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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报法律顾问
黑龙江同长律师事务所
主 要 业 务 ：法 律 咨 询
诉 讼 、非 诉 讼 业 务
咨询电话：17094511333
地址：南岗区黄河路136号

顾院士的同事，中国航空工业
沈阳所专务、型号总设计师赵霞表
示，“从亚音速到超音速，我们的设
计方法，包括参数辨识、修正体系、
技术体系很多是通用的，所里很多
手册还是当年顾院士那一代老知
识分子编的。顾院士在飞行器设
计或者航空的贡献相当于从一穷

二白建立了非常好的基础。”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

芬”，顾诵芬的名字取自西晋文学
家陆机的名句。

北京北苑2号院，他的办公室
和家都在这个大院里。几十年
来，两点一线、来去匆匆，生活简
单、朴素低调。

●“咏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

1989年11月，核能所所长王大中（左一）宣布5兆瓦核供热反
应堆启动运行成功

王大中：倾情一生寄核能

据央视新闻报道 3日，2020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授予两位科学家：一位是我国著名飞机设计大
师、飞机空气动力设计奠基人顾诵芬，另一位是国际核能领域的著名学者、战略科学家王大中。

顾诵芬：为了祖国的蓝天

提起歼教-1、歼-8、歼-8Ⅱ，军事迷们都不陌生。这几款在我国航空
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的飞机，都由顾诵芬主持设计。

他是我国航空领域唯一一位中科院和工程院“双院士”，奠定了我国
亚音速飞机和超音速飞机气动力设计的基石，推动了我国气动力研究、设
计基础手段建设发展。

1930年，顾诵芬出生在一个
书香世家。父亲顾廷龙是我国著
名的国学大师，但儿子没有继承
父亲衣钵，却和飞机结了缘。

顾诵芬：在七七事变时第一
次碰到飞机威胁。日本人轰炸，
我们住的四合院平房震得非常厉
害。我们不知道该怎么办，赶紧
从屋子里跑出来。幸好邻居受过

防空训练，他说你们躲在屋里的
桌子底下就行。那次轰炸对我的
影响太深了，没飞机咱们处处得
受人欺负。

对飞机的第一印象虽然沉
重，但他对飞机的兴趣越来越
浓。顾诵芬在10岁生日时收到
了叔叔送的飞机模型，他爱不释
手，这也奠定了最初的航空梦想。

●出身书香世家从小是个“飞机迷”

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上海交通
大学航空专业后，顾诵芬参加工作
接受的第一项挑战是我国首型喷
气式飞机——歼教-1的气动力设
计。

由于国外技术封锁，国内没有
先例可循。听说北航图书馆有一
份相关的国外文献，顾诵芬借了一
辆旧自行车，天天晚上到北航查找
抄录资料。

1964年，歼-8飞机的研制被
提上议程。顾诵芬先作为副总设
计师负责飞机气动力设计，后期作
为总设计师全面主持歼-8研制工
作。

他发现发动机喷流对飞机平
尾效率有很大影响，当时国内尚无
喷流试验条件和试验方法，经过研
究，顾诵芬创建了一个“妙招”——

“买了红毛线，剪成150毫米，贴了

整个垂直尾翼跟后机身上。”
这被研究人员戏称为给歼-8

“穿裙子”。那么，这个方法好不好
用呢？

他提出要亲自上天观察。这
对从未接受过飞行训练的顾诵芬
来说风险极高。更何况家里有亲
人牺牲于空难，全家人对坐飞机都
非常忌惮。

经过三次上天近距离观测，顾
诵芬承受着巨大的身体负荷，终于
找到问题症结，通过后期的技术改
进，成功解决了歼-8跨音速飞行
时的抖振问题。

歼-8系列飞机的研制，牵引
构建了较为完善的航空工业体系，
促进了冶金、化工、电子等工业的
发展。顾诵芬被誉为新中国杰出
的飞机设计大师、飞机气动力设计
第一人。

●不顾风险亲自上天观察

核能作为一种储量巨大的清洁能源，有着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从美国三英里岛
核电站堆芯熔化事故，到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再到福岛核电站事故，“核安全问题”一直是
核能和平利用的主要障碍。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大中带领团队瞄准这一重大难题，从关键技术攻关到实验堆，再到
示范工程建设，坚持不懈，一步一个脚印，破解了世界难题，走出自主创新从零开始到领先
世界之路，实现了我国先进核能技术的跨越发展，被称为“实现反应堆固有安全的带头人”。

得知被授予国家最高科技奖后，王大
中表示，国家最高科技奖是份沉甸甸的荣
誉，它属于集体，属于所有知难而进、众志
成城的“200号”人，也属于所有爱国奉献、
努力拼搏的科技工作者。

