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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李尔恭来所慰问何国钟

10月 18日，大连市人大常委会党组

副书记、副主任李尔恭一行来所慰问何国

钟院士，我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毛志

远陪同慰问。

李尔恭表示，院士是党和国家的宝贵

财富，也是推动大连市发展的重要力量。

慰问期间，李尔恭亲切询问了何国钟的生

活身体状况，并感谢其为大连市科技进

步、创新发展做出的重要贡献。同时，李尔

恭还介绍了大连市人大有关工作及大连

市经济发展情况。何国钟衷心感谢市领导

的关心，表示将一如既往地关注支持大连

市的发展，为大连市发展建言献策。

（文 /图 吴闯）

我所科技代表团参加中国·河南
招才引智创新发展大会并完成多项签约

10月 26日，第二届中国·河南招才引

智创新大会、中国·河南开放创新暨跨国

技术转移大会在郑州举行，我所所长刘中

民带队，科研、职能部门、所持股企业以及

科源基金相关人员参加此次大会活动，并

完成多项签约。

在鹤壁市招才引智专场活动中，鹤壁

市委书记马富国及市政府相关领导出席

了此次活动，并表达了对此次活动的高度

重视和对高端人才、高新技术的迫切需

求。在会上，我所持股企业延长中科（大

连）能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与鹤壁宝马科

技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马集团”）

完成了 30 万吨二甲醚制乙醇的项目签

约，宝马集团将依托自产的甲醇和二甲醚

产品，通过采用我所羰基化加氢技术，产

出高附加值的乙酸甲酯和乙醇，提升企业

抗市场波动风险的能力。

在周口市招才引智专场活动中，我所

与郸城县和扶沟县分别签署了全面战略

合作协议，旨在在绿色现代农业产业、生

物质转化利用等方面开展全面深入的合

作。周口市委书记刘继标及市政府相关领

导、相关企业参加了此次活动。

在中国·河南开放创新暨跨国技术转

移大会、中国科学院（河南）科技成果发布

暨项目对接会上，我所科研人员完成了食

品危害因子快速检测、功能寡糖绿色制

造、生物质制乙二醇等多项技术成果发

布，并在会后与多家企业对接交流，推动

了我所科技成果与河南省产业需求双向

精准对接，促进了“产学研”协同创新和深

度融合。

（文 /图 勾剑）

日前，辽宁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

2019年年会在沈阳召开，会议对 2019年度

我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工作先进单位和个

人进行了表彰。我所熊博晖荣获 2019年度

辽宁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先进个人”荣誉

称号，吕洪涛、于晓、熊博晖撰写的论文《科

教结合工作在科研院所学科建设中的探索

与研究》获评“辽宁省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

会 2019年年会优秀论文”。（文 /吕洪涛）

我所研究生教育获辽宁省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学会表彰

10月 23日上午，大连市

副市长张志宏一行来所调研。

我所党委书记王华、衣宝廉院

士、李灿院士、科研及职能部

门相关人员参加活动。

座谈会上，王华介绍了我

所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筹建

等重点工作的进展情况，衣宝

廉、李灿就我所燃料电池、制

氢储氢等领域的科研进展及

成果转移转化方面工作进行

了详细的汇报，并就相关产业

发展提出了中肯的建议。张志

宏对我所在燃料电池及氢能

领域取得的成果给予了充分

肯定，表示市政府将一如既往

积极支持大连化物所的发展，

希望以大连化物所的技术为

支撑，以政府政策为导向，形

成完善的科技产业链条，吸引更多的资本

落户大连，进一步促进大连市的经济社会

发展。 （文 /于瀚祥 图 /刘万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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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初心 不改本色

拿起手机，习惯性地点开了“学习强

国”。“你都做到了。你是全党全国人民的

楷模！保重身体，健康长寿。”习总书记这

样的评价，映入眼帘。能得到总书记如此

之高的评价，他是谁？他是怎样的一位英

雄？

他是 94岁的老英雄张富清，是西北

野战军特等功臣，战斗英雄，在解放战争

中冒着枪林弹雨，先后荣立一等功三次、

二等功一次，被西北野战军记“特等功”，

两次获得“战斗英雄”荣誉称号。他为建立

新中国浴血奋战，战功卓著，转业后刻意

尘封功绩 60多年，甚至连他的儿女，也只

知道父亲是一名退伍军人，从未听他说起

过这些战功。在退役后的岁月里，他对战

功只字不提，选择到艰苦的来凤县工作，

他坚守初心不改本色，扎根贫困山区，为

民造福。

2019年，在全国退役军人工作会议第

一次全体会议上，张富清作为全国退役军

人的杰出代表出席了会议。当习总书记俯

下身，双手紧握住老人的手时，张富清激

动地说：“感谢总书记，感谢党中央。我是

党培养的，我要紧跟党走，做一名党的好

战士。”

