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放牛娃到劳模 他是如何做到的？

坚守在隔离酒店一线的“战斗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何小敏 通讯

员 郑宇云 杨柳青）

近日，2021 年全国

五一劳动奖章名单揭晓，华南师范大

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赵淦

森获得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从“放牛

娃”到劳模，赵淦森始终用劳模精神

和工匠精神描绘人生底色。

“不做中国崛起的旁观者”

赵淦森出生于东莞农村一个贫

困家庭， 农村生活赋予了他吃苦耐

劳、奋进向上的人生态度。 高一时因

为被同桌“刺激”，英语单词不熟练的

赵淦森硬是把两册《新概念》里的96

篇英文课文全部背下来；考托福除了

听力，其他全部满分；“玩”够了物理

考试满分，和同学变着花样“玩”如何

考精准的分数，赌注是一个月的早餐。

天道酬勤，赵淦森以优异的成绩

考入中山大学，成为村里近几十年来

唯一考上重点大学的大学生。 毕业

后，赵淦森获保送攻读研究生，成为

村中第一个研究生。 后来他远赴英国

留学读博，成为村中第一个博士和留

学生。

为攻克理论难题，赵淦森夜以继

日，埋头苦干，曾经连续 9 个月没有

剪头发，以确保能够第一时间跟进和

开展相关的研究。

“不做中国崛起的旁观者”，因始

终心系家国，赵淦森放弃国外的优渥

待遇， 于 2008 年毅然地踏上回国的

路途。 在中山大学任职两年后，于

2010 年作为优秀人才引进到华南师

大计算机学院，开始在华师的教学与

科研生活。 他从零开始建设，在不到

三年的时间内， 协助华师在云计算、

大数据等领域，在华南地区获得明显

突出的科研优势和成绩。 也是这短短

三年的积淀，让赵淦森从讲师破格晋

升为教授。

如今，赵淦森带领团队在信息安

全、云计算、大数据、医疗人工智能等

方面掌握了一批战略新兴核心技术，

跻身国内业界第一方阵，他的研究成

果已助推多家企业成功上市。

把冷板凳坐热

赵淦森坦言，曾经的自己也经历

过一段浮躁期，迫切渴望短期内看见

成果的产出。“以前有成果就有舞台，

这时就会想我什么时候能上舞台，为

了上舞台，就想我什么时候能出个成

果。 ”这种心态在他 2016 年获得广东

省五一劳动奖章后发生了转变。

于赵淦森而言，2016 年获得的广

东省五一劳动奖章不仅是一种肯定

和激励，更是新阶段的开启。 从那以

后，除了致力于本职工作外，赵淦森

把眼光放得更加长远，“我不断在思

考，如何让自己的付出得到更好的结

果， 让自己的努力能够和更多人分

享。 ”

如今，拥有一方舞台的赵淦森不

再汲汲于产量，他提高对团队的科研

要求，希望产出更具突破性、代表性

的成果。 而这也意味着，团队需要耐

得住坐冷板凳的寂寞。“如今那种迫

切性仍然存在，但我们更愿意经历三

五年的沉默期去做一个更大的东西

出来。 ”

今年年初，赵淦森的博士生林成

创在计算机领域的知名期刊投了一

篇论文，经过多轮修改和提升后顺利

被录用，成为计算机学院成立以来作

为第一单位发表的最高影响因子的

论文之一。 而这光鲜的背后少不了长

期的打磨，林成创表示，该论文写于

2019 年 8 月份， 中间横跨了三个年

头，修改了 50 多次，才获得赵淦森的

认可。

三年间，论文对应的产前诊断人

工智能研究工作不断深化不断突破，

最终得到了目前领域基于人工智能

的最好的分析性能。“尽管团队的老

师已经觉得可以投稿了，但赵老师仍

然还在论文中给学生挑刺。 ”在科研

方面，林成创直言赵淦森就是学生的

“刺头”，“任何学生的科研论文汇报

只要能扛过赵老师的灵魂拷问，基本

上一投就直接中了。 ”

“做人一定要有社会责任感”

正如从未忘记回国时的初心，赵

淦森坚持用科技服务社会，用能力报

效国家，用脚步丈量天地，让自己的

声音传播得更广更远。“赵老师经常

教导我们， 做人一定要有社会责任

感，要对社会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

赵淦森的言传身教让林成创始终铭

记于心。

2015 年，赵淦森被推选为国际信

息处理联合会云计算专委会副主席。

凭借国际同行的认同，赵淦森在相关

技术领域的国际舞台上为我国奋力

争取和把握话语权。

作为广东省政协委员，赵淦森坚

持对接国家战略需求，先后提出了发

展“时间银行”互助养老模式、将在线

教学能力纳入职称评定工作等提案，

且多次为地方发展出谋献策并执行

落实。 2018 年，赵淦森持续进行深度

调查、分析和研究，协助起草了有关

粤港澳大湾区数字经济的创新发展

的一系列政协提案，也推动了广东省

相关规划出台，为大湾区的数字经济

发展以及广东省的新基建规划做出

了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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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淦森

，华南师范大学计算机学院教授、图书馆馆长，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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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

池志权

，石牌街道疫情防控专班工作人员

坚守在隔离酒店一线的“战斗员”

