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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注于增强现实虚拟现实
内容开发及应用，打造江西
VR产业新标杆

江西科骏是总部落地江西南昌的一家全
球领先的无代码VR/AR内容供应商，自主研
发实时三维建模、3D通用化云端口接通、云端
VR资源渲染、编辑引擎等核心技术，赋能面向
未来的平台基础设施，加速驱动数字化和运营
创新。通过对“AI+VR+教育”智慧教育模式
的探究与摸索，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
育等各阶段客户赋能，成长为中国领先的掌握
独立自主 IP 和核心专利 VR/AR 综合技术方
案提供商之一。2019年被评为省潜在独角兽、
功勋企业、华为严选教育行业解决方案供应
商、三大运营商教育行业
战略合作伙伴供应商，
目前在中国 VR50
强企业排名第34
位 。 2019 世 界
VR产业大会签
约项目——国
家职业教育虚
拟仿真实训基地
主体 公 司 已 经
组建完成，科骏
作为江西本土 VR
企业参与组建，主要
负责与教育部虚拟现实研
究中心对接及参与实训基
地VR课程及平台建设。

据了解，目前江西科骏已经开始进行股
改，并正式向政府申请纳入“映山红”上市计
划。公司引入战略投资人深交所上市公司，致
力于成为江西省本土 VR 企业第一家上市公
司。江西科骏承担的示范应用项目有：VR+基
础教育、VR职业教育实训、VR STEAM课程开
发、轨道交通VR车辆检修四个项目。目前，

VR+基础教育正与移动联合申报省03专项，以
期全省推广；VR职业教育实训课程已经入选
教育部虚拟现实中心第一批职业院校推荐课程
目录；VR STEAM课程，与南昌市教育局联合
完成赣文化STEAM教学案例设计竞赛，收集
参赛课例98节，确定首批9节开发课例；轨道交
通项目已经顺利通过验收，正在联合申报中国
交通运输协会科学技术奖。2019年，江西科骏
实现营业收入1.19亿元，2017年至2019年，营
业收入复合增长率为85%，预计2021年产值有
望达到5亿元。科骏已经引入专业辅导机构，
完善公司财务规划、进行架构风险评估，实现
公司技术和销售团队整合。

整合资源，落地产线，服务
产业，科骏全国VR教育资源
云平台发布

江西科骏本次发布的全国VR教育资
源云平台，是一个5G时代具备教学做练考

一体化智慧教学云平台，也是一个开放、共享的
教育平台。平台提供了实用的在线3D教学素
材与工具，一方面减轻老师的负担和使用门槛，
另一方面给予老师最大的自由和选择。通过核
心的云渲染和云计算技术打造随需随用的移动
式远程教学，多模态数据实时传输，打造智慧平
安校园高清音视频实时交互、VR/AR沉浸式
互动教学。公司对格式、来源全部开放，硬件接
口也全部开放。截至目前，江西科骏已申请和
在规划的外观设计专利6项，发明专利12项，实
用新型专利26项，软件著作权108个。

近年来，为积极适应现代信息技术的发
展，搭建5G VR教育云平台，江西科骏将VR
图像渲染转移至云端，优化3D教育资源，实现
教育资源云端共享，兼容5G通讯模组，让VR
学习走进千家万户。专家表示，作为将 VR/
AR定位为省支柱性科技产业的江西，理应把
握战略机遇，将VR/AR核心技术和产品国产
替代落地江西，进而全面推动全省VR产业链
转型升级。江西科骏基于此正式引入了政府
基金平台与社会资本相融合的高效机制，整合
资源，落地产线，服务产业，助力我省VR产业

的创新发展。虽然受疫情影响有所延后，但江
西科骏力争在年内陆续发布全国 VR 教育资
源云平台和具有独立自主IP、核心专利的桌面
式混合现实硬件设备生态链。

育新机、开新局，科骏VR
产业发展与文化相融，江西
VR让世界更精彩

江西科骏作为在国内为数不多的专注于
增强现实虚拟现实内容开发及应用的技术中
坚力量，短短三年时间内斥资开发了包含
K12、航空航天、轨道交通等一系列教育资源
体系，适配课程软件涵盖了中小学、中高职院
校、高等教育学校以及相关行业应用实训，已
使用学生人数超过 800 多万人次。江西科骏
此次发布的全国VR教育资源云平台，利用入
选了全省VR示范应用项目的契机，以及世界
VR 产业大会的影响力，打造具有影响力的
VR应用生态链。

