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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

他在材料领域耕耘半生，年过八旬又华丽转身，竭力办好一所大学——

涂铭旌：老兵新传
本报记者 胡航宇 通讯员 史甲庆

他，是我国杰出的材料科学
家，潜心金属材料、稀土、钒钛
及纳米材料研究，为我国材料科
学与工程领域的建设和发展书写
了浓墨重彩的篇章。

他，身体力行“科教报国、
科技兴乡”的人生信条，将科学
研究与祖国建设、社会需要、家
乡发展紧密地联系起来。

他，耄耋之年，本可安享含
饴弄孙的快乐，但他情系桑梓，
勇挑重担，将数十年发展积累的
教育科研思想付诸实践，演绎着
一个老兵新传的人生传奇。

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涂
铭旌。

科教报国，三次创业

时至今日，涂铭旌仍记得
71 年前乘船离开家乡重庆的那
一幕：1946 年夏秋之交，年仅
18 岁的他，前往上海同济大学
求学，当轮船经过夔门即将离开
家乡的时候，突然之间，一种强
烈的感情在他心中升起：“我应
该有一颗报恩的心，就是有朝一
日，我一定要回报生我养我的故
乡！”

那时、那情、那景永远定格
在他的心里。回报家乡，为家乡
的建设和发展贡献自己的力量
——这成了他一生挥之不去的梦
想。这个梦，一做就是四十年。

1951 年大学毕业以后，成
绩优异的涂铭旌留在了同济大学
担任助教，并先后被选送到哈尔
滨工业大学、北京钢铁学院 （今
北京科技大学） 学习，1955 年
研究生毕业后先后在上海交通大
学、西安交通大学任教。

涂铭旌把自己在西安交通大
学工作的 30 年称作是“人生第
一次创业”。30 年里，他作为主
研人员跟随周惠久院士从事金属
材料研究，并协助周惠久创立了
金属材料强度理论，创建了西安
交通大学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
实验室。1988 年，涂铭旌作为
主研人员的“发挥金属材料强度
潜力的理论研究”荣获原国家教
委科技进步一等奖、国家自然科
学三等奖，为我国金属材料研究
作出了重要贡献。

1988 年 8 月，年已 60 岁的
涂铭旌离开工作了 30 年的西安
交通大学，终于回到自己的家乡
——四川成都，受聘为成都科技
大学 （后四川大学和原成都科技
大学合并，组建新的四川大学）
教授，担任高新技术研究院院
长，开始了他所说的“人生第二
次创业”。

在四川大学的 20 年里，涂
铭旌以极大的热情投入科学研究
和人才培养工作，取得了令人敬
佩的突出成就——

仅用 5 年时间就建成四川省
稀土材料及应用工程研究中心、
四川省纳米科技应用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领衔申报成功两个博士
学位授权点 （金属材料和纳米材
料及纳米技术）。

2001 年四川大学材料学科
被评为国家重点学科，他的两项

研究成果“室温磁致冷材料”和
“无钕稀土系镍氢动力电池”，分
别被评选为2002年和2003年稀
土十大科技新闻。

1993 年，是涂铭旌人生中
跌宕起伏的一年。超负荷的压力
和夜以继日的辛勤工作，使他积
劳成疾，病倒在科研征途中。这
一年，他被确诊为直肠癌。“生
死对立统一、相辅相成、相互转
化。不惧怕死、不谈癌色变，就
不致增加身心负担。积极治疗，
反而会起死回生。”面对生死考
验，涂铭旌十分淡然。

在休养期间，他仍然坚持给
研究生上课，不仅着手探索开创

“材料创造发明学”课程，还在
术后第二年开始指导调至成都科
技大学后的首届博士研究生。

“他用生死考验见证了崇高
的师德、诠释了教师职业的理想
追求。”涂铭旌在川带领的第一
批博士生黄婉霞如是说。

1995 年，鉴于他在材料学
研究方面所作的巨大贡献，他当
选为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
学部院士。

2008 年 11 月 15 日，涂铭
旌度过了自己 80 岁生日，一个
偶然的契机，他在永川与重庆文
理学院结缘。他认真了解了重庆
文理学院这所年轻的学校，被这
所学校的办学理念、办学精神、
办学模式、办学效率所吸引和感
染。不顾年事已高，他毅然担负
起提携这所年轻大学的重任。他
受聘为重庆文理学院名誉校长、
发展战略顾问，勇敢闯向了人生
的“第三次创业”。

涂铭旌曾梦想有一片天地，
可以按自己的思维去创办一个材
料研究所。如今，他的这个夙愿
在重庆文理学院实现了。

桑梓情深，从零起步

接受重庆文理学院的聘书
后，涂铭旌和他的夫人唐昭莼舍
弃在成都的优裕生活，把全部精
力都投进了重庆文理学院，以求
引领这所年轻的学校在学科建
设、科学研究和应用型大学创建
的道路上前进。