信息时报讯 （记者 黄冠柽 通讯员

薛雪仪 李燕红）

“我是一名退伍兵，更是

一名共产党员，请组织让我上吧！ ”这是

石牌街池志权的请战宣言。 为全面做好

疫情防控工作， 石牌街道党工委坚持党

建引领， 在广武隔离酒店建立临时党支

部，挑选优秀党员加入酒店专班，切实发

挥党支部的战斗堡垒和党员的先锋模范

作用。

去年8月1日，池志权正式上岗，他是

石牌街安监中队副队长， 在听说街道要

在隔离酒店建立临时党支部后， 他主动

请缨，奔赴抗“疫”一线，成为酒店专班行

政管理小组的一员。他和其他4个小组的

工作人员，各司其职、各尽其责，密切配

合、通力协作。 面对连续高强度的工作，

他毫无怨言，用实际行动再一次诠释“退

伍不褪色”的精神。

开解归国留学生的“暖心大哥”

去年12月中旬， 一名从日本回国的

留学生小刘入住隔离酒店。 她有既往抑

郁病史，入住后酒店后，小刘的情绪极度

不稳，甚至有轻生倾向。她曾多次致电热

线请求心理疏导， 经医生评估确诊为高

风险人员。

酒店专班获悉情况后， 当天深夜专

班班长立即牵头召开会议， 统筹部署工

作，要求各组各司其职，互相配合。 一方

面， 医护组及时进行陪护开导； 另一方

面， 池志权和其他行政组的工作人员积

极联系她的朋友及家人，了解详细情况，

对接天河区办好手续， 联系她的母亲第

二天来到酒店陪护。

由于小刘情况特殊， 池志权多次积

极与天河区协调申请， 联系慢病中心专

家进行会诊，并出具专业会诊评估意见。

经过多次沟通协调，4天后， 小刘终于顺

利返回外市家中进行居家隔离。

小刘离开隔离酒店后， 池志权也在

持续关注她的心理健康。 与她通话、视

频，从兴趣爱好到人生规划，从柳州螺蛳

粉到上海迪士尼， 从日本留学的奇闻趣

事到童年生活的快乐回忆，无所不谈。池

志权与小刘从陌生人变成好朋友， 更成

为她口中的“暖心大哥”。

照顾患病孩子的“临时奶爸”

“医生，我孩子的头撞破了，麻烦你

们赶紧过来帮我看看吧！”早上7点，医疗

组接到一位妈妈的电话求助后， 立即穿

好防护服，带上医疗箱，赶往现场，对小

孩伤口进行初步处理。 考虑到小孩伤口

较大，而且患有肠胃炎，专班当下决定立

即将其送往医院就诊，并召开紧急会议，

要求酒店组尽可能提供人性化服务，满

足客户需求，行政组做好统筹协调，及时

上报情况， 医疗组则时刻关注孩子母亲

的心理状态。

“记得这位妈妈办理入住时，一手牵

着4岁的孩子， 一手拿着几大件行李，在

填写健康信息时注明自己患有轻度抑郁

症。当知道她孩子发生突发状况后，我非

常关注她的心理状况。 ”池志权说。 为了

更好地稳定这位妈妈的心态， 池志权积

极向天河区申请让其丈夫来陪同。 他也

专门到医院陪同小孩做检查， 直至孩子

出院。出院后，池志权还购买了小孩最喜

欢的赛车玩具、儿童读物，来帮助他们度

过这段隔离的时光。

14天的隔离生活结束时， 这位妈妈

向酒店专班致以诚挚感谢，“万分感谢你

们的悉心照顾， 在孩子爸爸暂时缺席的

情况下，像奶爸一样为我儿子忙前忙后，

辛苦你们了！ ”

七旬老奶奶的“贴心孙儿”

“奶奶，您要及时申请穗康码，目前

隔离阶段穗康码是红色的， 没有问题

的。 ”“奶奶，今天饭菜味道还合适吗？ ”

“奶奶，我知道您喜欢吃青菜，特意让厨

房阿姨给您多加了点， 您要好好吃饭

哦！”……年过七旬的蔡奶奶，行动不便，

由于亲人都远在北京且身有要事， 无法

前来陪护。在14天的隔离日子里，池志权

还客串了一回“贴心孙儿”，每天与奶奶

保持通话，事无巨细，嘘寒问暖，用善心

暖意陪伴老人度过这段时光。

“没有投身到隔离酒店工作时，你不

知道离病毒究竟有多近。在酒店，我们也

接触过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员， 但我心里

其实并不害怕， 因为我们做好的最专业

防护措施，并且打了疫苗，战胜疫情，我

们非常有信心。 ”池志权说道。

在疫情防控的战场上， 还有很多像

池志权一样坚守在隔离观察点一线的

“战斗员”、服务员……他们以酒店为家，

冲锋在前， 真情服务， 谱写了一曲曲抗

“疫”战歌。 池志权说，对他来说，这一趟

“旅程” 最大的收获是发挥自己的作用，

真实地帮助到

有需要的人。隔

离人员离开后，

他们说的每一

句“谢谢”，在他

的心里都十分

有重量。

池志权核对隔离人员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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