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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师风采

任继周院士主编《农业伦理学
史料汇编》出版

本报讯 （通讯员 胥刚 柯溢能） 近
日， 由中国工程院院士、 兰州大学教授任继
周主编的 《农业伦理学史料汇编》 由江苏凤
凰科学技术出版社付梓发行。 该书是有关我
国农业伦理学史料的第一部辑要工具书。

任继周院士有感于我国当前社会转型期
对农耕文明造成冲击而产生的种种伦理学问
题， 特别是追溯在历史长河中城乡二元结构
的起源、 发展与伦理学缺失的问题时， 他认
为首先要摸清我国农业伦理学基本史料。 为
此任继周院士组织了南京农业大学人文社会
科学学院和兰州大学的相关专家， 历时三
年， 以 《诸子集成》 有关农业伦理资料为基
础， 广泛采集我国现存农书， 旁及有关典籍
中的农业伦理资料编纂而成。

厦门理工学院赛车队获
巴哈大赛冠军

本报讯 （通讯员 袁雅琴） 8月29日，
“2015中国汽车工程学会巴哈大赛” (Baja�
SAE� China， 简称BSC)在山东落幕， 最
终， 厦门理工学院以总成绩686.00分获得总
冠军， 冠军车队将获得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颁发的10万元出国参赛大奖， 于2016年代
表中国征战美国Baja大赛。

巴哈大赛是由中国汽车工程学会 (SAE�
China)发起、 山东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
联合主办， 第一届比赛的报名参赛车队就达
33支， 最终报到注册29支车队。 比赛于8月
26日完成车队报到、 注册， 27日进行了技
术检查、 静态项目和赛前练习， 28日展开了
爬坡比赛及操控性比赛， 以及最终29日的2
小时耐久赛， 全面考核了学生选手在理论知
识和动手实践两方面的综合能力。

据了解， 大学生巴哈赛事起源于美国，
是大学生方程式汽车大赛的前身， 适合职业
院校和本科低年级学生参与。

校园动态

作为国家首批“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 试点单位， 合肥学院建立了校企合作培养
与国际合作培养相结合、 实践教学全程贯通、 师生互选机制等特色培养机制———

“中行独复”突破自控专业禁区
———记大连理工大学钟万勰院士

■通讯员 吕东光

《人民日报》 日前在头版显著位
置刊登 《我国航天发动机技术多变
量控制获重大突破》， 82岁的大连理
工大学钟万勰院士脸上露出了会心
的微笑。

“我们的理论和算法看来是用在
这套技术上了”， 他手指着新闻报道
说。

H∞鲁棒多变量控制的工程化应
用是航天发动机拥有“中国魂” 的关
键所在， 这是“洋人” 把持在手中的
核心技术， 被称为“自控专业禁区”。
钟万勰在H∞鲁棒多变量控制理论的
研究， 准确地说在计算结构力学与最
优控制交叉学科的探索上终于取得突
破， 对此他用易经“中行独复， 以从
道也” 来自勉。

不囿权威之束缚
“我不是按已有的老路 ， 跟着

‘洋人’ 再走一遍， 这既费劲又乏味，
且缺少新意。” 钟万勰从不迷信“洋
人”。

“这是国货。” 钟万勰用30年攻
克两个世界难题， 一个是突破了由力
学大师铁木辛柯的弹性力学半逆法，
即圣维南问题凑合法； 另一个是消化
了大数学家赫尔曼·韦尔1939年从分
析力学问题提出的辛数学概念， 在国
际上首次建立了离散的辛数学体系。

这两个理论体系的建立， 突破了
“洋人” 100多年固守的传统经典力
学， 成为世界力学领域崭新的标志性
成果。

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是， 他将辛数
学用在了传统动力学中， 进行结构力
学的离散分析， 发现最优控制线性二
次理论与结构力学中的子结构理论有
相同的数学方程及变分原理， 建立起
了一一对应的模拟关系。 这个结构力
学与控制理论的模拟关系， 让从牛顿

