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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9月22日讯 （记者 李文耀 ）
今天，2019年全国科普日长沙主场系列活动
在长沙市图书馆举行。现场，不仅可以与各类
最新款的机器人互动， 还可体验趣味垃圾分
类、智能电子棋盘、AR4D立体阅读、科学魔法
实验等，吸引众多长沙市民前来参与。

这次活动由长沙市科协联合市委宣传
部、市文旅广电局、市科技局、市教育局、市卫
健委、市农业农村局及开福区政府共同主办。

主场展会分为“科技成果区”“科普教育区”
“创客体验区”，邀请当地高新技术企业、创客
团队等， 在长沙图书馆二楼集中展示科技创
新成果，并开展创客互动活动。

“星城科学讲座”暨“智慧新生活”科普
报告会同时举行，由中南大学教授、国家“万
人计划”领军人才徐海博士为大家讲了一堂
精彩的“网红”课———《〈名侦探柯南〉与化学
探秘》。

与机器人互动 与柯南探秘
2019年全国科普日长沙主场活动引来众多市民

陈大勇 李云

这是中南大学一间很简陋的办公室。沿
墙摆着一排办公桌，上面堆积着一叠叠的书
籍和资料，中间摆了一张大长桌，算是会议
桌了。只要不出差，赵中伟教授就在这里和
同事以及他指导的研究生们一起工作。

其实赵中伟的办公室就在隔壁。“很多
时间，赵老师都喜欢待在这里，有什么问题
就能及时交流解决。”他的学生说。

赵中伟的实验室在负一楼，他和实验室
研究人员经常在地面以下开展研究和试验，
因此他戏称自己为“地下工作者”。

就是在这样的条件下， 开出了最美的
“科研之花”。赵中伟发明的系列钨冶金新技
术在我国钨企业广泛应用，为我国钨冶金居
于世界领先地位作出了杰出贡献。

冶金界的“扫地僧”

走在中南大学的校园里，赵中伟不是很
起眼，语速平缓，面容和蔼，亲切得像一个邻
居大叔。

但说起赵中伟，在高手如云的中南大学
冶金专业里，很多人都赞不绝口。

上世纪90年代，赵中伟师从当时国内有
色冶金界的“鼻祖”赵天从老师攻读硕士研
究生。一天在导师家里闲聊，一位师兄无意
中说起，钨钼的分离是个世界性的难题。

言者无意，听者有心。赵中伟暗暗下决
心要攻克这个世界性的难题。“要做就做别
人没有做过的事。”他说。

我国是钨资源大国。然而随着我国黑钨

矿逐渐被消耗殆尽，优质高品位钨资源越来
越少，杂质又高。而且，在钨冶金过程中，解
决相似元素钨钼的深度分离这个世界难题
也迫在眉睫。他风趣地说：“钨钼，就是一对
双胞胎，各种性能极像。我们就是要找出这
双胞胎的差异。”

当时没电脑，更谈不上什么网络，为了
搜集资料，不管寒暑，他每天都泡在图书馆
和实验室里。每次回宿舍时，大门已经关上。
“每天晚上回去，叫不开门，就翻围墙，久而
久之都成习惯了。”

经过几年研究，课题组成功解决了长期困
扰国内外冶金界的钨钼深度分离难题。钨钼深
度分离技术获2001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这
项技术在我国钨冶金企业推广面达96%以上，
成为我国当今钨冶炼过程必备的除杂技术。

赵中伟长期密切关注我国钨冶炼的发
展，并没有躺在过去的“功劳簿”上。他从基
础理论方面入手，通过冶金与地球化学学科
间的交叉，创造性地引入了在过去钨矿分解
过程中被认为是杂质的磷，发明了硫磷混酸
协同常压清洁处理低品位共伴生钨矿新技
术，实现了钨钼磷的综合利用、废水近零排
放和浸出渣资源化利用。处理低品位复杂钨
矿，不仅选冶综合回收率可提高约15个百分
点，且生产成本降低三分之一。

20余年的辛苦耕耘，赵中伟教授获得多
项国家科技大奖。

教育就是“授人以渔”

