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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讯员 邓崛峰 湖南日报记者 左丹

10月24日，跨越伶仃洋，东接香港，西接
广东珠海和澳门，总长约55公里，被誉为“21
世纪第八大奇迹” 的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正
式通车。

大桥的建成凝聚了数百家单位和数千名
科技工作者的心血，其中，包括长沙理工大学
及其百余名毕业生。对此，记者专访他们中的
几位代表。

“超级工程的终极目标是给人们带来幸
福，而对于我来说，我的使命是传承与超越。”
曾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的大桥工程总监张
劲文，毕业于长沙理工大学土木专业。他热爱
挑战，“没有难度的事情不愿意再去做”， 在他
心里，港珠澳大桥是一个有感情、有灵性的孩
子。为了“孩子”成长，他创造性地构建了许多
保障大桥规范高效运作的规划、 模式和制度，
提出的建立大桥施工总营地这一模式为国内
大型工程项目建设提供了借鉴；提出用流水线
的作业方式，按照“大型化、工厂化、预制化、装
配化”的设计施工理念，促成了全球第一条钢

结构板单元自动化示范生产线的诞生。
曾在荒无人烟没水没电的岛上连续奋战

14个月的孤岛拓荒英雄“岛主张文森”，毕业
于长沙理工大学港口航道与海岸工程专业，
是中交股份联合体岛隧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
项目部沉管隧道管节预制厂的常务副经理兼
总工程师。他组建的“沉管技术梯队”，让那些
每根近8万吨的“管子”，从流水线上制作完成
到浅坞，浅坞起浮横移至深坞，再进行系泊降
水、深坞寄存、二次舾装和浮坞出坞，整个过
程不出现一点细节失误。每个“管子”竖起来
相当于60层楼房高，33根“管子”经过13公里
海上运输并安装到海底， 需要实现厘米级对
接，“难度大得就像大象在钢丝上跳芭蕾。”他
表示，“是母校‘勇于开拓、勇于创新、勇于担
当、勇于奋进’的拓荒精神，支撑着我们一次
次克服困难，勇敢向前。”

自大桥开工以来， 奋斗在港珠澳大桥建
设与管理一线的长理毕业生， 来自公路、桥
梁、土建、港航、机械、测绘、会计、管理等多个
专业，已有百余名，涌现出了全国劳模、全国
五一奖章获得者、最美职工等一大批典型。

“容不下瑕疵，跟质量死磕”，在集料准备、设
备设计、人员工艺、流程控制上做无止境改良的
长大公司港珠澳大桥桥面铺装CB07标常务副经
理徐永钢；以务实沉稳著称的港珠澳大桥管理局
营运管理部副部长、高级工程师张鸣功；“只为获
得机会和平台更好地拓展自己的视野和专业”，
甘愿工资“大跳水”的大桥“开荒”元老江晓霞女博
士；被大家称为“拼命三郎”，在暴雨中坚守40多
个小时浇筑第一根桩基的唐维；担任大桥主体工
程桥梁工程CB03标项目经理却一直身先士卒的
中交一航局副局长赵传林；连续在西人工岛上工
作7年，“心中只有一个信念，就是把负责的事情做
好”， 曾当选国资委劳动最美故事主人翁之一的
张怡戈；刚结婚就被派往项目部，在海上连续一
干就是两个月的王刚……

9月2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栏目播出纪
录片《伶仃洋上的两千个日夜》，讲述了大桥建设
者们艰苦创业、超越自我、不懈探索的感人故事。
节目中，10余位建设骨干作为众多建设者的代表
接受采访，其中有6位是长沙理工大学校友。

“大学最伟大的荣耀是校友。”长沙理工大
学党委书记付宏渊说。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余蓉 通
讯员 雷鸣）近日，空军招飞局发布正式通
知，今年将在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
范围内招收第12批空军女飞行学员。这是
空军时隔两年后再次招收女飞行学员。

与以往相比，空军第12批女飞行学员
招收取消了文科限制，拓宽了培养平台。以
往空军招收女飞行学员工作只面向高中毕
业生中的理科女生，此次文、理科女生均可
报名参选。 以往空军招收的女飞行学员全
部进入空军航空大学培养，模式单一。此次
招收的女飞行学员，如果高考成绩优异、体
验飞行合格，将有机会进入清华、北大和北
航“双学籍”飞行学员班培养。