开始原本各自独立发展的分析动力学
与结构力学产生了关联性， 打开了分
析动力学中分析结构力学的一个新层
次。

而且， 这一模拟关系的建立证
明， 数学与力学、 物理学之间存在着
一致性， 运用辛数学， 多门学科可相
互结合、 进行跨学科研究。

再者， 钟万勰攻克了一个世纪以
来国外动力学数值计算一直使用差分
法、 只能得出近似解的关键问题， 创
建了精细积分算法， 其数值计算结果
逼近计算机上的精确解。

进而， 钟万勰把模拟理论和精细
积分算法应用到振动理论、 波的传播
和最优控制理论中， 都取得了意想不
到的满意效果。至此，力学中多门学科
相互联系的公共理论体系初步形成。

“行成于思， 毁于随。 随了多少
年了， 岂能总是随着别人转？ 反客为
主， 走自己的路！”

振兴民族之责任
“落后就要挨打， 要好好学习，

为中国人争气”， 父亲的教诲从小就
在钟万勰骨子里扎下了根。

中国崛起面临着国防现代化和高
端制造业水平的提升， 控制理论与计
算是其中的关键问题之一， 然而， 核
心高科技无法引进。 “面对禁运， 只
有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钟万勰说。

H∞鲁棒多变量控制理论是实现
最优控制的基础理论， 钟万勰将他创
建的状态空间法应用到最优控制理论
中， 取得了新的突破， 诞生了我国自
己的H∞鲁棒多变量控制理论。 2007
年 《状态空间控制理论与计算》 等著
作问世。

“我们要走出自己的路来， 我们
要对自己有信心。”

钟万勰在竭尽所能实践着属于中
国人的自信及自主创新。

在H∞鲁棒多变量控制理论创建

后， 钟万勰又率领团队开发出最优
控 制 系 统 设 计 与 仿 真 工 具 箱
PIMCSD� Toolbox， 它具有目前流
行的国外开发的Matlab、 SLICOT
等控制工具箱所不具备的功能和特
色， 对机器人操作的快速机动， 制
导武器的精确打击和拦截， 卫星编
队队形的重构以及飞机起飞、 降落
阶段的姿态调整等， 都在发挥重要
作用。

“洋程序全部行吗?” “尤其是非
线性控制， 是各国面临的挑战， 这是
我们的特色， 既精确又快速； 特别是
现代战争， 控制响应时间非常重要。”

他亲自率团队将他的成果应用于
实践， 与多个我国高端制造业重大重
点工程单位开展紧密合作。 自2008

年开始， 他们多次到中国航天科技和
科工集团作鲁棒控制H∞等理论的报
告， 对科技工作者进行理论指导和技
术交流， 并把他们开发的有关数值仿
真软件系统介绍给中国航天科工集
团， 让中国控制算法早日摆脱受制于
人的困境， 为中国人争气。

矢志一生的追求
钟万勰一生可谓历经坎坷， 但他

对科学一往无前的追求， 始终没变，
从来都是以一名闯将的姿态， 冲锋在
学科发展的最前沿。

“文革” 期间身处逆境， 在时任
校长钱令希院士保护下， 钟万勰顶着
压力， 为我国核潜艇的研究和设计立
下汗马功劳。

计算机刚在中国大地上兴起时，
学校组织了一支由钟万勰为首的小分
队， 到上海进行开拓， 在国内率先发
展计算力学， 缩短了我国与国际先进
水平的差距。

自上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 面
对国外制造业CAE程序系统的高端
模块对我国禁运， 钟万勰率领团队成
功开发出以JIGFEX/DDJ为中心的
一系列对经济建设极有实用价值的程
序系统和集成SiPESC程序平台。

82岁的他至今天天坚持上班 ，
怕影响科研， 学校给他新房他不住，
几十年住在老房子里， 午间和大家一
道吃食堂。 “我不能迷失方向， 一定
要看到国际发展的动向。 机会来了，
就得抓住！”

