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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
先锋 “嫦娥五号”此次承担的任务是获取

月球样品返回地球，这是我国航天领域迄
今最复杂、难度最大的任务之一。东南大
学校友胡旭东是此次发射的“01”号指挥
员。“01”号指挥员，是航天发射的大脑，是
火箭发射任务技术上、指挥上的No.1，是
火箭能否顺利圆满发射的关键。

胡旭东现任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发
射测试站副站长、“嫦娥五号”“01”号指挥
员。作为一个80后独生子，胡旭东生在
安徽，学在江苏，人生的前23年没有离开
过长江中下游。选择航天事业，就意味着
选择了挥别父母亲人，选择了与绵绵大山
和茫茫大海作伴，选择了将个人命运与祖
国发展紧密相连。

2003年，从东南大学动力工程系（今
能源与环境学院）本科毕业前夕，胡旭东
给家里打了个电话，大意是可能要去离家
千里的西昌工作，这个决定着实在家里掀
起了不小的波澜。犹豫再三，父亲胡永文
下定决心：“让孩子去吧！你不记得他每
次看到火箭发射的镜头就目不转睛地盯
着吗？他那是心心念念地惦记着火箭
呢！”母亲汪群觉得丈夫讲得有理，很快就
坦然接受了儿子的选择。

先是从合肥坐30多个小时火车到成
都，又从成都坐一夜火车到西昌，从西昌
火车站出站，一家三口坐上了开往发射中
心的大巴。那是汪群这辈子走过的最纠
结的一段路：石子铺就的公路坑坑洼洼，
路面时高时低，时宽时窄⋯⋯想起儿子要
在公路尽头那个未知的地方扎根，汪群的
心又打起了鼓。

一到发射基地，看到平整宽阔的马
路、高大挺拔的杨树、鳞次栉比的营房、五
颜六色的鲜花，再看看一群一群高大帅气
的小伙子，汪群释然了。她想：“人家孩子
能吃苦，我家的也行。把儿子交给国家总
是没错的！”从此以后，胡永文夫妇再也没
有动摇过，他们时刻做好坚定的大后方，
无条件地支持儿子工作。

在西昌，胡旭东“都教头”“排故能手”
的称号声名远扬，排除“射前22分钟氦台
JQ2减压器故障”“YF-75发动机AT41-0
减压器故障”“低温配气台异常振动”“负2
分钟液氢连接器无法正常脱落”为代表的
重大故障11起，为一枚枚火箭腾飞立下
了汗马功劳。

他常说，“成绩属于过去，对于长五的
学习自己才刚开始。”初到文昌发‘射场’，
他为了全面拿准、吃透长征五号火箭，开
启了“开挂模式”，啃教材、画图纸、作比
较，在数据的海洋里鏖战一年，硬是把每
个原理、每个系统、每个岗位都完全弄懂
吃透。他和同志们一起，在摸索中前行，
编写了近100万字的动力系统教材、操作
规程、预案、试题库，攻克了新一代两型火
箭的软实力建设难题。

胡旭东对待工作，从来都是高标准、
严要求，年轻人甚至有点怵他。他说：指
挥员必须了解每一个测试状态。每天吃
饭前，胡旭东会拿出3分钟时间跟同志们
交流业务。有一次，徒弟李帆精心准备了
一个问题并且非常熟练地把答案背出来，
没想到胡旭东追根究底地询问：“那么，为
什么要这么做呢？如果不这样做会怎
样？”从那以后，李帆知道，处理任何技术
细节，不仅要知其然，还要知其所以然。

托起航天发射的重重考验，在工作中
胡旭东需要同时统筹19个系统、100多
个岗位、1000多名操作手，实时掌握火箭
发射的整个过程，还要及时处置各种故障
问题，而且不允许任何一个环节出现失
误。在祖国西部，胡旭东完成了一次次的
蜕变，以最年轻的“01”号指挥员身份诠释
了对航天的爱，用攻坚精神书写了什么叫

“撼山易、撼航天人难”。
本报记者 王梦然 通讯员 唐 瑭

东大校友胡旭东

任嫦五“01”号指挥员

27 岁博士毕业，32 岁破格晋升
教授，36 岁起就担任中国矿业大学安
全工程学院执行院长，摘得“科学探索
奖”的中国矿业大学副校长周福宝仅用
了十多年时间就从煤矿安全领域的青
年专家成长为了学科建设负责人。他
说，这是矿大几代人努力的结果，前辈
们数十年坚持不懈、锲而不舍的奋斗，
使他得以幸运地站到了巨人的肩膀上。