一切都是从零开始。
将应用技术师范学院的教学

实验室进行了一番改造，涂铭旌
便有了在重庆文理学院的实验
室。来到学校的第一年，实验室
只有 4 个人，设备空缺，资金匮
乏，也没有材料专业，一切都是
一张白纸。招人也很困难，没有
一个博士往这边投简历，最后只
招了6名硕士研究生。

“其实最难的就是确定研究
方向，如今涂老在学校工作近十
年了，而前几年都是在摸索中度
过的。”学校党委副书记刘灿国
回忆。

涂铭旌并无退缩。他勇担总
设计师的角色，画蓝图、领方
向、写方案，从设备的选型到安
装调试，再到项目的构思，他推
动着每一步有条不紊地进行。

刚到学校的那段时间，涂铭
旌不顾年事已高，走访了永川区

及周边区县 200 余家中小企业，
按他的话来说，科研要“接地
气”，要实际应用，做好调研是
第一步，要了解企业技术能力现
状，企业发展需求，掌握第一手
资料，为科研做好准备。

实验室建立伊始，第一年
做的项目有刀具的表面涂层、
大足石刻的文物保护、重庆巫
山 城 口 矿 石 的 综 合 开 发 利 用
等。“我们研究的东西到底有没
有价值，适不适路？”涂铭旌经
常带着他的学生和助手到企业
登门请教。

从为学校进行战略谋划，到
求贤若渴为学校广引人才，再到
呕心沥血指导学科建设，涂铭旌
不辞辛劳深入一线调研。为了抓
好实验室建设，八十多岁的他，
连寒暑假也几乎没有休息。

“研究院从一层楼扩建到二
层楼的时候，正是重庆最为炎热
的暑假期间，酷暑难耐，又加上
没空调，施工期间灰尘多、噪音
大，办公环境特别艰苦。但涂老
不仅要求所有科研人员继续工
作，自己也坚守在工作岗位。”
涂铭旌的秘书雷宇回忆起当时的
情景，感慨不已。

在涂铭旌的牵头之下，学校
的一系列高精尖实验慢慢开展起
来。

2013 年，在重庆市科委的
组织下，重庆市光电材料与器件
研究院落户重庆文理学院，为学
校打开了一片全新良好的科研生
态。

2015 年，重庆市协同创新
中心择优支持学校实验室 1000
多万元。渐渐地，实验楼从第一
层加到了第二层，加到了第三
层，再到整栋材料科技楼都成了
研发中心。

液压机、喷烧炉等工厂级的
装备引进来了；来自英国牛津大

学、美国加州大学、清华大学、
浙江大学的人才也源源不断加
入，霎时间，实验室充盈了蓬勃
的生机与朝气。

目前，新材料技术研究院已
建成面积约 4000 平方米的实验
楼和 6000 平方米的成果转化及
产业孵化场地，拥有价值 4000
万元的仪器设备。

呕心沥血，十年如一日

十年里，涂铭旌仿佛忘记了
自己已是年过八旬的老人。

这十年间，涂铭旌亲笔写下
了 《材料中心发展战略构想建
议》《培养优秀材料工程师的设
想和实践》《服务产业发展的构
想和实践》《高素质创新型人才
的软实力和巧实力》《运用先进
智造技术助推中小型制造业转型
升级》 等 100 余篇关于学科建
设、学校转型、地方产业发展的
报告。这些报告立足实践，深入
浅出，真实反映了这些年来在办
学模式上的新探索，在学科建设
上的新思想，在服务区域性经济
社会发展上的新思路。

翻阅这些报告文稿，上面涂
满了涂铭旌用红色、蓝色、黑
色、绿色的笔做的标注，有的
粗、有的细，不时还有三角形、
星号做点缀。无数个日夜，实验
楼办公桌前，戴着老花镜的涂铭
旌聚气凝神，落笔无声，这成为
很多人记忆深刻的画面。

在探索实践中，涂铭旌始终
以地方高校学科建设、转型升
级、服务社会为出发点。他提出
普通地方院校服务区域产业发展
的三个办学理念：服务区域产业
发展，驱动地方院校内涵发展是
重要使命，是学校办出特色的必
由之路；政、产、学、研协同创
新，提高学校整体创新能力，是