钟万勰院士近影 龙海波 摄

教改一线

特色培养让专业硕士“接地气”
■本报记者 俞路石

通讯员 方梦宇 潇潇

合肥学院环境工程专业2012级
毕业生唐中亚 ， 没想到非“985”
“211” 高校毕业生进北京也会这么
顺利。 凭借自己过硬的专业知识和丰
富的一线工作经验， 他得到了北京市
蓝德环保科技集团的肯定， 一毕业就
成为该集团的工艺设计师。

作为国家首批“服务国家特殊需
求人才培养项目” 专业硕士研究生培
养试点单位， 合肥学院在2012年开
始培养工程硕士环境工程领域专业学
位研究生， 并建立了校企合作培养与
国际合作培养相结合、 实践教学全程
贯通、 双导师制以及师生互选机制等
特色培养机制。 唐中亚便是此项制度
的受益者之一。

校外导师让培养更接“地气”
当巢湖遇上蓝藻， 如何妥善处理

以避免二次污染的发生？ 当粪便遇上
蚯蚓， 如何实现养牛场废弃物的无害
化和资源化处理？ 合肥学院专业硕士
的毕业论文受到不少环保企业的青睐。
首届毕业生不仅实现了就业率100%，

而且基本都在环境工程领域就业。
“我们的学习和研究并不仅依靠

课本和实验室， 而是走进企业， 走进
社会， 切实接触与环境有关的事物。”
研二学生龚晨说。 为进一步提高研究
生教育质量， 合肥学院根据自身条件
和国家需要， 实行了“双进双培” 制
度， 建立校企联合培养、 互利共赢的
合作机制， 为每一位学生量身配备一
位校外导师。 从人才培养方案制订、
课程教学到企业实习、 毕业论文设
计， 两位导师全程参与。

首届毕业生慈娟的毕业论文关注
了巢湖蓝藻处理问题， 她的校外导
师， 安徽南风环境工程技术有限公司
行政总经理韩蔚对这个选题十分支
持。 作为一名长期工作在安徽环保第
一线的企业高工， 他认为巢湖水华蓝
藻的爆发及水质污染一直是百姓关注
的热点问题。 在研究过程中， 慈娟研
制出蓝藻火锅燃料饼， 目前此项产品
已申请专利并投入生产， 实现了经济
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合理结合。

“私人定制” 使教学充满活力
虽然有了这些校外合作实体和导

师， 校内导师和研究生教育管理部门

对学生的学习依然盯得很紧。 “兴趣
是最好的老师， 不设定条框， 让学生
自己选择毕业论文选题， 鼓励他们提
出想法， 表达观点， 而我们只负责引
导或适当更正。” 学校化学与材料工
程系教授吴缨说。

2013级硕士研究生徐芳丽对此
深有感触。 2013年7月， 徐芳丽决定
与班上其他同学一起进入合肥市环保
局实习， 进行环境监察勘探研究。 工
作一段时间后， 徐芳丽发现自己并不
适合这项工作， 她向导师岳梅袒露心
迹。 与导师进行一番沟通之后， 徐芳
丽重新选定了毕业论文选题， 成功进
入合大环境检测有限公司实习。 在业
界导师韩蔚的指导下， 现在的徐芳丽
对公司各项工作流程已轻车熟路。 谈
及即将面临的就业问题， 她自信满
满， “现在已有数家企业衔来‘橄榄
枝’， 实践经历是简历上最‘吸睛’
的部分。”

针对部分本科阶段非环境工程专
业的研究生， 校内导师会根据他们的
实际情况推荐他们到与自己本科专业
有关的环境工程机构或企业实习， 更
好地应用所学知识。 孙大伟本科阶段
学的是电子专业， 吴克导师根据其具

体情况推荐他去合肥市劲旅环卫设备
有限公司做智慧环卫方面的研究； 侯
亮本科阶段学的是物流管理， 杨学春
导师在充分尊重学生个人意向和兴趣
上， 建议他参与与物流相关的环境工
程方面的研究。

