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交流

10月11日上午，87岁的雅礼中学校友程不时（左一）回到母校，在雅礼学子的带领下参观校园。
通讯员 倪慧颖 记者 黄京 摄

他是运十的副总设计师、C919研制专家组成员，也是雅礼的杰出校友

造飞机是啥体验，听“老学长”怎么说

A08 市州新闻

2017年5月5日下午，
上海浦东国际机场， 我国
首款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具备国际主流水准的干线
飞机C919成功首飞。87岁
的程不时在现场见证了这
一时刻。从1970年，我国自
主研 制的 运 十 立 项 ， 到
C919成功首飞， 中国人的
“大飞机梦”穿越了47个春

秋。 程不时是运十的副总
设计师， 也是C919研制的
专家组成员。 他亲历了这
一梦想的曲折历程， 因此
透彻地理解了这一梦想的
现实意义。 他说：“这个是
历史上非常重要的一刻，
是一个重大的台阶， 在我
们国家的航空发展史上，
也是浓重的一笔。”

让“00后”学弟学妹们
倍感惊讶的是，“老学长”不
仅在飞机研发领域颇有建
树，他最大的爱好居然是拉
小提琴。“从进入清华大学
航空系开始正式学习拉小
提琴，如今已经拉了60多年
的琴，直到现在，我每天还
要拉半小时。” 程不时现在
是清华大学上海校友会艺
术团中年龄最大的成员。他
笑言，如果让他把在科研和
音乐上所花的时间打个分，
他说两者基本不相上下，只
不过工作占用的是大块完
整的时间，音乐属于“见缝
插针”。

关于“学习”，“老学长”
告诫学弟学妹：学习是终身
的事情， 不能止于课堂，应
该紧跟时代步伐， 拓展自
己，综合发展；“智慧才是力
量”， 这种智慧包括处理事
情的方法，与时俱进的能力
与知识；不能局限于原来已
有的知识，要把继承的东西
进行运用、开发、创新。

他还鼓励同学们多了
解艺术，让自己均衡发展。
程不时认为， 自己学习小
提琴和做科研并不矛盾，
因为学习艺术能够提高创
造性， 为人生开拓更宽的
局面。“埋头学习只是简
单的‘加减法’，课余玩点
艺术之类的小爱好能让你
的学习效率翻倍，变成‘乘
除法’。”

醉驾开庭，他上庭前还喝了一杯
法官提醒：莫把酒驾当小事，可能因此丢工作

本报10月11日讯 “实在对
不起，搞错了开庭时间，中午才喝
了酒，希望法庭能原谅我！”今天，
在长沙市雨花区人民法院，7名因
醉驾被查的驾驶员站到了被告席
上，其中一人满身酒气。在法官严
厉批评， 并确认其能依法应诉后，
庭审得以继续。最终，7名被告均因
危险驾驶罪而获刑。

都以为能侥幸

“晚饭喝了一小杯白酒，然后
开车送朋友回家， 以为交警不会
查。”家住长沙天心区的周先生，神
情沮丧， 声音很低。2017年3月18
日， 他请朋友在家中吃晚饭时，喝
了一小杯白酒。饭后开车送朋友回
家，没想到在车行至万家丽路人民
路路口时，被交警查获。经检测，他
血液中的乙醇含量为 82.6毫克
/100毫升，属于醉驾，“有了深刻的
教训，以后再也不敢酒后开车了。”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7名被
告多是无业者或企业领导。对于喝
酒的原因， 纷纷表示是因为应酬，
酒后驾驶则是自以为能侥幸躲过
交警检查。

庭审中，面对公诉人的指控，7

名被告均表示认罪， 服从法庭宣
判。法院审理后认为，7名被告在道
路上醉酒驾驶机动车，其行为均已
构成危险驾驶罪。7人均能如实供
述自己的罪行， 可以减轻刑罚，适
用于缓刑。据此，法院当庭宣判，判
决7名被告均犯危险驾驶罪， 均判
处拘役2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
金5000元。

一旦追责后悔莫及

“《刑法》修正案已将酒驾、醉
驾入刑，醉驾的标准是被检测血液
中乙醇含量超过20毫克 /100毫
升。 其中， 超过80毫克/100毫升
的，就要追究刑事责任。”该案审判
员申遇友提醒广大驾驶员，中国是
个人情社会，很多人“酒后不开车”
的意识淡薄，结果铤而走险。一旦
被追究刑事责任，就追悔莫及。“根
据我国相关法规，凡是因故意犯罪
而追究刑事责任的人，将按以下处
置：如果你是公务员的话，将会被
单位开除；如果你是员工，老板可
以把你辞退；如果你还要参加公务
员考试的话， 将永远没有机会，因
为资格审查上就过不了关。”