王大中院士口中的“200号”是他核事
业的起点。

1956年，为了发展我国核能事业，清
华大学成立工程物理系，从其他专业中抽
调了一批成绩优异的学生，包括当时正在
机械系读大二的王大中。

1960年，工程编号为200的清华大学

原子能研究基地动工兴建，坐落在北京郊
区的燕山脚下。

此后，“200号”成为清华大学核能与新
能源技术研究院的代名词。1985年，王大
中担任该院院长。一上任干的第一件大事，
是主持低温核供热堆的研发，那时候他就在
选择技术路线时重点关注安全性的提高。

王大中：当时碰到第一个问题就是要
选择好正确的技术路线和方案，经过了一
年多的论证研讨，我们决定选择一体化的
壳式的核供热堆，它是一个先进的反应堆，
我就是看中了它的固有安全性。

●“200号”：王大中核事业的起点

1986年切尔诺贝利严重核事故使世
界核能的发展迅速转入低谷，核安全问题
更加凸显。但王大中并没有动摇研制先
进反应堆的决心。他坚信，具有固有安全
性的模块式高温气冷堆将会成为未来核
能重要发展方向之一。

在世界核能发展最低潮的时期，王大
中做出了重大战略性选择：模块式球床高
温气冷堆堆型以及从小规模实验堆到全
尺寸工业示范电站的发展路线。

这个选择对中国乃至世界高温气冷
堆技术发展方向产生了重要影响，明确了

我国高温气冷堆未来的技术发展路线。
在国家支持下，王大中带领团队进行

10兆瓦模块式高温气冷堆研发，突破高温
气冷堆球形燃料元件等多项关键技术，成
功建成世界首座模块式球床高温气冷实
验堆，2003年实现并网发电。在研发过程
中，安全始终是王大中最看重的一点。

现在正在建设中的石岛湾核电站便
采用了高温气冷堆技术，这也是目前最先
进的技术路线，它与小型模块化技术路线
并用，为石岛湾核电站的安全性能提供

“双重保险”。

●带领我国核能技术跨上新的台阶，走向世界前沿

1994年，除了研究核能技术，王大中
迎来一个新的身份——清华大学校长，开
启了另一段精彩人生。

他带领学校领导班子提出了“综合
性、研究型、开放式”的办学思路，目的
是把清华大学创建成世界一流大学。
王大中和领导班子在清华重点支持生
物和生命科学学科，并注重发展基础研
究。

如今，清华的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实现
了历史性跨越，各项事业不断呈现新面
貌、焕发新气象。

在同事和学生眼中，无论是做核能技
术研究还是当清华校长，务实严谨、行胜

于言、远见卓识是王大中的标签。“自强不
息、厚德载物”的清华校训也是王大中坚
守的准则。

王大中：科研工作是一项崇高的事
业，值得一辈子去追求和奋斗。我们国
家正处在最好的发展时期，我们所有科
技 工 作
者 都 要
自 觉 地
为 科 技
自 立 自
强 作 贡
献，责无
旁贷。

●任清华大学校长十年，向世界一流大学迈进一大步

这才是我们
对话顾诵芬、王大中

工作中的顾诵芬工作中的顾诵芬

该追的星！

农村低保标准占城市低保标
准比例达到75%

重度残疾人护理补贴覆盖率
达到100%

生活不能自理特困人员集中
供养率达到60%

福利彩票销售网点数达到6
千个

每百户居民拥有的城乡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面积不低于30平方
米

城乡低保标准年度增速不低
于居民上年度人均消费支出的
30%

困难残疾人生活补贴覆盖率
达到100%

社会组织专职工作人员数量
达到2.5万人

社会工作专业人才总量达到6万人

志愿服务站点在社区综合服
务设施中的覆盖率达到80%

婚姻登记“跨省通办”实施率达到100%

乡镇（街道）未成年人保护工作
站覆盖率达到50%

散居孤儿季动态排查走访率达到100%

查明身份信息流浪乞讨受助
人员接送返回率达到100%

县级公益性安葬（放）设施覆盖率达到100%

养老机构护理型床位占比不低
于55%

乡镇（街道）范围具备综合功能
的养老服务机构覆盖率达到60%

特殊困难老年人月探访率达到100%

新建城区、新建居住
区配套建设养老服务设施
达标率达到100%

县（市）公办养
老机构覆盖率达到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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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正公告
牡丹江宏源拍卖有限责任公司于2021年10月