“我们的研究主要集中于生产安
全领域及其对社会公共安全的影响。
安全事关人的生命，所以我们这些从
事安全科研工作的人一定要勤奋实践，
关注细节，确保我们的科研成果能成功
地运用到实际中，减少或避免事故的发
生。”周福宝说，他的研究主要致力于地
下工程空间灾害的致灾因子及灾害过
程的主动应急控制，围绕灾害能量风险
预控着手，提出利用灾害能量的角度
来降低其能量等级并化灾为利的学术
思想，如煤矿低浓度瓦斯抽取、富集及
利用，煤田火区热能提取与利用等。

用科技筑牢煤矿的安全屏障，在
矿区实践的基础上，周福宝开始思考
工程技术问题背后的科学问题，致力
于将工程实践进行理论提升。他主持
的“煤层瓦斯安全高效抽采关键技术
体系及工程应用”获 2016 年度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该项目对井下瓦斯
抽采工程长期以来一直存在工程设计
依赖经验、投入产出比低、钻孔“钻不

深、留不住、封不严”、抽采管网“易堵
塞、联不畅、能耗高”等重大共性难题，
从瓦斯流动与致灾机理、钻护封联一
体化技术、成套装备及工程示范等方
面开展了系统深入的研究并在煤矿现
场得到广泛应用，获得了良好的经济
和社会效益。

勇攀科技高峰，就要解决一个又
一个的世界性难题。我国煤层气（煤
矿瓦斯）产业长期难破成本偏高、利用
率低的困局，年产 500 万吨以上的部
分高瓦斯矿井的瓦斯抽采系统，仅年
耗电量就高达数千万甚至上亿元。周
福宝带领团队开始着手解决该问题，
首创了矿用水环真空泵绿色高效抽采
新技术，研制了适用于瓦斯抽采泵运
行工况的高分子提效剂，实现节电率
23.4%，节水率66.7%。

2012年起，周福宝就担任中国矿
业大学安全工程学院执行院长，2013
年兼任煤矿瓦斯治理国家工程研究中
心副主任。作为学院负责人、全校最年
轻的院长，他倍感责任重大。安全专业
作为学校的主体专业之一，放眼全国也
是首屈一指，在多年的专业评估中均列
全国第一。即使在这样的专业优势中，
周福宝依旧居安思危，将学科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和不足进行了认真梳理，并定
期组织专题学术研讨，向周世宁院士、
袁亮院士、王德明教授等学科前辈请
教，和他们一起研究和创新学科发展，
加强内涵建设，改革教学模式。

“纸上得来终觉浅，青年人要到基
层或工程实践中去历练，如此方能找
到研究的真问题，然后结合问题考虑
符合哲学思想的工作思路，提升为技
术路线和方案，同时需要团队协同配
合。”在周福宝看来，推动学科创新发
展的关键在于人。对青年人要给予充
分信任和耐心，给予安心钻研学术的
工作环境，减少外界的各种考核与评
审认定等，提倡学术成就荣誉。

周福宝：用科技筑牢煤矿安全屏障

在11月14日举行的第二届“科学探索奖”颁奖典礼上，50位青年科学家获奖。与
一般的科学奖项不同，“科学探索奖”奖励的是青年科技工作者正在从事的基础科学和
前沿核心技术的未来可能，记者采访了江苏的获奖科学家，走进他们精彩的科研世界。

奔驰大江南北、走向世界的中国
高速铁路，向世界展示了中国速度。
作为支撑起高铁速度的铁路轨道功能
材料，也在我国科研人员的自主创新
中实现世界领先。此次获得“科学探
索奖”的江苏省建筑科学研究院高性
能土木工程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洪锦祥，多年来带领团队攻坚克难，使
我国在该领域从跟跑实现并跑、领跑，
有效打破国外垄断，实现了国产替代。

“我们研究开发的功能性水泥沥青
砂浆，主要用于高速铁路板式无砟轨道，
是高铁轨道里一个非常关键的组成部
分。2010年前后修建京沪高铁时，摆在
我们面前的问题，就是怎么能够实现这种
关键材料的自主可控。”洪锦祥说，当时我
国在该领域还处于跟跑阶段，面临一
系列技术难题，攻关的过程十分艰
辛。京沪高铁是我国第一条自主建造
的高速铁路，建设速度推进得很快，需
要项目团队快速研发、快速应用。

时间赶，任务重。洪锦祥及团队
宵衣旰食，用不到三年时间研发出这
种新型材料，在国际上较早攻克了夏
季高温难以施工的技术难题，综合性
能超过国外水平。成果有效打破国外
垄断，形成自主知识产权，替代国外产
品应用于京沪高铁工程，并且成本比
国外降低50%以上。

