新”985 平台，任助理研究

员。 2008 年 7 月，项世军就职于暨南大

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目前为电子工程

系副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项世军已

发表论文 80 多篇， 主持过国际自然科

学基金多项，曾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

研究优秀成果奖一等奖，其带领的团队

获 2019 年度第一届全国信息隐藏大赛

音频组冠亚军、2018 年度软件学报高

影响力论文、国际数字水印学术会议最

佳学生论文奖等。

用“电”脑帮“人脑”判定新冠病毒

“春节期间， 我们在新闻上看到疫

情越来越严重，2 月份开始，新冠肺炎在

多个国家蔓延，我们是既忧心又着急。 ”

项世军说。 项世军的研究方向是多媒体

信息处理，他深感患者数量的爆发式增

长， 疑似病例的检测需求也会增多，这

会导致医疗系统超负荷运转， 及时发

现、诊断并隔离治疗新冠肺炎病例是解

决这一问题的唯一途径。

核酸检测是目前患者确诊的重要

依据，实验前期项世军和他的学生们了

解到，在疫区存在医疗资源紧张、核酸

检测存在假阴性等问题，而诊断肺炎用

的胸部 CT 图片对新冠肺炎感染辨识

的灵敏度很高，可用于辅助核酸检测或

缺少核酸检测下的新冠病毒肺炎诊断。

项世军说：“对抗疫情， 人人有责。

身为研究人员，使命感和责任感促使我

们去开展相关研究，出一份力。 ”在医疗

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如何更多更快更准

的应查尽查？ 项世军认为，在医生的临

床经验基础上， 加上计算机的辅助，判

定新冠病毒肺炎的准确性和速度都会

有显著提高。“好比人类去分辨一样事

物， 要先认识它；AI 要准确分辨出新冠

病毒肺炎，要先给 AI 新冠肺炎患者、其

他肺炎患者、 健康人的胸部 CT 图片，

训练它，而它自己会找不同，自己进行

深度学习，学好后 AI 就能通过胸部 CT

图片快速辨别出区别。 ”

远程办公克服困难， 多次训练

AI提高准确性

因为难以获取一手的疫情数据，项

世军及其团队通过网络搜寻各种公开

的数据，建立了一个胸部 CT 图片数据

集，包括：COVID-19 图片、一般肺炎图

片和正常图片共 1042 张， 其中高质量

COVID-19 图片有 521 张；考虑到样本

仍不够充分， 团队采用了轻量级 CNN

模型并结合了数据增强技术，使得模型

得到了更为有效的训练和泛化； 之后，

项世军及其团队对 COVID-19 和正常

的胸部 CT 图片进行了训练和分类，对

COVID-19 和其它 CT 图片进行了训

练和分类。 考虑了实际中可能存在错误

标签的影响，还进行校正训练。 同时，利

用统计的方式采用了平稳状态下多个

模型的平均性能来测试算法的分类能

力。

“2 月底我们开始搜集数据，因为无

法返校，每天我和我的研究生们

（胡润

文、阮观奇 、黄明惠 、梁巧仪和李敬轩 ）

开两次视频会议线上碰头，团队分工合

作搜集训练数据、训练 AI 模型、论文撰

写、分析图像等。 ”

4 月 13 日， 经过夜以继日的训练、

分析和测试，数据已经出来。4 月 24 日，

在暨南大学进行备案之后，项世军将撰

写完毕的论文《Automated Diagnosis of

COVID -19 Using Deep Learning and

Data Augmentation on Chest CT》（中文

译名：基于深度学习和数据增强技术的

新冠肺炎胸部 CT 图片的自动诊断）发

到了预印平台 medRxiv 网站上。

“经过多次试验， 目前基于深度学

习的 AI 判定新冠病毒肺炎的准确率达

到 90%以上。 ”项世军还将他们辛苦收

集到的数据集上传到了 github 网站上

欢迎大家下载、共享资源，“大家可以在

我们的数据集上进一步研究，共同推动

基于 AI 技术的新冠肺炎疫情研究的进

步。 ”

在贵州支教期间，郭绮琪带领学生

参加公益活动。 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