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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提升不辍

言传身教工匠精神
杨龙从事职业教育已 17 个年

头，其技术之路的起点，也是从技校
开始的。

1993年 7月，杨龙毕业于龙岩地
区技工学校（龙岩技师学院前身）机
械加工专业。同年 9月，他被分配到
龙马农用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在农用车制造股份有限公司工

作的 3年多时间里，他主要从事普车

及普铣工作。

1997年 3月，杨龙出国劳务到新
加坡威廉精密工程有限公司工作。
在新加坡的 6 年，他接触了数控车
床、数控铣床、车削中心及多轴加工
中心等各种先进的数控加工设备，并

掌握各种设备操作、加工程序编制及
设备的检测与维修。

2003年回国后，他作为特殊人才
被引进到龙岩技师学院任职。此后
十多年时间里，他承担数控车工专
业、数控铣工专业的技能实习教学及
技能鉴定考评工作。

2003年，杨龙获得新加坡企业管
理文凭及 ITE-NTC3证书（具国际权
威性的技术资格证书）；2004年，他参加
第一届全国数控技能大赛福建省选拔

赛并获得第三名；同年，他参加第一届

全国数控技能大赛获得教师/职工组
第20名，这是当时福建省代表队数控

车床加工教师/职工组获得的最好名
次；2005年，杨龙获评“福建省技术能
手”，并取得数控车工技师资格证书。

“老师带的学生要有工匠精神，

首先需要老师能够以身作则、言传身
教。”杨龙始终坚持夯实理论知识基
础，提升专业素养。2008年，他获得
龙岩学院机电一体化技术专业大专
文凭；2014年获得东北大学机械工程
及自动化专业文凭。凭着多年不断
的自我提升，理论及实践方面都具备
扎实的基础，他共发表了 10余篇专
业论文，其中2篇在校内交流、8篇发
表在各类CN刊物上，并拥有 3项实
用新型发明专利。

教学精益求精

培养优秀技能人才
数控加工设备具有加工精度高、

自动化程度高、成批生产加工效率高
等特点，2000年起逐渐进入我省的制
造业加工企业并成为企业产品的主
要加工设备。企业迫切需要能熟练
操作数控机床且能编制加工程序的
操作员，与此相应的是当时我省只有
少数几所技工院校开设数控加工专
业，专业体系构建尚不成熟，处于摸
索阶段，师资力量薄弱，培养出来的

学生远远满足不了企业的需求，出现
买了设备招不到员工的尴尬局面。

为适应市场需求，杨龙长期承担
着数控车工、数控铣工的实习教学以
及高级工、技师的技能鉴定考评工
作，平均每学期课时达400节以上。

工作中，他认真履行教师工作职
责，严守教学常规，认真钻研大纲和
教材，努力学习和实践现代教育理论
和思想，精心备课，钻研教法。教学
中，他以学生为主体，充分发挥学生
主动学习的积极性，注重培养学生良
好的学习习惯。

他按照工作的标准严格要求学
生，时刻强化他们“精益求精”的意
识，让学生做到“能力范围内的精确”
为止。“差之毫厘，谬之千里，数控机
床来不得半点马虎。”杨龙简朴的话
语，却无时不透着一位老匠人的严谨
与为人师表的职责。

2005年开始，他就把精力主要放
在数控技术的传承上，培养多名选手
在省级、国家级的数控大赛上取得优
异成绩。 （下转5版）

做好中国的科研，成为世界的科学家
——专访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城市环境研究所研究员朱永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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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 11月 22日中午，刚刚参加完

2019年新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颁证仪式
的朱永官，急匆匆地坐上一辆公交车，赶
回他所供职的中国科学院生态环境研究
中心。此时，朱永官的心，已经从庄严喜
庆的颁证现场，飞回了自己忙碌的实验
室。“当选院士当然是件值得高兴的事，但
我更多把它看成是同行的认可，和同事长
期合作的结果。如果还要多说一点，那就
是说明我长期以来所坚持的科研理念是
可行的、正确的。”朱永官所说的科研理
念，就是他常常对学生们说的：“只有做好
中国的科研，才能成为世界的科学家，登
上世界科研舞台中央。”

