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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周洪松
前不久，河北诚信有限公司
董事长褚现英来到河北科技大
学，就双方合作投资建设“联合
化工过程研究室”进行协商。
“与郑学明教授合作 20 年，他用
技术创新让企业由弱变强、由强
变大，仅去年公司纯利润就达 18
亿元。
”褚现英笑着说。
多年来，河北科大实现科研
与经济社会无缝对接，展现出应
用研究“点石成金”的力量与魅
力，让一方实体经济风生水起。

河北诚信是一家生产氰化物
的化工企业，成立之初，因生产
技术不完善、污染严重，企业面
临关停。
生死关头，河北科大送来“及
时雨”
。郑学明带学生前来考察实
习，了解情况后，他们接下了这块

中。学院增材制造产业技术研究
院研发的光敏树脂、熔膜、树脂砂
等多种材料 3D 打印技术，已在国
防军工快速模具、复杂砂芯、隐形
正畸等方面实现工业化应用。
2012 年起，河北科大围绕区
域经济关键领域转型升级打造药
用分子化学平台、生物制造公共
实验平台、通用航空产业平台、
先进纺织材料与加工技术平台和
文化产业创新平台“五大平
台”，平台内多学科优势资源统
一调配、优势互补、联合攻关。
顶层设计实施，人才是关
键 。“ 我 们 就 是 要 为 ‘ 冒 尖 儿 ’
人才‘劈山开路’。
”孙鹤旭说。
学校大胆进行机制创新，打
破指标、身份限制，在职称评审
推荐中创新性地加入“直接推
荐”，并规定在校内岗位聘任中
学术成果突出者可“低职高
聘”。近 3 年，全校直接推荐高级

职称 25 人，33 名具有副教授或
讲师职称者被低职高聘。
打破教学科研考核“壁
垒”，科研业绩在考核聘期内可
年度间结转；打破用人限制，学术
带头人可“自选团队”；打破成果
认定模式，将横向合同视同为技
术转移和成果转化，70%收益归
课题组，其余 30%按照预算支付
课题组研发和合同执行费用……
一项项举措落地，一批批高
水平科技成果喷薄而出。
纤维铺放成型技术主要用于
飞机结构件和大型风电叶片等非
圆结构复合材料构件制造，发达
国家对我国限制甚严。岳彦芳教
授团队与保定标正机床有限公
司、中航通飞石家庄飞机公司、
西安交大和哈工大合作，研究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大型工程化纤
维铺丝头，目前已完成缩小比例
样机研制。
（下转第二版）

西南科技大学教师将 22 名外国学员安全带出震区——

一次 16 小时的紧急撤离
四川九寨沟县
7.0 级地震

新疆精河县
6.6 级地震

胡尚连直勾勾地盯着公路两
旁的大山，夜间的气温已经降到
十多摄氏度，她把行李箱里的换
洗衣服全部翻出来套在身上。她
身后大巴车里的学生昏昏欲睡，
车窗外山影重重，月光下山梁上
的滑坡体一片惨白。
今年暑假，西南科技大学承
办了科技部国际合作项目“2017
年畜禽养殖加工及废弃物处理国
际培训班”。作为该校生命科学
与工程学院副院长，8 月 8 日，胡
尚连正带着来自巴基斯坦、尼泊
尔、赞比亚、老挝、缅甸、马来西亚
6 个国家的 22 名学员，从绵阳出
发，前往阿坝州松潘县参观牦牛
养殖基地。当晚 9 点，培训班乘
坐的车在九寨沟通往松潘的山路
上遭遇了地震。
“汽车突然一颠，
我下意识以

为是司机没挂上挡，可是晃动越
来越剧烈。”胡尚连回忆，当时司
机迅速把车停到路边，车上的学
生都站到过道上，
有的开始尖叫。
胡尚连和同行 6 名教师都经
历过汶川地震，他们用英语告诉
学生们，2008 年后四川地震比较
频繁，应急和救援机制也比较完
备，
让大家不要惊慌、保持镇静。
短暂停留以后，胡尚连马上
安排司机把车开到一处开阔平整
的空坝，
让学生在车内休息，
教师
则两人一组在车外值班，观察两
旁山体异动。有需要上厕所的，
4
个人一组，
由教师带领一同前往。
宁静的夜，不时传来远处山
体垮塌的声音。没人睡得着，教
师们就陪着学生聊天。凌晨 1
点、2 点、3 点，原本空荡荡的
山路，人和车越来越多，大都是