强校之路；培养特色应用人才
（优秀工程师） 是强校之本。

十年来，涂铭旌带领材研院
在团队建设、科学研究、人才培
养、服务社会等方面取得了一系
列成绩。新材料技术研究院逐步
发展成光电材料与器件、先进材
料与成型技术领域的著名科研机
构，团队攻克纳米银线柔性触摸
屏和喷墨打印电子线路两项关键
技术，获得首届全国智能制造创
新创业大赛总决赛第一名、首届
中意创新创业大赛第二名。

“纳米银线的研发正值夏日
酷暑，涂老和我们团队在实验室
里待了整整一个暑假。研发过程
中，问题重重，困难不断，涂老
一直耐心指导，鼓励我们不要放
弃，经过几百上千次的实验、上
万次的测试，我们才突破了将银
金属纳米化及图案化的技术难
题。”团队成员李璐说，涂老的
敬业精神和严谨的态度给团队留
下了难忘的印象，并使大家终身
受益。

研无止境，不老“九零后”

十年来，涂铭旌以战略家的
广阔视野、思想家的卓越智慧、
科学家的严谨作风，激励着身边
的每一个人。

校长许洪斌说：“涂铭旌院
士已成为重庆文理学院一张引以
为傲的办学名片、学校深度转型
发展的象征符号、文理人心中高
耸挺立的精神丰碑。”

这位淡泊低调的耄耋老人曾
戏言自己是“八零后”，如今眼
看就成“九零后”了，他依然向
着未来，迈着探索的步伐。

日前，由涂铭旌院士亲自授
牌的创新教育平台“涂铭旌创新
实验班”正式搭成，它将采用

“3+2”本硕连读的培养模式，

以双导师制、因材施教、小班教
学、国际化为特色，培养具备

“创新、创意、创业、创富”能
力的优秀材料工程师。该实验班
已有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 58 名
学生，其中 18 名学生将出国留
学深造。

“能够进入涂铭旌创新实验
班，我感到荣幸和自豪，同时也
倍感压力和责任，我将珍惜学习
机会，高标准严要求，将涂老的
精神传承和弘扬下去。”2017 级
材料科学与工程专业的丁宇淳如
是说。

在涂铭旌院士 89 岁生日之
际，学校党委书记孙泽平和校长
许洪斌为他颁发了“终身奉献
奖”证书和奖杯。

颁奖词这样写道：“十年来，
他高瞻远瞩为学校进行战略谋
划，他求贤若渴为学校广引人才，
他呕心沥血指导学科专业建设；
十年来，他带领他的团队为学校、
重庆，乃至国家的科技创新作出
了重大贡献；十年来，他‘大爱无
疆、科教报国’的献身精神在文理
人心中树起了一座丰碑。”

“谢谢你！涂院士，文理人永
远爱你！”孙泽平书记发自内心的
告白唤起了全体文理人的共鸣。

接过沉甸甸的奖杯，涂铭旌
止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这
辈子我得过三个国家级科学技术
成果奖、20 多个省部级奖项，
单单情有独钟两个奖，一个是四
川 大 学 授 予 我 的 ‘ 十 佳 师 德
奖’，一个就是文理学院授予我
的‘终身奉献奖’。”

“这两个奖激励着我继续奉
献，继续回报生我养我的重庆家
乡父老。我将为重庆文理学院建
设高水平的应用型大学鞠躬尽
瘁，活到老，学到老，奉献到
老，这就是我的心愿。”涂铭旌
说。

中国工程院院士、重庆文理学院发展战略顾问涂铭旌（左） 受访者供图

■每周人物点评

当选安徽省团委兼职副书记前，苏
明娟就已经很出名了。只不过那时候，
人们更熟悉她的昵称——大眼睛。

1991年，年仅8岁、就读于安徽
省金寨县三合中心小学一年级的苏明娟
像往常一样握笔读书，却在抬头的一瞬
间打动了前来采访的摄影记者。

那实在是一张抓人的照片。女孩顶
着蓬乱的短发，眉心处的刘海儿有个
豁，背景是整片暗淡。但在她白皙的脸
上，一双大眼睛闪着光，深潭一样的黑
眼珠直勾勾盯过来，里面盛着怯懦，也
盛着渴望。

后来的故事我们都知道。这张照片
被命名为《我要上学》，成为希望工程
的标志。大眼睛的具体可感打动了很多
人，截至2016年，全国希望工程累计
接受捐款129.5亿元、资助学生553.6
万名，苏明娟就是其中之一。

“没有这幅照片和希望工程，我的
人生也许会是另一个轨迹。”苏明娟
说。她是幸运的，因为她不仅长了一双
动人的大眼睛，还遇到了看得见贫困学
生读书之难的“大眼睛”。