人生暮年的老英雄，还要做“党的好战

士”。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张富清

去武汉做白内障手术，需要植入人工晶体，

价格从三千多元到两万多元不等。工作人

员嘱咐老人：“您是离休老干部，医药费全

部报销，可以选好一点的晶体，保证效果。”

结果在报账的时候，才发现他选了最便宜

的晶体。老人说：“我 90多岁了，不能再为

国家作贡献，能节约一点是一点。”

张富清老英雄用自己的朴实纯粹、淡

泊名利书写了精彩人生，是我们学习的榜

样。 （研究生部 杨华）

———学习张富清事迹有感

为了提高党务干部的工作能力和业

务水平，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织力和

基层党建工作质量，10月 31日，我所组织

召开党务干部培训班。中科院直属机关党

委组织部、统战部部长许冬应邀作培训报

告。所党委书记王华，党委副书记毛志远，

党委委员、副所长金玉奇，党委委员、所长

助理王峰，党委委员、人事处处长孙军以

及全所党务干部近 170人参加了培训。会

议由党委办公室主任李振涛主持。

培训班上，王华发表动员讲话。他首

先感谢全所党务干部为研究所基层党建

工作付出的辛苦努力，希望通过此次培训

进一步提高落实新时期基层党建工作新

任务、新要求的履职能力。他要求，一是要

高度重视，切实增强工作责任感和紧迫

感。二是要勇于担当，切实履行好抓党建

工作的职责。三是要提升能力，争做一名

优秀的党务干部。他强调，大家要自觉主

动地把从严管党治党的责任扛在肩上，认

真落实从严治党要求，抓好党建各项工作

任务的落实。

为了进一步推动各党总支、党支部落

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按照所党委要

求，举行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签字仪

式。王华分别与党组织书记代表签订了党

风廉政建设责任书。

许冬作《把握新时代基层组织建设新

要求，扎实推进基层党支部建设》培训报

告。报告详细讲解了《中国共产党支部工

作条例》，明确了党支部的重点任务，分享

了党建工作先进典型案例。报告强调，党

支部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环节，党

支部要进一步做好规范化标准化工作，加

强支部委员队伍的建设，重视学生思想政

治工作，充分发挥党支部战斗堡垒和党员

先锋模范作用，不断提升基层党组织的组

织力，推进党建工作与科研工作有机融

合，推动研究所科技创新工作。

随后，毛志远作《2019年党建工作情

况报告》。报告介绍了我所党组织和党员

队伍概况，从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

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五个方面汇报了

2019年我所党委工作情况，并对近期党建

重点工作进行了部署。他要求，全所党务

干部在基层工作中要发挥主观能动性，创

新党务工作的方式方法，扎实有效地推进

工作、落实责任，保证党的决策和部署在

基层较好的贯彻执行。

会议还安排了党委办公室、监察审计

处分别对党务工作和纪律监察工作进行

了业务培训。

下午，党务干部队伍分成党总支、党支

部书记，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纪检委员四

个小组，在四个分会场按照各自职责分工

对党建工作进行了全面细致的讨论与交

流。讨论后，房本杰、程丽娜、陈木旺、王二

东分别代表各小组汇报了讨论情况，提出

各党支部相关工作举措并分享交流经验。

最后，毛志远作大会总结。他首先对

各位党务干部全身心投入党建工作表示

感谢。他认为，通过此次培训，交流了思想

认识经验，明确了工作重点，促进了党务

干部管理工作能力的提高。他要求，全所

各级党组织要全面贯彻落实《中国共产党

支部工作条例》，推进党建工作标准化规

范化，将党支部七项职责要求融入到党支

部日常工作中，主动发挥积极性创新性，

把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

范作用体现出来，要突出抓好意识形态工

作、党风廉政建设。此外，他还对下一步党

建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

（文 /赵姝婧 图 /高杨）

我所成功举办党务干部培训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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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岗位变动，赵艳荣同志不

