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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

信 息 浩 瀚 的 互 联 网 上 ， 搜 索
“陈清如”，能得到的信息却不多。

他的名字，只在科研成果、工
程实践、会议报告，甚至还有早先
几年博士生的招生简章中，偶尔闪
现。

但如果要写陈清如的故事，绝
非三言两语能说清楚。

几年前，有人要编写 《陈清如
传》，跑到他家里和办公室选资料，
一选就是 40 箱，最后找了搬家公
司，用一辆卡车才运走。

车载斗量的资料背后，是陈清
如在业界如雷贯耳的名声。他是中
国矿业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
士、著名选矿专家、干法选煤之父。

一系列名头背后，是他用一生
书写的传奇。

顶天立地的科研“小目标”

对陈清如来说，做科研有个原
则，叫“顶天立地”。所谓顶天，就
是要瞄准国际前沿，不跟着别人后
面跑，而立地，则是要以国家的重
大需求为导向。

一直以来，煤炭的分选以湿法
为主，也就是说要以水为介质，又
称“洗煤”。而我国三分之二以上的
煤炭分布在西部干旱缺水地区，这
意味着湿法选煤难以采用，迫切呼
唤干法选煤技术的出现。

1984 年，为了解决我国煤炭和
水资源逆向分布的实际问题，陈清
如开始着手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
选煤技术的研究。

这实在是一项世界性难题！
这 项 技 术 要 求 以 空 气 和 磁 铁

矿粉形成的密度均匀稳定的气固
两相悬浮体作为分选介质，使轻
重物在悬浮体中按密度分层，不
论科学理论还是工程技术，都是
开创性的。当时中国的科研水平
还很落后，想要成功，几近天方
夜谭！

很多人对此表示怀疑，陈清如
也曾多次问自己：做得出来吗？

最终，他下定决心：“中国人不
比外国人笨，外国人研究不出来的
东西，中国人偏要研究出来！”

经过艰苦攻关，1986 年底，实
验室模型试验成功。1990 年，陈清
如来到黑龙江七台河市燃料公司桃
山煤场开展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
选煤工业性试验研究。

正当干法选煤研究和开发进行
火热时，1990 年底，由于长期劳累
过度，陈清如突然便血，被诊断为
肾癌，送至北京协和医院救治。在

校领导前去看望时，陈清如提出了
两条意见：如果癌细胞还没有扩
散，就尽快手术；如果癌细胞已经
扩散，就立即出院，尽可能用生命
允许的最后时间完成手头的工作。

手术后 20 天，病情刚刚稳定的
陈清如就坚决要求出院。回家休息
后没几天，就坐火车赶赴七台河
市。

当时，中国矿业大学已迁址徐
州，从徐州到七台河，坐火车要 38
个小时，中途还要转一次车。陈清
如大病刚过，但是为了钟情的科
研，他把一切都置之度外。为尽快
建成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选煤工
业性试验系统，同时，也为完成

“八五”国家重点工业性试验项目，
陈清如带领团队吃住在现场，最长
一次连续待了三个多月。到冬天，
黑龙江的气温低至零下 30 多摄氏
度，咳口痰也要冻成冰碴儿，对于
这样冷酷的考验，出生在杭州的陈
清如淡定接招，攻克着一道道科研
难关。

1994 年春节，陈清如为了工作
本不打算回家，七台河市领导知道
后，硬是把他“轰”上火车与家人团
聚。在工业性试验系统建设期间，陈
清如的老伴患脑溢血去世。

经过多年的攻关，1994 年 6 月，
世界上第一个空气重介质流化床干
法选煤工业性试验系统在中国调试
成功，这标志着我国缺水和高寒地区
及遇水易泥化煤炭分选有了新途
径。干法选煤被称为选煤工艺的一
次重大革新，陈清如也收获了“干法
选煤之父”的盛誉。