从九寨沟向绵阳平武方向撤离的
游客。凌晨 5 点，得知前方道路
已经堵塞，胡尚连决定马上向平
武撤离。
100 多公里的撤离之路异常
漫长，
一路垮塌不断，
石头从山上
滚下，扬起一片尘土。坐在前排
的胡尚连不时回头张望，师生们
神色凝重。车窗外，狭窄的公路
上，
一边是缓缓向外撤离的车辆，
一边是疾驰而过的救援车辆。
次日下午 1 点，培训班大巴
车终于抵达平武县城。当地志愿
者为师生送上了矿泉水和面包，
胡尚连看见学生的脸上终于有了
笑容。回到绵阳，来自尼泊尔的
学生阿贝特意给教师们发来短
信：
“ 真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感谢
西南科技大学的老师和同学们。
”
本报四川平武 8 月 11 日电

“红旗飘扬处，
我们来救灾”
——记甘肃省陇南市文县梨坪初级中学应急救援队
本报记者 尹晓军
暴洪泥石流，加上九寨沟地
震，让甘肃省陇南市文县梨坪镇
所辖的金坪、玉坪、九原、尚家
坝、李家坝、侯家坝、任家坪、
细燕等村同时受灾。
得知这一情况后，梨坪初级
中学教师和学生便自发组织了应
急救援队，带上校旗奔赴灾区，
在抗洪抢险指挥部的统一指挥下
开展紧急协助救援、搜寻失踪人
员、抢救群众物资、搬运救灾物
资、统计学生家庭受灾情况、重
点人员心理疏导等工作。
几天来，梨坪初中救援队的
身影无处不在。
“ 红旗飘扬处，我
们来救灾”，每到一个村，救援队
就迅速联系周边村民、志愿者开
展应急救援，一边分片统计受灾
学生并进行心理疏导，一边帮助
村民清理、搬运粮食等物资。
“听到灾情，很多老师都放弃
了休假，从外地纷纷赶回来奔赴
灾区抢险救灾。”8 月 10 日晚上，
记者联系上梨坪初中救援队队
长 、教 务 主 任 孙 熇 。 他 告 诉 记
者，当天下午，救援队已徒步进
入九原寨村了解学生受灾情况。
●值班主编：易鑫

●值班编辑：余闯

梨坪初级中学应急救援队在开展救援。
梨坪初级中学应急救援队在开展救援
。（文县教育局供图
（文县教育局供图）
）
九原寨村是梨坪镇唯一的藏
族村寨，九原小学就坐落于此。
据村民反映，当时洪水逼近九原
小学食堂背墙，地震时震感强
烈，目前无垮塌迹象。
孙熇说，九原寨的山后是文
●设计：白弋

●校对：王维

县天池，连日暴雨导致天池两边
洪水暴发，加之地震，从九原寨通
往城区的唯一道路被毁坏，车辆
无法进入。截至记者发稿时，九
原寨的救援工作仍在进行，九原
小学和学生家庭受灾情况还在进

一步排查中，
暂无人员伤亡情况。
“红旗所在的地方，就是我
们的阵地。我们要让群众和学生
树立信心，坚强面对灾难，重建
家园！”孙熇说。
本报甘肃陇南 8 月 11 日电