2014年，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学院的网站
上，一篇《从学渣到学霸》的文章引起大伙注意。

文章作者是北京科技大学的马铖佑，在中南大
学学习交流后，被赵中伟老师的课深深吸引。

“我从没想到枯燥的冶金知识会被讲得
如此妙趣横生。”回到北京科技大学后，马铖佑
立志苦读，完成了从“学渣”到“学霸”的升华。

认识赵中伟的人，几乎都知道他讲授的
《冶金原理》不一般。他深刻理解一桶水与一
杯水的道理，多年的理论积累和实践经验使
赵中伟在讲课时能够旁征博引。

孙丰龙，师从赵中伟攻读博士，今年已
通过论文答辩。他告诉记者：“赵老师总能把
《冶金原理》 课讲得津津有味， 让人一听就
懂，听起来很是来劲儿。赵老师从来不会用
特别高的姿态、 特别高深的语言跟你交流，
他讲课深入浅出，能把复杂的模型讲清楚。”

在中南大学冶金与环境学院听过赵中
伟教授讲课的学生，毕业很久都会记得他的
课。他讲课很少采用多媒体，往往仅用一根
小小的粉笔头就能够将一些很复杂的专业
理论简洁而形象地在黑板上板书出来。

“科研工作者就是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
用简单通俗的语言将复杂的问题讲清楚。”赵
中伟教授告诉记者，“教师就应该教人思路与
方法，‘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工作之余， 赵中伟教授喜欢画钢笔画、
书法和剪纸。在他的笔下，飞禽走兽各具姿
态，寥寥几笔栩栩如生。他更有一门绝活，就
是倒写毛笔字，曾经在长江学者的一个联谊
会上大秀倒写书法。

“赵老师，是一个有趣的老师，也是一个
很纯粹的科研工作者。”孙丰龙说，他对自己
的期待就是成为像赵中伟那样的老师与科
研工作者。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通讯员 巢进文

“你们的活动很新颖，有空欢迎去我的家
乡宣讲。”近日，湖南工商大学大三学生袁斌
在江西瑞金、叶坪革命遗址宣讲长征精神时，
受到游客热情邀请。

袁斌是该校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学习社”成员，他和小伙伴一起，将
党的最新理论成果与社会热点相结合，利用课
余时间和寒暑假，深入农村、社区、景点、中小
学， 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开展微宣讲与微访谈。
两年时间，他和团队成员开展了520余场主题
宣讲，受众达到1.1万余人次。

“通过理论宣讲，我对党的性质、宗旨有
了更深入的理解， 对党在人民心目中的位置
和分量更加感同身受， 共产主义信仰更加坚
定。” 袁斌说。今年6月14日，他成了一名光荣的
中共预备党员。袁斌个人成长的经历，是学校注
重通过社会实践，培养青年学生“推优入党”（推
荐培养优秀学生积极分子入党）的一个缩影。

湖南工商大学将思想上入党作为“推优
入党” 的第一标准， 在党委书记唐亚阳指导
下， 该校成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思想讲习所和学习社， 在每个二级学院
成立学习小组，通过理论学习、交流分享、宣
讲实践， 不断增强青年学生对党组织的思想
认同、理论认同、情感认同。目前，该校已拥有
校院两级理论宣讲成员500余名， 大部分成
员均为入党积极分子。

除了理论宣讲，该校还注重搭建“区校共
建”平台，开辟社会实践基地，让青年学生在服
务社会中接地气、听民声。学校与麓景社区等10
余个社区开展了区校合作， 积极开展“放学来
吧”“三点半课堂”等30多项品牌志愿项目，每年
组织1200余名大学生深入城乡基层开展实践
活动。 该校动画专业学生李钰就是通过区校共
建，成长为一名优秀的大学生党员。

李钰大一时，便递交了入党申请书，积极

参加各类志愿服务活动。大二那年，她前往某社
区开展“党建带团建”活动，一位90多岁的老人
和她们讲述在抗日战争中入党的经历。“头一天
递交申请书，第二天就上战场。经受住战斗的考
验，才有机会宣誓入党。入党，是一场神圣的使
命。”那一次党课给李钰留下了深刻印象。