“要打破国外垄断，自主研发是唯
一的出路。”多年来进行关键核心技术

攻关，洪锦祥有着自己的一套“攻坚”
理念：“首先是要发挥团队的力量。科
学研究光靠一个人单枪匹马是不行
的，我们当时研究材料的时候，整个公
司其他团队也一起来解决技术难题，
发挥了多学科交叉的团队力量。其
次，要重视基础研究。“科学探索奖”也
提出鼓励基础研究。我们要有原始创
新、重大创新，或者要解决疑难复杂问
题，就必须找到它基础的、本质的原
因。另外，搞工程的一定要深入一
线。不到现场去看，就不知道问题究
竟出在哪里。我们研发阶段的很多实
验都是在现场做，新材料在施工单位
应用中出现的问题要在一线解决。”

此次“科学探索奖”的获奖者大部
分来自高校科研院所，作为企业里的
科研人员，洪锦祥颇有感触。“在企业
做创新压力更大，因为我们不能仅凭兴
趣搞研究，我们是要面向国家重大需
求、面向经济主战场去做的。同时，企
业的创新一定要是高效的，企业首先
要生存，创新是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从事科研工作以来，洪锦祥作为国
家重点研发计划、973计划的课题负责
人，主持了包括国家基金在内的科研课
题30余项，授权发明专利62项，发表
SCI/EI论文50余篇，获国家技术发明二
等奖和中国专利优秀奖等多个奖项。

想要实现科研突破，青年科学家
应该具备怎样的品质？洪锦祥认为，
首先一定要有韧性。“不能怕失败。因
为创新的失败概率是很高的，有时候
很多年都出不了什么成果。如果怕失
败或者没有韧性，是坚持不下去的。
做科研要耐得住寂寞，不能急躁，要等
得起。”此外，科学家要有创新的思想
和意识，一定要站在科学的前沿，勇于
探索科学的“无人区”，“如果总是去做
别人已经做过的事情，就不可能有重
要的突破和创新。”

本报记者 王 拓 蔡姝雯

洪锦祥：自主研发新材料撑起高铁速度

江苏科学家荣获“科学探索奖”

用科技展开未来的无限可能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百岁老教授欧
阳海的床头，散落着几本中国近代气象
史的书籍，空白处做满了注释。她仍旧
保持每天读书的习惯。这些书之于她，不
是抽象的历史，而是真实的光阴足迹。

少女时代，欧阳海在战火中辗转求
学；青年时期，她为新中国制定出第一
部农业气象情报电码；人到中年，她与
丈夫、著名气象学家冯秀藻先生在艰苦
环境中参与建设了新中国第一所气象
高等学府；临近退休，她投入近十年时
间参与完成的“全国农业气候资源和农
业气候区划研究”，又为学校首次捧回
了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半路出家”成专家

1921 年，湖北武昌，家中长女欧阳
海在一个舆地世家呱呱坠地。

1940 年，出于对中国近代著名地
理学和气象学奠基人、国立浙江大学校
长竺可桢先生的钦慕，欧阳海考入该校
史地系。在茅草教室里学习流体力学，
在防空警报声中绘制气象图表。

毕业后，她留校任教，可是没过一
年，由于抗战，只能选择离开教师岗

位。后来，她前往气象局工作。
建国初期，为配合国家军事与经济

建设，她进行了广泛的气候服务工作，
曾开创打字技术编制出版全国气象记
录年、月报方法，在气候资料基本建设
方面做出显著的成绩。1957 年，随着
国家发展建设的需要，欧阳海转而研究
起农业气象。

“半路出家”的欧阳海硬是摸索出
了门道。她制定出我国第一部农业气
象情报电码，编制出版了简明中国气象
图集和我国第一部《农业气象服务手
册》，在当时被誉为“一部农业科技人员
必备的工具书”。1960年，欧阳海又被
调至南京，参与筹建南京气象学院。

捧回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1960年，南京毗卢寺，有一个房间
常常彻夜灯火通明。窗边映出一对夫
妻伏案奋笔的剪影，他们就是正在筹建
南京气象学院的冯秀藻、欧阳海夫妇。

冯秀藻负责创建学院的农业气象
系，欧阳海则担负起农业气象教学与科研
的组织工作。欧阳海认为，实践是最好的
老师。她讲授农业气象学方面的系列核

心课程，注意培养学生解决农业生产中农
气实际问题的能力。善于钻研的欧阳海
很快成为全国农气领域的“网红”教师，沈
阳农学院、南京农学院和十余个省市农业
气象部门纷纷邀请她前去授课。

1978年，她全身心投入到“1978—
1985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纲要（草
案）”的第一项重点科学技术研究项
目——“农业自然资源调查和农业区划”
研究上，主持了全国和江苏省水分资
源、我国亚热带南北分界线及农业气候
区划等项目的研究工作。

时光不负努力。1985 年，欧阳海
主持研究的“全国区划和水分资源”“江
苏省区划”分别获全国农业区划委员会
一、二等奖。1988 年，“全国农业气候
资源和农业气候区划研究”获得国家科
学技术进步一等奖。

“学生就是我的孩子”