1998 年起，陈清如院士的学生
赵跃民教授带领团队瞄准国家重大
战略需求，继承、创新和发展了空

气重介质流化床干法选煤技术，在
基础理论、关键技术和工程应用等
方面取得了重大突破，提出了气固
流态化分选理论，发明了新一代干
法重介质流化床分选机，开发了模
块式高效干法选煤工艺与装备，引
领 了 世 界 干 法 选 煤 技 术 的 发 展 。
2009 年，以赵跃民为学术带头人的
科研团队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新
研究群体项目资助，并被评价为

“代表了中国现今煤炭资源洁净加工
利用领域最高的科研创新水平”。

别具一格的严师慈父

在科研和教学工作中，陈清如
一直保有着创新的基因。他笃信，
要想让创新如源头活水，并保持科
研的与时俱进和高水准，就必须培
育新生力量，培养高层次的创新专
业人才。

1982 年，陈清如开始招收研究
生。他招学生与众不同，简单说就
是两个字——跨界。他的 50 余名硕
博研究生中，矿物加工专业的只有
20 位，其他则涵盖了数学、物理、
机械、计算机、化工等各个专业。
在陈清如看来，多学科交叉的背景
正是诞生创新与创意的沃土，而把
不同学科分散的力量集聚在一起，
也能发挥不同特长人才优势，形成
强大的科研团队。

尽管如此，培养起跨专业招收
的研究生却着实不易，毕竟学生之
前完全不懂矿物加工。为了帮助学
生跨越专业壁垒，陈清如下足了功
夫。

陈清如的学生杨玉芬说，在陈
清如的督促和高要求下，“跨界”的
学生们恶补了很多选矿、干法选

煤、干法筛分方面的知识。甚至有
的研究生还未入校，就先被陈清如
带去了选煤厂。

治学严谨、要求严格是陈清如
的另一大特点。对于学生来讲，求
学的过程很“虐”。大到确定研究方
向和学位论文选题，小到字句、标
点符号，毕业答辩幻灯片的制作及
时间控制，陈清如每个环节都会严
格把关。

赵跃民教授是国家杰出青年基
金获得者、长江学者、中国矿业大学
副校长，也是陈清如的第一位研究
生。他回忆，在一次做筛分机数学模
型的过程中，他前后做了一个月实
验，积累了大量数据。而当数据交到
陈清如手中时，陈清如却察觉出了异
常，随后跟着学生到现场重新操作，
结果发现系统存在实验误差，之后，
一切推翻重来。

为了学生的成长，陈清如不惜体
力。1996 年，陈清如的视网膜脱落，
做完手术的他什么都看不见，为了不
影响学生答辩，他让学生把论文内容
讲给他听，并提出修改意见。1999
年开始，陈清如在北京、徐州两地同
时招收博士生，那个时候，北京到徐
州单程需要 8 个多小时，但陈清如每
周至少往返北京、徐州一到两次，从
未缺席。

对 学 生 来 讲 ， 陈 清 如 不 仅 是
一位严师，也是一位慈祥宽厚的长
者。每到各种节日，陈清如祝福和
问候的短信或邮件总是先于学生们
发出。每次出差时，他总想着把附
近的学生叫到一起聚会。学生们工
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陈清如
总是尽力相助。谈到老师，学生
们 说 得 最 多 的 就 是 “ 感 动 ” 和

“感谢”。

老骥伏枥的报国情怀

近年来，燃煤造成的严重污染
成为公众关注的话题。而早在上世
纪 90 年代，陈清如就注意到了这一
严峻现实。他一直有个心愿：减少
燃煤造成的污染，还人们以蓝天。

据预测，到本世纪中叶，煤炭
依旧会在我国能源消费中占据主导
地位。要从根本上防治污染，出路
就在于洁净煤技术。而陈清如所研
究的选煤又恰恰是洁净煤的源头技
术。每入选1亿吨原煤，可排除矸石
1800万吨，减少二氧化硫排放49万
吨。煤炭经分选提质后燃烧，燃烧
效率可提高10%至15%。