围绕中国需求

解决中国问题
2000年前后，已经先后在英国女王大

学、英国帝国理工学院、澳大利亚阿德莱
德大学学习和工作多年的朱永官，在与国
内科研单位的合作过程中，深深感受到祖
国综合国力的快速发展，以及迅速提高的
科研投入和科研水平。他意识到，回国，
加入民族复兴的时代大潮之中，成为这一
伟大历史进程的亲历者和参与者，这才是
自己的人生价值所在。

2002年春节，朱永官全家吃了一餐简
单却十分有意义的年夜饭。这是他全职
回国后的第一个春节，全新的科研舞台正
在向他徐徐拉开大幕。对于回国后的研
究方向，朱永官早已胸有成竹：“在中国的
土地上做科研，就必须围绕中国的需求，
解决中国的问题，这是我们设定课题和确
定研究方向最根本的依据，也是所有工作
的出发点。”“把中国的需求解决了，你的

成就在国际科技界就一定能获得认可、站
稳脚跟。所以说，要做中国的科学，成为
世界的科学家。”

对于自己所从事的环境土壤学领域
研究，朱永官认为，环境问题具有独特性，
中国的发展阶段、经济增长模式、生态系
统和环境问题与国外很不一样，更要围绕
国家需求，沉下心去做科研。针对我国部
分地区水稻砷污染超标、严重危害群众健
康的问题，他选择了环境砷污染相关问题
作为主攻课题，在典型区域土壤污染特
征、元素生物地球化学过程与机制、土壤
修复等方面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特
别围绕中国实际，在水稻砷吸收积累的调
控原理方面及其解决途径进行重点攻关，
取得了一系列系统性、独创性重要成果，
先后在国际主流学术刊物发表论文300余
篇。2019年，在国际权威机构科睿唯安发
布的年度“高被引科学家”名单中，朱永官
入选“环境与生态学”2019年全球高被引
科学家，这也是朱永官连续第四年入选这
一名单。

朱永官说：“可以确定，在环境砷污
染这个领域，我们已经进入世界‘第一阵
营’，不了解我们的成果，就不能掌握该
领域研究的全貌。”

开放合作

互利共赢
朱永官认为，在基础科学构架已经高度

完善的今天，科学研究已经不可能靠某个人
“拍脑门”就能完成了，“任何一个人，不管走
到哪里，都必须要有团队协作的精神，都必
须要有互相学习和尊重他人的习惯”。

在对环境砷污染研究国际科学高峰
攀登的过程中，朱永官与英国阿伯丁大学
Meharg教授等这一领域世界顶尖科学家、
科学团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与合作。“一
开始向他们学习，跟踪世界最新的研究动
态，然后从中分析这个领域还存在哪些空
白，这样就找到我们施展拳脚的空间了。
合作是一股通向科研成功的潮流”。

今天，已成为这一领域世界顶尖科学
家的朱永官，仍然在国际合作上持高度开
放的态度：“团结协作绝对不是单向无回

报的付出，而是一个互利双赢、共同进步
的过程。”他领导的团队，与世界卫生组
织、联合国人居规划署、国际科学理事会、
国际科学院合作组织等国际组织，以及美
国、英国、法国、澳大利亚、巴基斯坦、马来
西亚、南非、古巴、智利等国十余所大学建
立和保持了密切的科研协作关系，合作机
构遍布世界五大洲。

朱永官说：“（国际合作）也是一个展
示影响力、提升话语权的过程，让别人知
道与中国科学家合作可以学到新东西。”
为此，朱永官开展了接收指导生态环境领
域国外留学生的工作。他是国内较早开
始接收英国本土留学生开展博士后研究
的学者，还开放自己的实验室，连续多年
每年暑假接受来自德国的硕士、博士研究
生前来开展短期学术访问，培养了一批又
一批国际学生。2007年，巴基斯坦留学生
Sardar Khan取得中国科学院博士学位，在
毕业仪式上，他激动地对几年来给予自己
悉心指导的朱永官说：“我就是要沿着您
的足迹，在巴基斯坦做得像在中国一样
好。”目前，Khan博士已经成为巴基斯坦这
一领域的著名教授，2018年还获得巴基斯
坦科学院金质奖章，实现了他的梦想。