国际合作为专硕培养插上翅膀
德国是如何利用可再生资源的？

韩国的垃圾是如何分类和处理的？ 这
些都是合肥学院2013级研究生们在
今年3月11日举行的国内外游学总结
交流会热议的论题。 作为中德合作共
建应用型人才培养示范高校， 合肥学
院国际合作氛围很浓， 常年有德、 韩
等国教师、 学生来校进行访学， 环境
与工程专业更是学校国际合作的重点
专业之一。

根据该校研究生培养目标和培养
计划， 以及学生的专业成绩、 英语水
平及研究兴趣， 学校每年都安排研究
生在第三学期进行为期2周的游学。
为此， 合肥学院设立了学生出国游学
专项经费———出国 （境） 留学奖学
金， 奖励面为同届在校生的50%。
2014年， 8名研究生赴韩国湖西大
学、 天安市环境能源事务所、 韩国电

子产业环境协会、 现代汽车公司 （牙
山工厂） 污水处理厂参观游学。 5名
研究生赴德国哥廷根应用科学大学、
罗斯托克大学、 施特拉松德应用科学
大学、 云德生物能源村、 弗劳恩霍夫
研究院等游学。

邓飞飞便是赴德游学的参与者之
一， 短短两周时间让他感触颇深。

“德国人严谨的生活态度， 那种深植
内心的环保意识， 的确让人震撼。”
在采访中， 他谈及了在德国期间经历
的一个小故事。 “记得在地铁上， 我
准备将吃剩的苹果核丢进垃圾桶， 遭
到了同行德国教授吕文的反对。 他告
诉我地铁站里没有可以回收果核的垃
圾箱， 他顺手将果核放入了随身携带
的可回收塑料袋中， 到了实验室后，
方才将果核丢入指定垃圾桶， 伟大均
由细节铸就。”

像这样的故事， 同学们在德国屡
见不鲜。 “回来后， 我发现自己也会
不自觉地关注一些生活中的小细节。”
同行学生张文明在采访中告诉我们，
两周的游学经历带来更深刻的影响可
能是原有思维方式的转换， “这也为
我们在未来的学习、 科研方面指明了
更加明确的方向。”

“一天两元三倍”，10元本钱收益4204元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我们

5人团队一天用10元本钱赚回423元，
经过加时赛、 复赛、 决赛， 最后总收
益为4204元。” 近日， 山东工商学院
第四届“一天两元三倍” 创业挑战赛
暨创新创意大赛落下帷幕， 大一学生
江姿蒂所在的5人团队比拼获得一等
奖， 还收获了2000元奖金。

山东工商学院创业学院副院长周
金刚介绍， “一天两元三倍” 创业挑
战赛暨创新创意大赛是该校一项推动
大学生创新创业的竞赛活动， 目前已

举行了四届。 在竞赛活动中， 每个团
队三至五人， 要求在一天时间内， 每
人携带2元钱或价值两元的物品， 依
靠个人和团队的能力， 不限方式努力
实现资本翻倍。

在这次活动中， 江姿蒂团队先用
10元钱到花店买了3支玫瑰花， 转手
卖出后得到了30元钱。 随后， 他们
又用其中的20元买回6支玫瑰花， 用
另外10元在“两元店” 买了8个小挂
件， 并到KTV收集废啤酒瓶做成漂
流瓶， 搭配玫瑰花销售。 到当天晚

上， 江姿蒂团队共收入423元。 在此
后的加时赛中， 江姿蒂团队还到烟台
高校销售红酒等， 最终用10元本钱
盈利4204元。

学校创业氛围浓厚， 是江姿蒂团
队创业激情高涨的重要原因之一。虽
然江姿蒂团队的5个人都是大一学生，
但他们都听说过很多师兄师姐的创业
故事，还选修了学校的KAB创业教育
课， 耳濡目染， 对创业拥有浓厚的兴
趣。像“一人两元三倍”这样的微创业
挑战赛， 该校今年就有200余人组成

的50支跨专业团队参加比赛。
该校近年来不断加强创业创新教

育， 早在2007年就开设了普及性的
《KAB创业教育》 全校选修课。 2010
以来， 连续获评省级大学生创业示范
高校、 全国青年就业创业教育先进集
体， 2014年被确定为省级大学生创
业孵化示范基地、 山东省大学生创业
培训政府采购项目定点培训机构。