70 多岁的他，又开始投入到新
一轮的忙碌中。

2004 年，他在“中国煤炭能源
的洁净化”一文中提出中国洁净煤
战略。陈清如认为，在煤的产地建
设大型电站，就地发电，不仅可以
缓解铁路运力紧张，减少无效运
输，还有利于集中治理燃煤污染，
保护环境。

凡是认定的科研方向和有利于
国家人民的事情，陈清如都会不遗
余力地推进。在他的字典里，没有

“困难”两字。在他眼里，只要能发
现问题，分析原因，就一定能找到
对应的破解之道。“最大的困难是人
们的思想观念。”陈清如说。

从为科学研究踏遍矿山的不辞
辛劳，到为培养学生的不停奔波，
再到为洁净煤技术的不断探索，陈
清如前行的脚步从没有停下。

2010 年 4 月 25 日，对陈清如来
说是个特别的日子。这一天，第 16
届国际选煤大会在美国肯塔基州列
克敦市召开。这是国际选煤界最具
权威性、最具影响力的大型国际会
议。大会上，陈清如被授予首次设
立的国际选煤大会组委会主席“终
身成就奖”，这是目前国际选煤界最
高个人科技成就奖。“我虽已 85 岁
了，我还将继续为我热爱的选煤事
业奋斗终生。”获奖感言中，陈清如
说。

陈清如喜欢两句话，一句是马
丁·路德·金的名言“我有一个梦
想”，另一句是 《周易》 中的“天行
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在他看来，
一个人的成功需要各种条件，但说
到底，还是要靠自强不息。而且，
一个人要有梦想，因为这是一步步
走向成功的原动力。对陈清如来
说，最大的梦想，就是“强国梦”。

（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在选煤领域，他为我国掌握干法选煤技术立下汗马功劳

陈清如：“矿”世情缘
本报记者 杜玮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矿业大学教授陈清如中国矿业大学教授陈清如 （（右右））

上个世纪上个世纪 7070 年代年代，，陈清如陈清如
（（左二左二）） 在建校工地劳动在建校工地劳动

陈清如陈清如 （（左二左二）） 和同事讨论教学和同事讨论教学

40岁的刘自强，是四川古蔺县知名的企
业家，事业有成的他，却在女儿就读的学校另
找了一份“工作”——成为女儿就读学校的家
委会主任。

女儿到古蔺县实验学校读初一以后，刘
自强被学校聘为家委会主任，随后，他主动跟
学校提出要来“上班”。他负责组织学生的课
外拓展活动，代表家长与学校沟通，接待家长
参观学校，当上两个班级的班主任助理后，学
生的日常管理也成为他的工作内容。

刘自强去学校“上班”的想法，源于2015
年的一次身体检查。医生说他可能瘫痪，他
一晚上睡不着，突然意识到“挣再多的钱都不
如把孩子培养成才”。后来他弄明白，这是一
次误诊。但“好好培养孩子”的想法，却很快
付诸实践。

刘自强的作息跟一个班主任无异。学校
并没有对他作出考勤，但他很自觉，办公室旁
的小隔间里，放着一张简易弹簧床，工作日期
间，他一般在这里过夜。他给学生建菜园子，
还制定成长计划表。他虽是义工，但工作认
真负责，得到学校领导和家长的一致好评。

在家校共育、家校合作过程中，家长与教
师之间的责任边界往往模糊，有些家长抱怨自
己成了随叫随到的“编外教师”，让陪伴变成了
负担。那只有像刘自强这样有钱有闲的家长
才能负担起家校共育的责任吗？这值得我们
进一步讨论、反思。

专职的家委会主任

■每周人物点评

2012年从南京大学毕业后，袁辉放弃了
稳定的工作机会，只身来到了湖北省恩施州巴
东县清太坪镇姜家湾教学点从事志愿支教工
作，2014年，他又转入白沙坪小学支教至今。

“钱能以后再赚，但现在这里需要我，我
还得留下。”今年30岁的袁辉，除了每周上
31节课、担任四个年级的老师，同时还坚持
每周三次前往“瓷娃娃女孩”田艳青家讲课，
为她筹款募集看病的费用。