再从事编辑工作，《化物生活》从本期

开始，由赵姝婧同志担任编辑，具体

负责所报的编辑出版工作。今后有关

投稿等事宜，请与赵姝婧同志联系。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化物生活》编辑部）

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大连星海二站还

是一片杂草丛生、山鸡野兔出没的荒山野

岭。虽是依山傍海、风景秀丽，却人烟稀

少、凋落冷清，呈现在人们眼前的是一幅

荒凉景象。当时大连化物所以张大煜所长

为代表的科学家和领导，认为在 129街的

化物所（那时称石油所）地域狭窄，没有什

么发展空间，他们高瞻远瞩，以战略的眼

光，看重这块未开恳的宝地，毅然决定要

逐渐将化物所迁到星海二站。

从六十年代初就开始建设，最早在山

坡上建成的是催化楼和化工楼，西头为材

料库和药品库，东头为小食堂。山坡下西

头为仪器厂，东头也有一栋小房，这一布

局，实际上已划定了地盘，就是当时的所

区。经过半个多世纪几代人的辛勤打造和

不懈努力，才建成今天这样的一座占地近

二十万平方米，环境良好，风景优美，像花

园似的化物所科技苑，成为星海二站显赫

的科研基地。

当你乘车到二站下车时，一眼就能看

到在所门前树立的一块刻着中科院老院

长郭沫若书写所名的大理石横碑。所门前

是一排排林立的高楼大厦和无边无垠的

大海，中山西路像一条巨龙从所门前穿

过，车水马龙，构成一道靓丽的风景线。所

后身是一座巍峨的石山，在岩石狭逢中，

稀疏生长一些小树，成为挡风的天然屏

障。

这里没有城市中纵横交错的马路，没

有嘈杂喧嚣的噪音，只有灿烂温暖的阳

光，湛蓝如洗的天空，清新洁净的空气。绿

郁葱翠的槐树林，每到春末初夏，洁白的

槐花，相继绽放，散发出阵阵清香，沁人肺

腑。所区的两侧是十几座排列有序的家属

宿舍，一条东西走向的宽敞马路，将生活

区和工作区隔开，隔离栏杆上缠绕着绿

藤，夹杂不同颜色的花卉，广场中栽种多

种常青树和花草，当暖春来临时，鲜花绽

放，香气四溢，令人心旷神怡，神新气爽。

当踏入所大门时，穿过广场，就是新

催化大楼、精密楼和膜基地大楼。左侧是

新建研究生楼和数座高研家属宿舍，鳞次

栉比，错落有序。

在精密楼右侧，树立一代宗师老所长

张大煜的塑像，化物所之所以有今天，以

他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立下了汗马功

劳，为化物所的开拓发展，打下坚实的基

础。我觉得塑像的尺寸似乎有点小，地址

也有些偏，但还是能体现后辈对他的敬

仰，可谓是“饮水思源、知恩图报”的象征。

我曾在他直接领导下的研究室和题目组

工作数年，他所贯彻的科研“三严”精神，

使我受益终生，至今不忘。

当依山坡而上行时，能见到沿途所栽

种的各式花草小树，犹如一条五彩缤纷的

彩带，步行约百余米后，就如进入另一片

天地，豁然开朗，偌大的“后院”呈现在眼

前，有重新装修的化工楼、甲醇楼和分子

反应动力学楼… …西头便是新建的能源

大厦和会议中心。新楼风格各异，美观新

颖。大楼间路面十分宽敞清洁，行车畅通

无阻。左侧还建了各种球类的运动场和健

身场，给职工锻炼和休闲创造了条件。另

外还修建了几条曲径通幽的小道，沿途花

团锦簇，绿草如茵，绚丽夺目。到了秋天，

层林尽染，宿鸟幽鸣，犹如世外桃源。

如想攀山眺望，化物所的全貌就能尽

收眼底，称得上是一座小科技城。而那被

高楼群遮挡的茫茫大海就能露出真貌，可

看到海浪迭起，波光粼粼。左侧则可以看

到辽阔壮观的星海广场及其周边高大建

筑的雄姿，使你能目睹经过百年洗礼后的

大连新貌，感受到北方明珠生辉的魅力。

由于化物所地处星海广场和星海公

园之间，当盛夏时可以到星海公园浴场去

游泳，尽情享受海浪冲击的惬意和舒适；

而当夕阳西下时，则可以步行到风景如画

的星海广场散步，天边璀璨的晚霞与大海

的美景相映成趣。在海风的吹拂下，使人

感到清新俊逸，工作一天后所带来的倦意

无形中得到释放。

所址交通也十分方便，除 202路轻轨

外，地铁和多条公交线也从此通过，给人

们出行购物和办事提供有利条件。民以食

为天，在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二站所里

只有一个小食堂，主食为苞米饼和馒头，

定量供应，菜以萝卜、白菜、土豆为主。而

现在却有三个食堂，装修很漂亮，主食花

样繁多，菜肴荤素俱全，任你品尝，今昔对

比，真有天壤之别。

我在职时，曾多次到外地兄弟所出

差，感到没有哪个研究所的环境优于我

所，如北京中关村，有十几个科学院的研

究所聚集在一起，每个所只有一座主楼，

空旷地方很小。这使我感到在化物所工

作、学习和生活的人们是多么幸福。自

1997年离开工作岗位后，随着年龄的增

长，再来二站的次数变少了，只有当离退

休服务中心组织重要活动时才来，每次来

看到所里都有新的变化。可以预见，随着

科学事业的不断发展，新区环境亦会变得

更加美好。

来所六十年，见证了化物所几十年来

的巨大变化，在 129街的化物所旧址，因

原是日本占领时期的工业研究所的地址，

也是掠夺东北资源的“桥头堡”，现在成为

历史文物保存。而在二站的化物所已成为

美丽壮观的科技苑，这是多么令人欢心鼓

舞。今年是化物所建所七十年，衷心祝愿

她得到更大的发展，为国家科研事业做出

更加卓越辉煌的成就，培养众多优秀人

才，为争取成为世界一流研究所而努力奋

斗，相信未来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化物所将

是一幅更加光辉灿烂的绚丽美好画卷。

（退休职工 谢炳炎）

赞化物所优美环境

化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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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起徐哲尧老师，化物所的老同志都