2015年，江西科骏秉承“让计算机看懂世
界”的宗旨，在南昌开始了逐梦之旅。作为一
家专注从事教育行业 VR/AR 内容研发及平
台应用的高新技术企业，江西科骏的产品涵盖
基础教育、中高职教育、高等教育，同时定制开
发航空、轨道、汽车等载具类以及医疗类、文旅
类等多行业的应用整体解决方案，业务版图覆
盖全国 21 个省市，应用学校超过 1300 所。
2019年，公司承办了世界VR产业大会分论坛
之虚拟仿真教育实训论坛，并荣获中国VR企
业50强、江西省种子独角兽企业。江西科骏
公司董事长罗军表示，人工智能与计算机图像
引导着未来的方向，国际化的科骏科创产业城
正在启航。未来科骏将以“独角兽”之姿奋力
前行，依靠领先的行业实力，汇集全国各地高
精尖人才，将“产品品质”和“服务品质”理念转
化为行动，为梦想执着追求，坚持不懈地奔跑
与腾飞。

江西科骏积极探索江西特色的本土化
VR+STEAM教育课程体系建设，并与华东师
范大学合作研发面向中小学的人工智能系列
课程与教材。2020年，科骏VR+基础教育应
用项目、VR STEAM融合教育项目被评为“江
西省首批VR应用示范项目”。职业教育VR/
AR实验室已在南昌汽车机电学校、重庆公共
运输职业学院等落地应用。为贯彻落实深化
产教融合、产学合作、协同育人，科骏与教育部
高教司开展产学研育人项目合作，以产业和技
术推动高校人才培养改革，并从高校的教育实
践教学需求出发，为各大高职高校虚拟仿真实
验教学内容开发及平台搭建提供定制化解决
方案，已服务于昆明理工大学、华东交通大学、
东华理工大学等高等院校。目前已为东方航
空、中国中车、南昌地铁等行业客户提供人才
培养服务，获得客户好评。

（吕东来）

打造VR产业创新高地地

2020年8月24日，省委主要领导、教育部有关领导一行莅临国家职业教育虚拟仿真示范实训基地考察指导。省委主要领导指

出，项目建设和后期管理一定要绿色化和智能化，并用好虚拟现实技术在园区管理，让园区沉浸在虚拟现实世界中。教育部有关领

导指出，虚拟现实技术是职业教育实训的有效手段，一定要做好课程体系建设，用好先进技术；实训基地在后期建成运营中，航空和

轨道实训要有特色要领先，综合实训要领先半步形成标准，师资培训要辐射全国。

近日，江西科骏实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西科骏）正式发布全国VR教育资源云平台。据了解，VR/AR已被公认为革命性的

第四代计算机技术平台。全面启动VR/AR关键核心技术的自主研发以及核心产品的国产替代，避免在第四代信息技术产业的竞

争中遭遇“卡脖子”的威胁，有着重大的战略意义。

江西科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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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0 年到 2020 年，她从未离开过乡村教育一线；从“支姐姐”
“支妈妈”到“支奶奶”，称呼在变，不变的是她对山里娃的爱；从大山深
处走上国家奖台，当之无愧，是她一生只为一事来的坚守。

她就是支月英，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获得者，奉新县澡
下镇白洋教学点教师。40年来，她行走在大山深处，用脚丈量教育的宽
度，用情加深爱的厚度，用心拓展生命的长度，用爱托起孩子的希望。

从故乡到异乡，她兑现承诺
10月9日清晨，记者驱车从奉新县城赶往白洋教学点。尽管通了

水泥路，但由于山高路陡弯多，60多公里的路还是花了两个多小时。
见到支月英时，她正在校门口迎接上学的孩子。“这段路难走吧？我现
在倒觉得挺方便的，刚参加工作时只能步行，后来班车加步行，再后来
骑摩托车，如今终于可以直接开车了。”支月英笑着对记者说。

这样一个山旮旯，南昌姑娘支月英怎么会到这里来？时间回到
1980年。当年，19岁的支月英得知奉新县澡下乡（现澡下镇）招聘村
小教师时就报了名，并顺利通过考试。“离家太远了！直到考上了我才
把这个消息告诉家人。没想到母亲勃然大怒，并赌气说你去那个地方
当老师，我一辈子都不认你！”支月英叹口气说道。