虽然袁辉也曾考虑过离开，但看到孩子
们对知识的渴望，又不忍心离去，“我还有很
多事没有做完。小艳青不能去学校上课，我
不能把她教到五年级就跑了，我走了就没人
给她上课了”。

袁辉扎根基层教育一线，为山区孩子带
来希望，这是一种伟大的奉献。很多支教活
动都不是针对一个学校的长期支教，一些志
愿者过了一两个月就离开了。教学是个连续
性的工作，如果只干一年或者一个月就离开，
其实效果堪忧。

2014年，袁辉的父亲送他去姜家湾，父
子俩在学校门口吵了起来。袁父认为，支教
并非成家立业的道路，袁辉的同学都已经在
买车买房，他对儿子的行为很不理解。

有车有房、成家立业是所有人必需的
吗？不尽然。每个人的选择不同，道路不同，
但只要踏踏实实地走好每一步，会有开花结
果的一天。袁辉在山乡播撒希望的种子，所
创造的价值不能用车、房来衡量，在自己有限
的人生里面过好自己的生活，并在浮躁的当
下传递正能量，这也是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本期点评 黄鹏举

专心的支教名校生

甲子风华，桃李馨香。2018年9月16日，长春
理工大学将迎来60华诞。值此佳期临近，我们谨向长
期以来关心和支持学校发展建设的各级领导、全体海
内外校友以及社会各界朋友致以诚挚的问候和崇高的
敬意。

奋翅腾骧，行地无疆。长春理工大学原名长春光
学精密机械学院，是新中国首所培养光学专门人才的
高等学校，1958年由中国科学院创办，著名科学家、
“两弹一星”元勋王大珩院士担任首任校长。建校60
年来，一代又一代长理人怀揣“为祖国培养光电科技
人才”的初心，与时代发展同频，与民族复兴共振，
铸就了“志存高远、坚毅自强、知行合一、追求卓

越”的长理精神，培养了15万名青年才俊，“中国光
学英才摇篮”群星璀璨，熠熠生辉。

六秩春秋，弦歌不辍。进入新世纪以来，在国家
高等教育事业跨越发展的历史进程中，长春理工大学
抢抓机遇，乘势而上，综合办学实力明显提升：2000
年，长春建筑材料工业学校并入；2002年，更名为长
春理工大学；2004年，被确定为吉林省重点大学；
2005年，在国家教育部门本科教学工作水平评估中
获得优秀；2007 年，吉林省电信培训中心并入；
2012年，入选“中西部高校基础能力建设工程项目院
校”；2015年，自主培养了办学历史上首位中国工程
院院士……今天的长春理工大学，实现了由多科性的

教学研究型大学向特色鲜明的高水平大学的转型发
展，成为国家国防科技工业部门、吉林省、长春市共
建院校，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社会服务、文化传
承创新、国际交流合作方面成就斐然，为国防现代化
事业和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新甲子恰逢新时代，新征程呼唤新作为。当神州
大地的复兴景象愈发蓬勃，长春理工大学建设“双一
流”的生动实践已经展现开来，在立德树人中铸就光
魂，在自我革新中奔向未来，让建设特色鲜明高水平
大学的理工梦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在
不忘初心的不懈奋斗中交相辉映。

任重道远，继往开来。60周年校庆，既是展示长

春理工大学历史发展成就的重要时机，也是总结经
验、再创辉煌的崭新起点。目前，60周年校庆筹备工
作已正式启动，我们将本着“简朴、务实、交流、共
赢”的原则，组织开展一系列校友联谊和学术交流活
动，力求办成一场文化气息浓重、学术氛围浓郁、专
业特色浓厚、师生情谊浓烈的教育盛会。

北国春城，南湖之畔。我们热切期盼广大校友拨
冗光临，回到这个无数次出现在梦里的老地方，共忆
风华正茂，共襄校庆盛典，共谋发展大计！

特此公告，敬祈周知。
长春理工大学

2018年5月24日

长春理工大学（原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60周年校庆公告
（第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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