很熟悉，他是化物所最老的电子研发方面

的专家，研究员级高级工程师，原电子工

程研究室（第六研究室）主任。

在化物所，徐老师在电子工程研究工

作中是首屈一指的，他领导的研究室为化

物所科研工作做出了应有的贡献，他还用

精湛的专业技术帮助过许许多多同志解

决了工作中和家中电子技术方面的问题，

他对工作的负责和对同志的热忱深受熟

悉他的同志们的好评。

我认识徐老师将近 40年，也正是改

革开放的 40年，徐老师的研究和探索从

电子时代走到数字时代，一步一个脚印，

步步紧跟科技进步的发展，是不断探索新

技术，追求新目标的佼佼者。在耄耋之年，

他每天保持矍铄的精神，为退休同志做了

大量摄影摄像及后期制作工作。

徐老师的家庭工作室

在徐老师的三居室住所里，最富有的

是他那 6平米的书房兼工作室，6平斗室

承载了徐老师几十年来的大量心血。退休

后的徐老师，大部分时间就是窝在这个工

作室里。只见书房两侧是顶天立地摆满了

各种书籍的书架，窗户两边和门的两侧，

也摞满了各类书籍和光盘，光是大屏幕电

脑就是三台，基本都是全天候开着的，这

是为了在制作片子的过程中随时切换。我

多次到徐老师家，每次都是看见他戴着眼

镜，坐在书房的电脑桌旁聚精会神地操作

电脑，刻录光盘。当时，不禁感叹：徐老师

日积月累为大家做了多少事啊！

徐老师退休后将工作重心

转移到了摄影摄像中

徐老师爱好广泛，多才多艺，喜欢音

乐，热爱摄影，虽然已退休 20多年，但是，

他并没有离开他所热爱的专业。所里有关

电子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或咨询到

他，他都会毫不保留地提供帮助。但是，徐

老师更多的还是把精力倾注在了他热爱

的摄影摄像中。他先后自行购买的摄影摄

像器材已经更换了好几代，打印机、刻录

机、扫描仪样样俱全。他用这些设备无私

地为离退休同志和离退休服务中心作贡

献，而且是每一天都在做，眼睛坏了，一天

几次滴着眼药水也在做。

那么，徐老师都做了什么？

第一，20多年来，徐老师用手中的摄

像机和照相机拍摄了大量的数也数不清

的集体活动照片，制作了许许多多影像资

料。我十几年前做离退休服务中心主任

时，徐老师就是这样做的，到现在仍然不

辞辛劳地义务为老同志做这些事。20多

年了，无数次的集体活动，比如各项演出、

春游、三八妇女节的活动，还有 129街活

动室的活动，以及社区的活动等等，凡有

这些活动，就有徐老师的身影。每次离退

休中心有大型活动时，徐老师就早早来到

礼堂，支好三脚架，按好摄像机，手上还捎

带着照相机，一站就是一两个小时，全程

录下节目内容。腿站麻了，也要坚持到底，

直到结束后，老伴李爱英赶紧帮着收拾器

材，离退休服务中心的同志也过来帮忙，

然后由老伴搀扶着走出会场。徐老师录制

节目时那种全神贯注的精神，丝毫不减当

年对工作的一丝不苟、严谨认真。多年来，

徐老师拍摄的影像不计其数，电脑里储存

的文件夹数不胜数，所以他的电脑硬盘越

换越大。

第二，徐老师对数字技术的学习也

是与时俱进，买了许多多媒体技术方面