各地高校紧急排查受灾学生，确保新生顺利入学

聚焦

﹃请相信，
我们就在你身边﹄

本报记者 鲁磊 通讯员 郭鸿雁

本 报 8 月 11 日 综 合 消
息 连日来，四川九寨沟县、
新疆精河县相继发生地震，牵
动着社会各界人士的心。离
2017 级大学新生入学还有不
到一个月的时间，各高校纷纷
启动应急救助机制，排查受灾
学生，为灾区新生送去温暖，
确保新生顺利安全入学。
“地震揪心，但我们为你
准备了温暖体贴的服务。请
相信，我们就在你身边。”
在九
寨沟、精河地震发生后，新疆
农业大学第一时间对即将入
学的 2017 级新生进行排查，
逐一联络震区学生，准确掌握
学生的安全及家庭财产损失
情况，抓紧安排部署新学期开
学对灾区新生的帮助和关爱
方案。除详细告知 2017 级新
生资助政策与措施外，新疆农
大还将视新生受灾情况，提供
受灾临时生活补助、路费补助
等资助，为受灾的所有家庭经
济困难新生提前开启“绿色通
道”，对来自震区的新生给予
人文关怀及专业的心理帮扶，
保障顺利渡过难关。
（下转第四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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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室里没开空调，一滴滴
汗珠从邹余贵的额头滑落，浸湿
了他的衣衫，他却丝毫不在乎。
这个暑假，邹余贵几乎每天
都会来到办公室，上网查询资
料，制作课件，为新学期课程做
准备，常常一待就是一整天。住
在学校附近的学生知道他的这个
习惯，时不时会来找他答疑解
惑，他都会一一耐心予以指导。
若不是办公桌边上放置的拐
杖，很难有人意识到，眼前这位
精力充沛的教师，其实是一位左
腿高位截肢的残疾人。

意外之后的郑重选择
8 月 10 日，记者来到江苏省
南京市溧水区群力中学。天气酷
热难当，这所乡村初中的大部分
教师都已休假，而英语教师邹余
贵却依旧在办公桌前忙碌着。
面对记者，邹余贵平静地讲
起了 2015 年 1 月 10 日那天的事
情，他的命运在那一天被彻底改
变。因为在之前举办的家长会
上，两名学生家长缺席，他放心
不下，便前往家访。
邹余贵骑着电动车，眼看就
要到达目的地，身旁的渣土车却
猛然向他倾轧而来。片刻空白之
后，邹余贵清醒过来，身体没有
任何知觉，却发现自己的左腿已
不知去向，血正汩汩地往外流。
“少了一条腿，我还怎么给学生上
课啊！”他这样想着，再次昏迷了
过去。
校长方俊回忆起当时的场景
依旧感慨万千：“我去看他的时
候，他刚从重症监护室出来，脸
色惨白，不能进食。见到我，他
的第一句话就是：
‘对不起，我给
学校添麻烦了，我的两个班现在
怎么安排？
’”
面对残酷的现实，邹余贵一
度情绪低落，家人的关怀、同事
的鼓励和学生的问候，成了他恢
复创伤的良药。群力中学地处偏
僻乡村，距离医院很远，学生们
坐公交来看望他一次，来回要花
上大半天时间，可这并不能阻止
大家的热情。
随着时间的推移，邹余贵的
身体慢慢康复起来，他装上了假
肢，重新站了起来。因为是工
伤，他本可长期在家休息，享受
优厚的津贴。但思虑再三，他还

本报记者

潘玉娇

——

秉承传统，科研项目
建在生产第一线

难啃的
“骨头”
。历时半年，
师生帮 度有机废水研究工作。近年来，
企业完善了丙二酸酯合成技术并 研 究 成 果 在 玉 峰 集 团 、 威 远 生
实现洁净生产，
企业绝境重生。
化、华北制药等省内外 10 多家企
2007 年，郑学明教授团队“丙 业推广应用。
二酸酯系列产品的再创新”科研
胡永琪教授主持研发的“气
项目成为河北省重大项目，并在 液固三相碳化反应多尺度调控及
企业转化实施。
“ 第一套装置投产 超细碳酸盐生产新技术”，综合
即实现 2.5 万吨年产量，当时全球 能 耗 比 国 内 其 他 技 术 低 25% —
需求量不过五六万吨。我们成本 30%，被国内 50 家碳酸钙企业和
低、质量好，掌握着一定的市场定 13 家镁盐企业推广应用。其中，
价权，直接导致德国一家公司退 6 家代表企业 3 年累计新增利税
出 该 产 品 生 产 。”褚 现 英 回 想 当 1.77 亿元。
年，豪情满怀。如今，河北诚信丙
“学校科研项目有 70%来源
二酸酯产能已达 10 万吨，占全球 于省内重点行业、企业，具有自
市场近七成，成为国内最大的氰 主知识产权成果近千项，发明专
化物及其衍生物生产基地之一。 利比例达 60%。
”校长孙鹤旭说。
“校内专家始终密切关注国
顶层设计，打通校企
家战略和区域经济发展需求，把
“最后一公里”
科研项目建在生产第一线。”河 联动
与机械学院院长崔红斌交流，
北科大党委书记王余丁说。
“ 河北省装备制
上世纪 70 年代，杨景亮教授 “中国制造 2025”
等词语不时出现在他的话语
团队开展厌氧生物技术处理高浓 造业”