2018年5月， 李钰如愿以偿加入了党组
织，并担任学生党支部副书记。入党后，她不
但专业成绩连续两年获得年级第一， 还前往
长华社区、 咸嘉新村社区等地开展各类志愿
服务30余次。2019年，她又参与湖南工商大学
与岳麓区的区域化党建工作，独立制作完成的
3分钟关注养老的公益动画作品， 网上点击量
达到200余万人次；针对留守儿童活动完成的
H5作品， 也获得好评。“不管以后从事什么工
作，我都会牢记自己的党员身份，把对党和国
家的忠诚奉献，融入作品中。” 李钰说。

刘紫芸是一名地地道道的长沙姑娘。她的爷
爷和外公都是共产党员，父亲是一名教师，她也
是大一刚满18岁就递交入党申请书。但在班上第
一批“推优入党”过程中，她被刷了下来。

“可能是社会阅历不够，还不能赢得同学们
的信赖。”刘紫芸说。大二暑假，她参加了学校组
织的前往新邵县对口扶贫村的支教活动， 第一
次离开家在山村小学生活了3个星期。

支教的经历让刘紫芸更加沉稳， 脱去了
身上的“学生气”。2018年11月，她被推优成
为一名中共预备党员。2019年7月，她再次踏
上前往新邵支教的路途， 并且申请去一所条
件最艰苦的小学。她和4名支教同学挤在一间
不足5平方米的校舍里打地铺，身上长满了疹
子，脚指头红肿得连运动鞋都穿不进去，但她
咬紧牙关坚持了下来。

“如果说第一次是为了体验生活、锻炼能
力，第二次支教就完全是一种责任感，响应党
的号召，要为孩子们做点什么，为脱贫攻坚出
一份力。”刘紫芸告诉记者，她毕业后想当一
名小学老师，还想去援疆援藏。

赵中伟：

匠心铸就“点金术”

湖南日报9月22日讯 （通讯员 曹燕娜
赵孟文 记者 段涵敏） 记者今天从第21批中
国（湖南）援塞医疗队获悉，医疗队在一位患者
血液中找到罕见的卵形疟原虫。 此次发现，提
示在塞拉利昂存在卵形疟且有一定的发病率，
为塞拉利昂疟疾诊断及检验提供了新思路。

26岁的孙先生在塞拉利昂居住1年了，
半个月前，他突发高热，每天持续高热达40
摄氏度以上。 多次疟疾抗原检测都显示阴

性，抗生素治疗没有效果，病情越来越严重。
他来到中塞友好医院就诊后，医疗队队长江
海波迅速组织专家讨论分析，最终达成一致
意见：虽然多次结果为阴性，但根据病史和
临床表现，不能完全排除疟疾，再查！

这次，常规疟原虫抗原检测提示疟疾结
果依旧为阴性，但血常规显示血小板明显降
低， 影像学检查提示有严重的肝脾肿大，符
合疟疾临床表现。医疗组建议再行显微镜下

血涂片检测，经过近两个小时努力，主管技
师李艳冰发现了疟原虫，但这次疟原虫与以
往不同，形态上更接近罕见的卵形疟。医疗
组迅速调整治疗方案，9月17日，孙先生终于
在抗疟药物的治疗下退热出院了。

疟疾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流行， 塞拉利
昂最常见的疟原虫是恶性疟，所以当地常规
开展的检测试剂都是针对恶性疟，这些试剂
无法检测出卵形疟和间日疟。

据悉，血涂片法在显微镜下寻找疟原虫，
是确定疟疾诊断的金标准。 第21批援塞医疗
队进驻中塞友好医院不久，就在检验科开展显
微镜下血涂片检测疟原虫，不仅增加了检验手
段的多样性，而且提高了准确性，将为当地老
百姓带来更精准的疾病诊断和治疗方案。

中国援塞医疗队发现
罕见卵形疟原虫

为塞拉利昂疟疾诊断及检验提供了新思路

在实践中百炼成钢
———湖南工商大学“推优入党”侧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