为保障城市生物安全构筑

“看不见的防线”
现阶段，朱永官的研究视野开始进一

步向以土壤为基础的环境生物学聚焦，把
注意力放到了微生物在环境中的作用及
其调控方面。特别是今年新冠肺炎疫情
发生以来，生物安全被提升到国家总体安
全重要组成部分的高度，朱永官敏锐地意
识到：“城市人口集中、人员密集，有许多
人群聚集的公共场合，城市的生物安全必
须高度关注。”

在他的领导下，中科院城市环境研究
所深入开展了对城市不同类型环境中的
微生物的采样、分析、监控工作，还特别针
对病原微生物致病性、微生物耐药性等突
出问题进行了立项攻关，并在学术领域呼
吁进一步开展国际合作，把新发传染病问
题从医学问题上升到生态环境问题进行
协作，从环境微生物研究的角度，为认识

和控制新冠肺炎疫情发挥作用，为保障城
市生物安全构筑“看不见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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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究生导师，朱永官曾获得中国科学院
“朱李月华”优秀导师奖，门下博士研究生
多次获得中科院院长奖学金、朱李月华
奖、院优博奖，桃李荟萃、英才济济。

老师“为我指明了前行的方向”

朱永官说，自己能走到今天，与求学
路上许多良师的教导和帮助是分不开的，

“他们手把手地教我，为我指明了前行的
方向”。

朱永官初三时的英语老师沈昌均先
生，是一位对他“求学成长给予很多原初
影响”的老师，时至今日，朱永官依然十分
尊敬地称其为“昌均先生”。在沈昌均那
里，朱永官打下了良好的英文基础，“当年
先生播下的英语种子终于长成了参天大
树”。沈昌均博闻广识、文学功底尤其深
厚，为学生们打开了通往广阔世界的大
门，朱永官回忆说：“先生在课堂上除了教
英文，还经常谈古论今，让我们学到了很
多人文历史知识，让我们了解到外面的世
界。我那时就想，世界那么大，我应该要
上大学、出去看看。我对文学的兴趣，也
是那个时候开始培养起来的。”