在该校大学生创业中心， 记者还
见到了2012年舍己救人的“最美中
学生” 龚钰犇。 龚钰犇在学校的大学

生创业中心， 跟着师兄们一起开网店
学创业， 参与创业实践实训。 “卖过
女装、 自行车， 目前还在寻找最适合
自己的创业项目， 希望能为毕业后的
发展找一条出路。” 龚钰犇说。

“下一步，我们将围绕人才、产业
和资本，促进学校‘产学研创’一体化
发展， 为师生早期创业项目提供人才
培养、技术支持、孵化加速、投资融资、
市场营销、咨询顾问等系统支持服务，
打造‘众创空间’，推动‘大众创业，万
众创新’”。周金刚说。

山东工商学院创业教育有妙招

创业观察

加强大学生英雄主义
教育是当务之急

■于洪良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
战争胜利70周年的系列活动，彰显了党和人民
将永远铭记那些抗战英雄，始终勿忘英烈们的
丰功伟绩。 然而值得警惕的是，社会上特别是
网络上出现了一股“歪曲抗战历史，诋毁亵渎
英雄”的错误思潮，严重扰乱了人们对英雄形
象的认知。

“如果丧失对历史的记忆，我们的心灵就
会在黑暗中迷失”。 不懂历史的民族没有根，
淡忘英雄的民族没有魂。今天，呵护我们心中
的英雄梦，就是呵护、感恩我们的英雄们，告
慰那些曾经做出牺牲和付出的英灵； 就是呵
护我们民族薪火相传、赖以不灭的文化根基。

对大学生而言，理解英雄、尊重英雄、崇
尚英雄不是一句空话，也不是一时兴起，而是
从历史的记忆中，从英雄的故事里，自觉汲取
力量，涵养精、气、神，这终将成为一代人与国
俱进，得以强大的根基。

一要少说教，多引导，持续加强中国革命
历史的正面宣传教育。“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
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要用心用情，用更
为容易接受、 更为符合事理逻辑的方式讲好
英雄故事， 赋予主流价值观更多切身感和时
代感，营造弘扬英雄精神的强磁场。充分利用
学校驻地的革命旧址、战场遗址等红色资源，
利用各种媒体特别是网络、手机等新媒体，创
新教育传播方式，少一些“大水漫灌”，多一些
“细水滴灌”。

二要少照搬， 多贴近， 全面把握好“创
造性转化、 创新性发展” 原则， 多从思想理
论上凝聚。 “没有理论的人容易被‘俘虏’，
被人家天花乱坠的话所迷惑。” 要发挥学科
专业优势和人才智力优势， 倡导和鼓励科学
的历史研究包括人物研究， 使现有的中国革
命史、中共党史、人民英雄创造历史的研究更
加扎实丰富，更具说服力，同时要警惕以考证
揭秘之名行政治图谋之实的行径。 让大学生
在回首中铭记， 在缅怀中传承， 把英雄精神
深深融入民族的基因血脉里， 内心保有家国
的情怀和担当， 勿忘和平正义来之不易， 勿
忘复兴之路任重道远。

三要少拔高， 多客观， 着力培育崇尚英
雄、 捍卫英雄的社会文化生态。 “崇拜英雄
是一种好善， 也是一种审美”。 要创新教育
载体， 提高教育感染力， 努力培塑敬重历
史、 崇敬英雄的民族心理， 净化提升我们的
民族精神， 首先要捍卫历史的尊严， 维护英
雄的形象， 消解“精致利己主义者” 产生的
现实土壤。 使英雄形象更接地气， 使大学生
产生认同进而转化为“红色基因”， 让其感
到英雄的“可信、 可学、 可敬、 可爱”， 在
外界拼爹、 炫富、 看颜值的一片喧嚣中洞穿
时空迷雾， 保持内心坚守， 涵养一份定力，
做一个恪守社会公义和良知的人。

校园时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