尽管家人不乐意，支月英还是只身一人挑着被褥行李，来到海拔
近千米高的泥洋村小学报到。“傻眼了！”支月英这样形容初到泥洋村
小学的感受，比想象中的还要偏、还要穷。

当时，除支月英外，学校其他教师全是本地人。当地村民感到疑
惑，怎么安排一个南昌人到这里来，能坚持下来吗？

支月英暗下决心，既然来了，就要干出个样子。40 年来，从肩挑
手提教学用具到骑坏6辆男式摩托车，从打着手电筒夜访到被野兽吓
哭，从遭遇车祸到右耳失聪右眼失明，从青春年华到花甲之年，支月英
用行动兑现着自己的承诺。

从学生极少到1000多个，家长乐开了怀
刚到泥洋村小学，学校学生不多。偌大的村庄，怎么可能这么少

的适龄儿童？带着疑惑，支月英上门家访了解情况，原来山里人穷，交
不起学费，学生就辍学了。

小强家里很穷，爷爷生病，父母靠做点零工维持生计。到了上学
年龄，家里却迟迟未把小强送到学校。支月英了解情况后来到小强
家，对他父母说：“不管怎么样，读书是大事，我的学生，一个都不能
少。”说完，她从口袋里掏出几十块钱交给小强的父亲。20多年过去，
这一幕始终印在小强的脑海里。懂事的小强后来考上大学，毕业后在
一家企业工作。

小红的父母有重男轻女的观念，认为女孩子长大了迟早要嫁人，
上不上学不要紧。于是，支月英白天上班，晚上就去家访。因为小红
家住大山深处，一队灰黑的野猪从眼前穿过，几只脱兔在月下扑跳，一
头黄麂慌张地跑蹿，夜访路上的各种惊险把支月英吓得脊背发凉。经
过支月英反复劝说，10 岁的小红终于上了一年级。在支月英的资助
下，小红顺利完成了学业，并成为泥洋村的第一个本科大学生。

当时，每月工资只有 20多元的支月英，因为经常资助学生，有时
家里买米买菜的钱都得去借。丈夫经常调侃她说：“人家教书可以养
家，而你教书把家都教穷了。”工作以来，支月英直接资助了20多名贫
困家庭学生完成学业。

除对家庭贫困学生给予特殊关心外，支月英竭尽所能带好每一
个学生。缺老师时，独自扛下语文、数学、音乐、体育等所有科目的教
学任务；针对离校较远的学生，课后便当起厨师，给他们做午饭；看到
孩子生活困难，就利用进城办事的机会给他们买衣服、鞋子和学习用
品……目前，支月英教过的山里孩子超过1000个，一代又一代山里娃
走出了大山、走向了城市。

从青丝到白发，山区教育变了模样
扶贫必扶智。从泥洋村小学到 2012年调往白洋教学点，支月英

为改变山区教育面貌竭尽全力。
刚到白洋教学点时，这里的办学条件非常有限：一层平房，窗户是

用尿素编织袋糊的，教室地面没有硬化。再穷不能穷教育。支月英找
到当地政府及上级教育部门，希望对白洋教学点进行改建。改建项目
虽然批下来了，但资金却很紧张。

新校舍动工后，支月英起早摸黑，在完成教学任务之余，一边帮着
搬砖运料，一边给工人做饭洗衣，只希望降低成本。人手不够时，支月
英甚至把丈夫拉来帮忙。半年后，一栋崭新的教学楼拔地而起。新校
园开学后，看着自家的孩子第一次在操场上奔跑，家长们感动不已。
正是新校的建成，使学生迅速增加、回流，之后村里再也没有一个孩子
辍学。

2019年，根据支月英真实故事改编的电影《一生只为一事来》，在
全国热播，澡下镇吸引了全国的目光。众多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纷纷
伸出援手，捐资捐物改善当地的教育条件。如今，不论是泥洋村小学、
白洋教学点，还是澡下镇的其他学校，办学条件都得到极大改善。

10月 13日，支月英在微信朋友圈写道：“昨天进京前，李子轩、何
子童等几个孩子跟我视频，希望我早点回来，会想我……可能人老了，
一想到这些可爱的孩子，我就控制不住内心的感动，泪流满面。”