的书籍研究制作影像片子。20多年来，他

为老同志的各项活动拍摄影像作品，并

制作了数也数不清的 MP4光碟。他自掏

腰包买刻录机、光盘、打印机，光是买光

盘就有几千张。还买了扫描仪，因为他要

把光学相机拍的照片经扫描存到电脑变

成数字照片存储，然后在制作光碟时用。

徐老师也是音乐爱好者，他将光碟配上

美妙的音乐，打印出漂亮的画面贴在光

碟上，将制作好的光碟送给相关同志，将

老同志最美的瞬间拍下来留在影像中，

将所里每次活动录下来留作纪念。我相

信，许多同志都有徐老师送的光碟，我手

里就有二十几个。

第三，大病之后仍然忘我工作。2017

年春节前夕，当时 85岁高龄的徐老师突

然得了一场大病，病发时已经非常危险

了，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院方当即对徐

老师实施了手术，手术很成功，使病情转

危为安。徐老师手术后 8天水米不让进，

身体很虚弱，之后才被允许慢慢进食，好

久才渐渐恢复了体力。

一如既往的徐老师

在我想来，大病后的徐老师，应该不

要再做这些消耗体力的事情了，因为徐

老师的病也和他常年废寝忘食、忘我工

作有一定关系。可是，病好后的徐老师

“好了疮疤忘了痛”，我再去他家中看望

他时，他还是一如既往，心无旁骛地在书

房电脑旁做片子。老伴李爱英说：“老徐

真是要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啊！怎么劝也

不听。”但是徐老师却认为，正是因为自

己的眼睛逐渐看不清，又生了一场大病，

才越发感到生命的宝贵，越是时不我待，

所以他要在自己有限的时间里整理赶制

完所有的照片和影像资料，留给大家更

多的快乐。对徐老师来说，身体累他不

怕，时间不够用是他最担忧的，因为生过

病后徐老师体力不够，就很少下楼了。可

是尽管这样，他还坚持在老伴李爱英的

陪同下，参加了 129街离退休职工 2019

年新年联欢会，给大家录制节目。这让我

想到“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

干”那句名言了。

多年来，徐老师为集体制作了大量片

子，送出去无数张专辑，花掉的钱也无法

计算。夫妇二人说，我们的生活很好，吃

喝不愁，余下的钱愿意为老同志做些贡

献，只要大家喜欢，我们就是快乐的。这

样无私的思想境界真是值得我敬佩和学

习！

徐老师有一个心愿，曾跟我说过，他

希望能有其他同志像他这样继续为老同

志服务，而且他愿意提供帮助和指导。

我所爱好摄影摄像的老同志不少，许

多活动都有老同志拍照制片，化物所的好

传统会持续不断传承下去，所离退休服务

中心也积极鼓励老同志发扬自己的特长，

力所能及发挥余热。化物所老同志的生活

会越来越好，老同志的活动也会越来越丰

富！

谨以此文纪念 2019 年 9月 25 日溘

然仙逝的徐哲尧老师！

（退休职工 姜英莉）

怀念徐哲尧老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