27日在《生活报》A06版刊登的拍卖公告中拍卖会
时间2021年11月3日10时更正为2021年11月17
日10时，以此公告为准，其他拍卖事宜不变。

抵税车位使用权拍卖公告
黑龙江省龙法拍卖有限责任公司接受委托，对位于利民开发区的哈尔

滨市广电住宅小区（明悦浪漫城）的500个抵税地下车位使用权进行公开拍
卖。（具体明细以资产评估报告书为准）
本次拍卖共分三个专场举行，详情如下：

拍卖时间：
第一专场2021年11月12日10时，（A1栋、A2栋、A3栋共计165个车位）
第二专场2021年11月13日10时，（A4栋、A5栋、A6栋、A7栋共计165个车位）
第三专场2021年11月14日10时，（A8栋、A9栋、A10栋、A11栋共计170个车位）
以上标的详情请见清单
拍卖地点：松北新区利民大街与永达路交汇处维也纳国际酒店会议室
展样时间：即日起 展样地点：标的物所在地
竞买登记时间：2021年11月10日—11日15时前
竞买登记地点：标的所在地
竞买须知：欲竞买者须在看样后，携带相关自然人身份或法人机构证明

原件及复印件，办理竞买登记手续并交纳竞买保证金5万元后方可参加竞买。
注：车位面积仅供参考
咨询电话：82309564，13945692850，13904511163

生活报中缝广告生活报中缝广告
生活报分类广告生活报分类广告
受理地址：哈尔滨道里区地段
街1号生活报一楼阳光大厅
刊登
电话
当天办理，次日见报。

也可线上定稿，邮寄报纸。

84681180
15004697804

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哈尔滨匠心施工团队
承揽：轻辅、整装、单项、木

工、油工、水电工、瓦工。
承接：铜门、不锈钢门、氟碳

门、感应门、旋转门、高间隔断、
玻璃隔断、铁艺、牌匾、卷帘门、
批发各种规格不锈钢板、管材、
配件。

哈 尔 滨 市 区 内 可
免费上门测量！

欢迎致电

18249724111
13613643307

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百业信息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中缝刊登的信息不作为双方交易的法律依据，交易时
请认真核实相关证照，谨慎付款，自行承担法律责任。★

低价急售别墅
哈尔滨私产别墅，因房主

出国着急售卖，6000元/平米。
房屋建筑面积约 400 平米，车
库 2个，毛坯房，别墅内自带庭
院面积 1000平米，院内山林约
2000 平米。小区还配套高尔
夫球练习场、钓鱼池、滑雪练习
场、温泉等设施，免费对业主开
放。

联系电话

19845256893

出售写字间/办公室两套
哈尔滨道里区上海街 7号

海上银座写字楼，因房主迁移外
省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
建筑面积一套130平米；另一套
170平米，精装修，两套房在一个
楼层，可一并购买也可单独出
售。房屋地点好，位置佳，属观江
房可俯瞰松花江，房主去年重新
装修完毕，新换中央空调系统、供
暖系统，且走廊正对电梯门处有
约5平方位置可放置牌匾。

19845256893
急售松北花园洋房

哈尔滨松北区天鹅湖花园小区
31 号楼洋房一套，因房主迁移外省
着急售卖，价格可面谈。房屋建筑
面积 180 平米，四楼（顶层），毛坯
房，三室二厅二卫带阳台，地热房，
私产房屋。房屋紧邻松北虎园、哈
尔滨大剧院，小区园林面积占比
30%以上，环境好，位置佳。

联系电话

19845256893

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出租出售
刊登
电话13796106320

出售香坊松海路 88号置信
澜悦东方洋房。使用面积：一层
120平方米，负一层150平方米，
带超大南北两个阳光井 ，一层南
北两个户外花园面积 116 平方
米，另有20平米储物间。

户型合理，利用率高，储物空
间特别多。整房全进口材料家
具，豪华装修，品质生活，因去外
地发展，希望将此屋转让给真正
喜欢的主人！
配套：地铁3号线；香坊重点松

乐学校九年一贯制学校在建；德
强小学一批次报名，校车小区门
口一站直达。万科物业，管家服
务，小区环境设施极佳。

联系电话

3664646555

面积 800 米（2 层），动力
电、上下水、室内卫生间，另有
100米厂房，位于松北区庙台子
火车站附近。

联系电话

15504570788

厂 房 出 租

急 售 洋 房

黄河路宣庆小区，6楼私产
（层高 7层），建筑 105平米，使
用70平米，两室一厅一卫，中档
装修送家具，24小时包烧供热，
拎包即住。小区生活便利，院里
有启明星幼儿园、宣庆小学和中
学。临近公交站台、工大二校
区、龙塔、湘江公园，生活方便，
院内可停车，院内有中心公园，
配套设施齐全！低价出售，可贷
款，随时看房！