因工伤高位截肢，他装上假肢重返课堂

——河北科技大学科技创新探秘

邹余贵：拄着拐杖再上讲台

应用研究“点石成金”
的魅力

是选择回到学校，因为“实在放
不下那些孩子”
。时隔两年，邹余
贵很庆幸当初的决定：
“其实，我
真正重拾对生活的信心，就是在
回到学校以后。
”

艰难开始，一路坚强
考虑到邹余贵的特殊情况，
学校一开始并没有安排他上课，
而是让他旁听其他教师的课并进
行指导。
“不试试看怎么知道呢？”他
一次次对自己说，一次次向学校
递交申请。终于，学校领导拗不
过他，让他带一个班级，教室安
排在一楼。
2016 年 春 季 学 期 开 学 第 一
天，邹余贵重返讲台。第一节课才
上了 10 分钟，因为站立时间过
长，邹余贵装有假肢的那条腿就开
始剧烈疼痛，衣服也被汗水浸透，
他咬咬牙，面容平静地坚持把课上
完。晚上回家，妻子帮他把假肢卸
下来，才发现与假肢接触的那个部
位，已经长满了水疱。这样的情况
持续了两三个月，水疱磨破了，又
重新长出来，直到磨出厚厚一层老
茧。
（下转第四版）

■曝光台

山东查处多起有偿补课案例
当事教师、学校和相关部门被问责
本报讯 （记者 魏海政） 今
年暑假前，山东省教育厅下发通
知治理教师有偿补课，在全省中
小学组织开展“树师德、正师
风”治理有偿补课专项活动，依
法依规严肃查处有禁不止的学校
和教师，并追究学校领导责任和
相关部门的监管责任。
近日，临沂市沂水县教体局
对 9 名教师违规补课活动进行查
处通报，辞退其中 7 名代课教
师，对两名在职教师进行全县通
报批评，责令退还学生所交费
用，当年年终考核不得评为合格
及以上等次，取消两年内评先树
优和职称晋级资格。
7 月上旬，济宁市纪委、市
教育局接到群众举报，反映济宁
一中个别在职教师利用暑假时间
举办高一新生预科辅导班，规模
大、收费高，后经查实该校 5 名
教师违规有偿补课。随后，济宁
一中召开党委会，责令朱洪涛等

5 人写出深刻书面检查，退还学
生所交费用，并分别给予 5 人降
低专业技术职务等级处分，并将
违规情况记入个人档案等相应处
分。济宁市教育局党委责令济宁
一中作出深刻检查，并将处理结
果在全市教育系统进行通报。
7 月 14 日，济南市济阳县纪
委接群众举报并查实 3 名教师违
规进行有偿补课。7 月 20 日至 21
日，济阳一中 5 名教师有偿补课
被查实，给予其中 3 名在编教师
行政警告处分、扣发 2017 年全年
绩效工资等处分，取消济阳一中
校长本年度考核评先树优资格。
7 月 24 日，菏泽市单县教育
局也公开发布了针对一名中学教
师有偿补课的处分决定。从 7 月 9
日起，马某在家中招收数十名学
生进行收费辅导。单县教育局给
予马某行政记过处分，对马某所
在中学校长、所在学区进行全县
通报批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