1994年 3月，朱永官远赴英国女王大

学，成为一名访问学者，在这里，朱永官又

遇到了一位良师：皮特教授。

皮特教授是朱永官在女王大学学术

访问期间的导师，他热爱中国文化，对中

国的发展充满关注。当时，皮特教授正与

中国合作开展“提高农业发展持续性及其

与环境的协调发展”项目。为此，他频繁

往返于中英两国之间，经常亲自参加野外

试验，还指导、鼓励中国学生参与项目，用

学到的知识帮助自己的国家发展。皮特

教授对中国学生也是关爱有加，在女王大

学，他对中国学生从学业到生活起居上的

关心、爱护和理解，每每传为美谈。朱永

官清晰地记得，1994年的圣诞节，是他们

这批中国学生到英国的第一个圣诞，皮特

教授夫妇用两部车把他们连同家属一起

接到自己家里，“让身处异乡的中国学生

在欢快祥和的气氛中过了一个原汁原味

的传统圣诞”。

传承师道精神

培养科研人才
在老师们教书育人、树人树德师道精

神的影响下，作为教师的朱永官，以在学

术上敢于让学生大胆探索、在生活上对学

生无微不至地关心而闻名。

激发学生的潜能、勇于尝试和挑战未

知领域，是朱永官一直以来所重视的。他

认为，科学要敢于尝试，保持乐观、积极、向

上、进取的态度，因为相信奇迹才能创造奇
迹，而且，到了研究生阶段，教育的重点除
了传授知识之外，更重要的是训练自主学

习、自主探索的能力。朱永官指导过的一
位博士研究生，在专业之外，对数学、编程

有浓厚兴趣。当朱永官偶然得知他的这个

特点后，因势利导，在他的专业课题之外，

又为他设计了一个课题，就是利用数学、生

物信息学的方法开展生态研究。在朱永官

的激励指导下，这名博士生在规定时间内，

同时完成了两个课题，形成了两篇高质量

论文，先后发表在《自然》杂志和《美国科学

院院刊》上，获得很高的评价，成为领域内

一名崭露头角的优秀青年学者。

今年疫情发生以来，朱永官团队里许

多国外留学生受疫情影响，无法返回中国

继续学业。对于这些学生，朱永官通过电

话、电子邮件与他们保持着密切联系，第

一时间了解他们的学习生活情况，特别是

在中国疫情缓解、其他国家疫情严重的情

况下，朱永官安排工作人员，根据需要积

极帮助一些留学生解决防疫物品缺乏等

问题。他说，自己出国留学时受到了国外

导师们的细心指导和热情关爱，现在他也

有了自己的学生，也应该让国外留学生感

受到中国导师的关心爱护，这样，师道精

神才能一代代传承下去。

目前，朱永官团队已有 3名成员由助

理研究员成长为研究员，在科研舞台上扮

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也形成了一套以

优秀科学家引领指导提携作用为龙头、以

团队协作为动力的行之有效的人才培养

机制，为国家生态环境研究输送着一批又

一批科研人才。

“双管齐下”

发挥闽籍院士更大作用
福建是“院士大省”，1955 年到 2017

年，福建共有141人当选中国科学院、中国

工程院院士，闽籍院士总数在全国各省市
中排名第6位。但同时，福建又是“院士小
省”，在闽院士仅19人，与其他东部沿海发
达省市相比差距较大。在新时代新福建
建设的新阶段，发挥闽籍院士数量优势，
进一步吸引对接闽籍院士为家乡经济社
会发展贡献力量，是政府人才工作部门的
重要工作。朱永官建议，吸引院士来闽对
接，要“双管齐下”，一要加强联络联系，二
要精准产业对接。

重视专家联系服务，是我党人才工作
的优良传统。院士是非常宝贵的人才资
源，加强与省外闽籍院士的联络联系，有
利于掌握人才动态、统筹人才资源、涵养
人才生态。朱永官告诉我们，他是浙江
人，当选院士以来，家乡各级领导、相关部
门除了多次上门看望、对接，还设立院士
之家作为专门的院士柔性引进平台。

精准对接产业则是把院士引进项目
落到实处、发挥高端人才创新驱动作用的
关键所在。朱永官认为，福建各级人社部

门可以发挥高层次人才联系服务职能，加

强平台建设和政策创新，既引进院士帮助

省内企业破解难题、创新发展，又推动闽

籍院士科研成果在家乡落地实现产业化，
起到双向沟通、促进对接的作用。

（通讯员 段晓川）

2001年3月26日的《人民日报》海外

版，刊登了一篇题为《期盼投向祖国发展

大潮中》的短文，作者是一位在海外求学、

工作多年的中国科学家。文中，他在为祖

国快速发展而由衷赞叹的同时，也表达了

想尽快回国效力的迫切心情。短短一年

后，2002年1月，这位年仅35岁的环境土

壤学专家结束了国外的工作，携家带口登

上澳大利亚飞往北京的航班，全职回国，

成为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研究

员。17年后，2019年11月，凭借在环境

土壤学和环境生物学方面的卓越贡献，52

岁的他不负众望，当选中国科学院院士。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城市

环境研究所／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研究员

——朱永官。

今天，已经摘得我国科学技术领域最

高学术称号的朱永官，依然谦虚地表示：

“我还是一个小学生。”他仍然在科研、教

育一线忙碌着，用一片孜孜不倦的初心，

兑现着自己当年“以能力和经验为国家科

技全方位走向世界尽一份力量”的诺言。

“教书匠人”的“工匠精神”
——记数控技能大师杨龙

“福建省技术能手”“龙岩市先进工作者”“数控车工一等奖”、福建省优秀

人才“百人计划”技能大师……一串串耀眼的光环和荣誉，正是对数控技能大

师杨龙的褒扬与肯定。

从课堂标准到实训标准，从教学标准到竞赛标准，从企业产品标准到人才

培养标准……作为龙岩技师学院的机械工程系教师，杨龙一次次超越自己，一

次次刷新纪录，全心全意做一名将“工匠精神”发挥到极致的“教书匠人”。

“‘匠’不仅代表着高超的技艺和严谨的工作态度，还应该代表一种不断追

逐、不满足现状的精神。”杨龙说，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学习，技能在不断升级，梦

想也在不断升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