欧阳海对学生的科研工作要求严
格，当时一些工作繁忙的大教授会请课
题组的年轻教师帮忙指导研究生，但欧
阳海的每一个学生她都亲自带，定期检
查工作进展，逐字逐句修改论文。

在跟随欧阳海读研期间，李旭辉
渐渐对中小尺度气候产生了兴趣，这
与欧阳海主要从事的大尺度农业气候
研究方向不同。但欧阳海不仅给学生充
分的选择权，还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更
好的科研条件。“有什么需求和导师说，
她通常都会想办法帮我们实现。例如帮
助我们搜寻研究资料、协调实验室和设
备、举荐想要请教的教授等。”李旭辉
回忆。

让李旭辉印象最深刻的一件事，发
生在他即将出发去温哥华留学，欧阳海
夫妇在家里设宴为他践行时。温哥华气
候寒冷，李旭辉正为没时间准备厚实的
冬衣发愁。欧阳海听到后，立刻在衣橱
拿出一件崭新的羽绒服送给李旭辉。

“1980年代大家都穿棉衣，羽绒服在当
时是我们都没见过的时髦物件，”导师的
这一举动让李旭辉忍不住哽咽，“这件羽
绒服是欧阳老师刚买的，她自己一直没
舍得穿，却毫不犹豫地送给了我。”穿着
这件暖身更暖心的羽绒服，李旭辉在北
美辗转求学，最终成为世界著名微气象
学家、美国耶鲁大学的终身教授。

本报记者 杨频萍 通讯员 林 雯

百岁女教授欧阳海的气象报国情大家

减资公告
灌 云 泽 诚 船 舶 有 限 公 司 ( 注 册 号:

91320723MA1MPJWD74)经股东决议拟向公司
登记机关申请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6200
万元减少至100万元，请债权人自见报起45日内向公
司提出债权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请求，特此公告。

灌云泽诚船舶有限公司
2020年11月25日

遗失 江苏省政务服务网运管中心中国工商银
行南京汉中门大街支行的银行开户许可证，账号
为 4301030409100016520， 核 准 号 为
J3010071553701，声明作废。
遗失 建邺区洋洋得意餐饮店，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320105MA227AK64U，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

（证照编号为JY23201050132530），声明作废。

公告启事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江阴市中江彩板

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止2020年10月31日，该债权总额为1,036.60
万元,本金为779.94万元。债务人位于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该债权由江
阴市大恒纺织有限公司、江阴市中江房地产有限公司、石祖刚、徐燕萍、石伟
梁、池雅莉提供担保（以商铺、别墅设置抵质押）。其他相关情况无。该债权
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次性付款能力和良好的
社会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
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
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
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
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 个工作日，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10 个工作日，
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张
睿、邱阳，联系电话：025-52680845、025-52680827，电子邮件：zhan-
grui6@cinda.com.cn、qiuyang@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
建邺区江东中路377号10号楼18-20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
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中心支公司

机 构 编 码：000019320600
许可证流水号：0250067
业 务 范 围：(一)个人意外伤害保险；(二)个人定期死亡保

险；(三)个人两全寿险；(四)个人终身寿险；(五)
个人年金保险；(六)个人短期健康保险；(七)个

人长期健康保险；(八)团体意外伤害保险；(九)
团体定期寿险；(十)团体终身保险；(十一)团体
年金保险；(十二)团体短期健康保险；(十三)团
体长期健康保险；(十四)经中国银保监会批准
的其他人身保险业务。

成 立 日 期：2002年01月10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南通市崇川区世纪大道18号兴业大厦

101室、201室、301室、1301室、1401室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通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0月10日

新华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中心支公司如皋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19320682001
许可证流水号：0250068
业 务 范 围：对营销员开展培训及日常管理；收取营

销员代收的保险费、投保单等单证；分
发保险公司签发的保险单、保险收据等

相关单证；接受客户的咨询、投诉。
成 立 日 期：2002年08月07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南通市如皋市如城街道海阳南路

300号皋南新村新都国际名品城A区商
铺401号、403号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通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0月10日

中国平安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中心支公司如东兵房营销服务部

机 构 编 码：000018320623004
许可证流水号：0250077
业 务 范 围：承保人民币和外币的各种人身保险业务，包

括各类人寿保险、健康保险（不包括“团体长
期健康保险”）、意外伤害保险等保险业务；办
理各保种法定人身险业务；代理国内外保险
机构检验、理赔、及其委托的其他有关事宜；
证券投资基金销售业务；经中国银保监会批
准的其他业务。

成 立 日 期：2008年09月19日
机 构 住 所：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栟茶镇茗江路16号鑫华

园6号楼201室、202室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通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20年11月23日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南通监管分局批准，换 （颁） 发 《经营保险业务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周福宝 洪锦祥

公 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