是啊，40年、2所学校、1000多个山区学生，这样的故事，谁听了，
都会动容。

金秋十月，樟树市药香四溢，一场中药交易盛会在此开启。
10月 16日至 18日，樟树第 51届全国药材药品交易会在樟树市

岐黄小镇举行。本届药交会以“传承精华·守正创新”为主题，来自全
国各地 8600余家医药厂商参会参展。现场展示的传统中药炮制技
术，让许多参展商和观众感觉不虚此行。

中药炮制有“法”可循
樟树市素有“药不到樟树不齐，药不过樟树不灵”的美誉，其中

“灵”，指的就是樟树市的炮制技术名甲天下。
10月16日，在药交会分项活动之一的中国药都中医药博物馆展

陈现场，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展厅内一把把铡刀、铁锚，一个个碾
槽、冲钵等中药炮制工具，吸引了上万名药商代表和本地市民的
眼球。

“这里的实物展出，充分体现了樟树炮制技艺的博大精深。”中国
药都中医药博物馆项目建设负责人廖春红介绍，樟树中药炮制技艺
在不断总结完善的过程中，创造了一套自己独特的传统加工炮制工
具。此外，中药炮制技术是有“法”可循的，这个“法”是指方法。廖春
红说，中药的应用已有几千年历史，经过前人不断试验，有些烈性有
毒中药通过加工炮制，降低或消除了毒性，逐步在临床上得到应用，
收到了良好的治疗效果。有的通过加工炮制提高了疗效，有的改变
了性质，以适应复杂的临床治疗需要。这样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中药
炮制的方法，其中包括了炮制工序、所需辅料等内容，以确保质量。

中药饮片深受海外青睐
白芍飞上天，木通不见边，陈皮一条线，半夏鱼鳞片……在药交

会现场，一些樟树药企在展位上凸显出该市独具风格的中药炮制工
艺特色，吸引了不少参展商和市民驻足观看。

樟树市非常注重传统炮制技术的传承与发扬。近年来，当地不
仅重视原料药材“三月茵陈四月蒿”的应时采收，还对原料药材“耳
听、鼻嗅”的鉴别方法进行了普及，且将“精细修拣、切制精良、奇巧炮
炙、周密贮藏”等炮制技术广泛运用到药企生产。

此外，樟树中药炮制在长期实践中，还用不同辅料和方法，不同
的炮制程度，达到不同临床应用的要求。“我们企业生产的中药饮片，
通过传统的炮制工序炮制后，药效稳定，深受海外中药经销商的喜
爱。”樟树市一位中药饮片企业负责人告诉记者，近年来，他们企业向
海外销售的饮片批量每年以10%的速度增长。

传统饮片生产领域瓶颈凸显
连日来，记者走进樟树市一些中药饮片生产企业，发现企业生产

车间的中药炮制过程出现一种“两结合”的现象：饮片的炮制由人工
工序和机械设备工序共同完成。

“时下，樟树老药工难觅，年轻人学艺的越来越少。”谈起企业中
药炮制为何会出现“两结合”现象，樟树市庆仁中药饮片有限公司张
小波告诉记者，由于从事中药炮制脏、苦、累，收入不高，许多原来从
事炮制生产和研究的老药工和专家都转了行，青年一代又不愿从事
炮制工作。现在樟树独有的“樟帮”中药炮制技术面临断代失传的
危机。

“不过，危机也是机遇。”省中医药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说，随着科
技的发展，中药炮制现代化势在必行。据介绍，目前我省科研人员正
在传统中药炮制基础上，应用现代科学理论与技术，探索中药炮制作
用原理、作用机制，通过化学、分子生物学、实验药理学及临床药物学
等临床研究多学科的结合，研究药物炮制前后的理化性质和药理作
用的变化。

“我们已经着手提升中药领域各个方面的发展，并将扶持有实力
的企业建设现代化的中药厂，加大科研投入，提升技术水平，从而达
到传承创新中药炮制技术目标，做强做大中药产业。”樟树市委、市政
府相关负责人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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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年，2所学校，1000多个山里娃
——记2020年全国脱贫攻坚奖贡献奖获得者支月英

本报记者 骆 辉 文/图

支月英正在上课支月英正在上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