据了解，空军招收第12批空军女飞行学
员的基本条件为：普通高中应届、往届毕业

生，年龄不小于17周岁、不大于20周岁（1999
年8月31日至2002年8月31日出生），身高在
165cm至185cm之间 (未满18周岁的身高
164cm合格)， 体重在标准体重85%至120%
之间， 双眼裸眼C字表视力均在0.8以上，未
做过视力矫治手术，无色盲、色弱、斜视等。
空军坚持“综合择优、确保质量”原则，经招
飞定选，政治考核、体格检查、心理选拔全部
合格且高考成绩达到统招一本线的考生方
可投档。录取阶段，实行全国统一衡量，按照
高考成绩达到统招一本线30分以上、符合歼
强机选拔标准、心理选拔评定等级高的顺序
录取，确保选拔最具飞行潜质的优秀女飞行
学员。 有意向报考空军飞行学员的女生，可
通过空军招飞局广州选拔中心网站关注招
飞报名通知，做好参选准备。

港珠澳大桥的湖南高校印记
———长沙理工大学百余名毕业生建功世界超级工程

空军将招收第12批女飞行学员

湖南日报记者 龚柏威

“大家好！”10月22日，58集团CEO姚劲
波步入记者招待会现场，轻松给大家打招呼，
如同一个邻家大哥。当天，他应邀回到家乡益
阳， 参加第二届生态农业智慧乡村互联网大
会暨周立波诞辰110周年群众纪念活动。“欢
迎大家来益阳，一年真快，我又回老家了。”姚
劲波反客为主，微笑着对大家说。

谈话从58集团为何要到乡村布局开始。
姚劲波认为， 中国互联网过去几年最大的变
化就是进入农村， 但农村网民的成熟还需要
一段时间，他希望带动更多互联网企业、创业
者关注农村互联网，共同繁荣这个市场。

今年来，58集团对安化县扶贫工作给予
了很大帮助。这次见面会上，姚劲波谈起此事
时说，58集团要用过去十几年在信息服务方
面积累的经验，来消弭农村信息鸿沟，让农民
真正找到更好的发展机会， 为乡村振兴打通
信息高速公路。 同时，58集团设立了公益基
金，在安化做产业扶贫、就业扶贫、捐资助学、
修路架桥等， 要想办法让安化人通过“58到
家”等平台，实现创业、就业，帮助把安化的黑
茶卖到更广的市场。

姚劲波讲了一个小插曲。他说，这段时间
正是秋收，他回来后就问自己的父亲，天气骤
冷，农民的脚在冰冷的田里会挨冻啊！父亲告
诉他，现在很多地方实现了机械化收割。姚劲

波听了很高兴，这其实是他一直想做的事，他希
望将来农村会有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释放出
来，在当地小镇创业，就像美国的一些小镇，每
个镇里面都有咖啡馆，有邮局、电影院，每个乡
镇都可以变得很美好。“新一代的农民应该更加
懂得拥抱新技术，拥抱互联网，拥抱移动商务，
拥抱无人机，拥抱机器人，拥抱机械化。”姚劲波
有些激动地说。

姚劲波还谈及“58同城”和“58同镇”的区
别。他说当年创建“58同城”时，怎么也没想到有
一天，农村也会需要互联网。直到前几年，他才
意识到农村互联网的发展前景，于是创建了“58
同镇”。这几年运营下来，数据显示两者差别不
是特别大，找工作、房子、汽车，包括二手车转
让、新车买卖等服务，都是板块中最热的。相较
之下，“58同镇” 里消息流通， 互相打听占比更
大。姚劲波说，“58同镇”现已覆盖1万多个乡镇，
他们计划覆盖全国4万个乡镇， 保守估计会带
动4万个创业者。

为乡村振兴打通信息高速公路
———听58集团CEO姚劲波谈农村互联网

湖南日报10月24日讯（记者 左丹 通
讯员 张永涛）今天，由湖南师范大学历史
上9位哲学社会科学名家的9部著作汇编
而成的《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名家
经典丛书》在长沙首发。

《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名家
经典丛书》包括廖世承的《教育心理学》、
锺泰的《中国哲学史》、骆鸿凯的《文选

学》、马宗霍的《中国经学史》《文字学发
凡》、钱基博的《经学通志》《近百年湖南
学风》、李剑农的《中国近百年政治史》、
杨树达的《汉书窥管》、林增平的《中国近
代史》、刘重德的《文学翻译十讲》（英中
文版）。该丛书汇编工作历时3年，此次集
中出版，旨在弘扬这些名家潜心学术、严
谨治学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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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2日，临
湘市桃林镇，医师
检查学生是否有
氟斑牙。 当天，临
湘市疾控中心医
务人员在该镇进
行饮水型氟中毒
防控，并开展饮水
型氟中毒防治知
识讲座，帮助小学
生预防氟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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