20多年后的今天，在国家财政对
教育的大力投入下，贫困已不再是孩子
们读书的拦路虎，如何让他们读好书、
获得身心的全面发展，成为新的焦点。

许多没有大眼睛的孩子，还等待着
我们睁大眼睛去发现。

活法儿

“为什么事发时我不在现场？”因保
姆纵火案失去妻子和三个儿女后，林生
斌时常陷入自责。这种自责有时甚至会
演变成负罪感，一种“我还活着的负罪
感”。

重锤一样的哀恸将林生斌击打成两
个人。人后，他靠酒精和药物入眠，曾
因精神恍惚失足落入瀑布；人前，他尽
心张罗妻儿后事，为九寨沟地震捐款捐
物，接受媒体采访提及保姆莫焕晶时不
愿过多评价，只说“我先见到人再说
吧”。

因为这份高度的自持，林生斌被称
为“完美受害者”。一位网友给他留
言：“谢谢你，让我知道人在极端悲伤
后还是可以体面温柔地活着。”

面对林生斌，很多评价的话语都挣
扎在笔尖，无法落于纸面——他实在没
什么可指摘之处，而想到他的经历，赞
美的好词儿也都显得残忍和苍白。

12月21日，莫焕晶将在杭州市中
级人民法院接受审理，在发布这条消息
的微博中，林生斌写道：“好人难做，
但我们仍然要做个好人。”

余生还长，林生斌总不能一直按两
个人的方式去活。做个好人，这是他为
自己选择的活法儿，又何尝不是他教给
我们的活法儿。

本期点评 刘亦凡

大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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咸阳师范学院四十周年校庆公告
筚路蓝缕、四秩春秋，奋进耕耘、弦

歌不辍。2018 年 5 月 25 日，咸阳师范学
院将迎来40周年华诞。在此，我们谨向长
期以来关心、支持学校建设发展的各界朋
友、海内外校友和全体师生致以诚挚的感
谢和崇高的敬意！

渭水河畔忆峥嵘、五陵原上谱新篇。
咸阳师范学院位于历史文化名城——咸
阳 。 从 1978 年 建 校 至 今 ， 学 校 历 经 了

“陕西师范大学咸阳专修科”“咸阳师范专
科学校”等发展阶段。2001 年 5 月，咸阳
师范专科学校与陕西省咸阳教育学院合

并，成立咸阳师范学院。2004 年 10 月，
陕西广播电视大学咸阳市分校并入。2016
年 7 月，陕西省机电工程学校划归学校。
学校先后荣获“全国语言文字工作先进集
体”“全国社会实践先进集体”“国家语言
文字规范化示范校”、陕西省“文明校
园”、陕西省“园林式单位”、陕西省“依
法治校示范校”、陕西省教育系统“先进
基层党委”、陕西省教育系统“创佳评
差”优秀单位等称号。四十春秋，栉风沐
雨，历经沧桑，一代代师院人书写着开拓
进取、追求卓越的时代华章。

风雨兼程四十载、励精图治师道显。
建校 40 年来，学校秉承师范教育的优良
传统，积极践行“厚德·博学”校训，以
立德树人为根本，以学科建设为龙头，以
提升层次为主线，以内涵建设为核心，以
培育特色为重点，以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为

导向，以转型发展为突破，以国家“双一
流”建设和陕西省“四个一流”建设为
契机，以深化改革为动力，全面提高教
育教学质量，形成了鲜明的办学特色，培
养了 10 万余名应用型高级专门人才，为
地方基础教育和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积极
贡献。

守正出新继往盛、砥砺前行秉乾象。
经过几代人的开拓创新，学校在人才培
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承与创
新、国际交流与合作等各方面都取得了跨
越式发展。目前，校园占地 824 亩，实习
实训基地 2650 亩。全日制在校本科生 1.5
万余人、教职工 1200 余人。设有 16 个二
级学院、33个研究机构，开办有本科专业
55 个，涵盖文学、理学、历史学、法学、
教育学、管理学、工学、经济学、艺术学
等 9 个学科门类。学校与美国、德国等 16

个国家及香港、台湾地区的50余所海内外
知名高校、科研机构建立了友好合作关
系。站在新的历史起点，师院人正沿着前
人求知求真的足迹，向着特色鲜明的高水
平应用型大学昂首迈进，唱响了创新多
变、担当进取、不懈奋斗的铿锵旋律。

巍巍学府逢盛世、桃李盈门贺华诞。
40周年校庆，将是学校回顾办学历程、展
示办学成就、凝心聚力推进学校各项事业
迈上新台阶的重要契机，是学校走向新辉
煌的里程碑。学校诚挚邀请所有关心和支
持学校发展的各级领导、海内外校友和各
界宾朋拨冗莅临，畅叙情谊，共谋发展，
共创师院美好未来！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咸阳师范学院
2017年12月2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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