■记者 杨昱

近日，湖南安仁县中草(医)药
产业发展规划专家评审会在长召
开，会议一致通过此次规划成果。

安仁因华夏始祖炎帝神农在
此“尝百草，教化农耕”而载美誉，
“药不到安仁不齐、 药不到安仁不
灵、郎中不到安仁不出名”成为千
古佳话。近年来，安仁县立足中药
产业基础， 弘扬神农医药文化，大
力发展了以中草药种植为主的中
草(医)药产业，打造了县域经济又
一重要增长极。

2016年中国高新技术产业经
济研究院受安仁县委托进行《湖

南安仁县中草 (医)药产业发展规
划》编制工作。经过详细的实地调
研、政策研究、案例分析和产业分
析，集合核心专家团队，与安仁县
相关部门深度交流，紧扣实际，结
合安仁县整体经济情况和产业发
展特点， 有针对性的制定出规划
方案。

安仁县希望通过中国高新院
制定的具有前瞻性与操作性的规
划，为中草(医)药产业发展描绘蓝
图，指引方向。最终将安仁县打造
成全国中药材产业发展示范县。

■记者 丁鹏志

专家“问诊”安仁县
中草(医)药产业发展规划

国庆放假第一天，邵阳市大祥
区政府大院内，一台台公务用车整
齐地排列在停车位上。“大祥区所
有公务用车平时都严格按照出审
申报管理制度出车， 一事一申报，
有没有公车私用情况， 一查就知
道。”当日，在公务用车停车场，大
祥区机关事务管理局副局长刘少
民介绍道。

自中央八项规定执行以来，
大祥区委区政府要求节假日双休

日期间， 除执法执勤等特殊车辆
及值班车辆外， 所有的公务用车
都必须按照公车办规定集中封
存， 主城区单位车辆在区政府大
院内集中停放， 其他单位在办公
地点集中停放。 确因工作需要动
用公车的， 要求严格公车派遣权
限，严格执行出车登记制度，明确
车辆外出时间、地点、驾驶人员、
外出事由和车辆执行完公务后停
放地点。 ■陆益平 陈志强 胡晓建

邵阳大祥区:节假日公车封存管理常态化

学习之余
要玩点小爱好

87岁的程不时是新中国第一代飞机设计师，这
位中国飞机发展的见证者和亲历者，也是长沙市雅
礼中学的杰出校友。10月11日上午， 年近九旬的老
学长回到母校，为一群“00后”学弟学妹分享他的

“航天梦”。在他看来，埋头学习苦读书只是简单的
“加减法”，要想获得成功，必须玩点小爱好让学习
效率翻倍，变成“乘除法”。

■记者 黄京 实习生 王祝敏 陈舒仪 通讯员 倪慧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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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不时说，自己的“大
飞机梦” 始于中学时期，终
于在C919首飞成功的这一
刻，得以成真。1941年，程不
时考取了因战争而暂迁沅
陵的雅礼中学，入初中第30
班。“这段日子，影响了我的
一生。”程不时回忆，当时的
雅礼中学以英语见长。英文
教学采用的是“直接教授
法”， 使用的是加拿大人文
幼章编著的教本，由外国教
师直接用英文授课。“在以
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都因
英文基础扎实而得益，这当
然离不开母校的培养。”

程不时和同学们在沅
陵上课时，遇上日本飞机空
袭的“警报”，全体师生便要
躲入山谷里的防空洞内。校
门前江边的鹅卵石滩上有

几个大炸弹坑， 里面积着
水，是日本飞机轰炸时造成
的。他回忆说：“这些景象时
刻浮现在我的脑海中，也孕
育了我将来要为国家设计
飞机的志愿。”

1951年，程不时从清华
大学航空工程系毕业后，立
即投身新中国航空工业建
设事业。1956年， 我国开始
飞机型号设计事业， 成立
“第一飞机设计室”。他参加
了新中国最早的飞机设计
工作，并担任飞机总体设计
组组长，负责中国第一架喷
气式飞机“歼教1”的总体设
计。在我国20世纪内自行研
制的最大的飞机运十研制
中， 程不时担任负责总体、
气动、计算机及试飞的副总
设计师。

见证C919首飞

“大飞机梦”始于中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