联系电话：赵先生

13694515777

抵账房底价出售

生活报讯（记者于海霞）黑
龙江省“十四五”民政事业发展规
划近日发布，《规划》围绕加强普
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安排部署我省“十四五”民政工作
重大举措和工作任务。

规划提出，“十四五”时期全
省民政事业将不断完善城乡统筹
的“三层五类”社会救助体系和社
会救助制度，全面实现兜底、救
急、提标、扩围工作目标；围绕推
进民政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现代化，规范社会组织管理，激发
社会组织活力，促进慈善事业和
社会工作发展，推动社工服务站
建设“蒲公英”计划顺利开展，全
面构建共建共治共享新格局。

围绕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
幸福感、安全感，强化城乡社区服
务体系建设；加强行政区划地名
和行政区域界线管理。提升婚姻
收养管理服务水平；加强未成年
人保护工作；加强困境儿童和留
守儿童留守妇女关爱服务；完善
殡葬公共服务体系。推动养老事
业和产业融合发展，持续扩大殡
葬惠民覆盖面，充分发挥未成年
人保护协调机制作用，健全各项
福利服务制度，完善“三留守”关
爱服务体系，全面提升全省民政
基本社会服务水平。

我省发布今后五年民政事业发展规划

婚姻登记全面实现“跨省通办”
县（市）公办养老机构覆盖率 100%

过去五年全省民政事业发展“成绩单”来啦！

80%城市社区有居家养老服务

2020年底全省各类机构养老床
位已达23万张，80%的城市社区开
展了居家养老服务。养老服务市场
化改革、养老服务综合改革试点、公

办养老机构改革试点、居家和社区
养老服务改革试点、医养结合试点
稳步推进，全省高龄津贴、失能补贴
制度全面落实。

全省各类机构养老床位已达23万张

全省建立健全社区、社会组织、
社会工作“三社”联动机制，全省城市
社区综合服务设施全覆盖，农村社区

综合服务设施覆盖率84.9%，超过全
国平均水平。智慧社区建设开展试
点。

智慧社区建设开展试点

脱贫攻坚“兜底一批”任务全面完成，全省有27.4
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纳入了低保、特困供养范围。城
乡低保保障水平实现“十四连增”，至2020年底全省
共保障城乡低保对象 135.4 万人，特困供养对象
10.42万人。五年累计解决困难群众突发性、临时
性、紧迫性困难112.17万人次。1714名事实无人抚
养儿童纳入孤儿基本生活保障范围，孤儿基本生活保
障标准进一步提高。

城乡低保实现“十四连增”
生活报讯（记者

于海霞）日前，黑龙
江省“十四五”民政事
业发展规划发布。其
中，对“十三五”民政
事业发展成效进行了
梳理总结。“十三五”
时期，我省在基本民
生保障、基层社会治
理、基本社会服务等
方面发展成效显著。

生活报讯（记者李威兵）3日，生
活报记者从气象部门获悉，近日，哈市
全市有小雨雪天气，道路湿滑，夜间部
分路段有道路结冰现象。哈市气象台
发布大雾黄色预警信号：预计4日白
天，哈尔滨主城区及各区、县（市）将出
现能见度小于500米的雾，局地能见
度不足200米，请注意防范。

全省方面，4日白天，大兴安岭南
部、黑河、伊春、鹤岗西部多云有阵雪
或雨夹雪，其他地区多云。4日夜间

到5日白天，大兴安岭北部多云有阵
雪，大兴安岭南部、黑河北部、齐齐哈
尔北部多云有雨夹雪，其他地区多
云。5日夜间到6日白天，黑河北部
阵雪转多云，黑河南部、伊春、绥化北
部、鹤岗、佳木斯、双鸭山雨夹雪转多
云，其他地区多云。4日白天最高气
温，大兴安岭、黑河、伊春5～7℃，鸡
西、牡丹江11～13℃，其他地区8～
10℃。

4日白天，哈市多云，偏南风2～3

级，最低气温东部和北部-4～-3℃、
其他地区-2～0℃，最高气温 9～
11℃。4日夜间至5日白天，4日夜间
全市多云，5日白天全市多云有分散
性雨夹雪，西南风2～4级，最低气温
东部和北部-5～-3℃，其他区域-2～
1℃，最高气温12～15℃。5日夜间至
6日白天，5日夜间全市多云有分散性
雨夹雪，6日白天全市多云，西北风
3～5级，阵风6～7级，最低气温-1～
2℃，最高气温3～6℃。

哈市今天白天有雾 出行注意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