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记者 周小雷 通讯员 王握文 葛林
楠）记者从国防科大获悉，该校电子科学与工程学
院近日成功研制了一款新型高性能卫星导航接收
机，可同时接收我国的北斗、美国的 GPS 和俄罗斯
的 GLONASS三种信号体制， 定位精度达到 10 米
以内，可广泛应用于飞机、船舶、汽车等平台。

这款卫星导航接收机集成度高， 体积轻巧，大
小和身份证相当，使用十分方便。据专家介绍，北斗
卫星导航系统正式开通服务之前，我国普遍使用美
国的 GPS 或俄罗斯的 GLONASS 导航接收机，其
定位数据的准确性和安全性受到限制。该校研制的
这种新型卫星导航接收机，创造性地将北斗、GPS、
GLONASS 三种信号体制集成在一块电路板中，增
加了不同环境下的可选择性，特别是其北斗信号接
收功能为自主研发，具有精度高、抗欺骗、抗干扰等
特点，可有效保证导航定位的准确与安全，使我国
摆脱对国外卫星导航系统的依赖。

高性能卫星
导航接收机诞生

湖南省老科协协办
编外科技大军风采

“科技 110”第一人
5月正值水稻生长旺季， 也是病虫害高

发季节。 72岁的省老年科技精英、高级农艺
师王定国起了个大早，先后来到茶陵县枣市
镇、界首镇、马江镇进行实地考察，察看了 30
多丘农田的情况后，王定国对防治方法早已
心里有谱。 经过一个小时的研究，他开出了
防治处方。 处方交到县农业局植物保护公司
后，防治用药便可在月底送达各村。

1964 年， 王定国从常德农校植保专业
毕业后，被分配到株洲茶陵，一直从事农业
技术推广工作。 2001 年，他戴着“湖南省农
业先进工作者”的光荣称号退休。

退休后的王定国加入了茶陵县老年
科技协会，担任副会长。 他集结一批农业
战线上的资深老专家， 在省内率先创办

“老科协农业科技服务中心”，并向全县农
民开通了热线服务电话，公布了专家电话
号码。 农民一旦有求，专家们立即奔赴现
场，风雨无阻。

很快，“老科协农业科技服务中心”成
了农民口中的“科技 110”。科技服务中心也
迅速在省内其他县（市）建立起来。

11 年来，“科技 110”采用电话答疑、坐
堂接访和上门服务等形式， 累计接受农民
咨询 1.6 万人次，上门现场指导 2650 次，为
农民解决了大量难题， 帮助农民增加收入
达 4.2亿元。

引进“超级杂交稻”
“要突破粮食单产徘徊的局面，就必须

引进和推广先进的优良品种， 实行品种更
新换代”，在粮食生产上，王定国具有超前
意识。

2004 年， 在当时超级稻种子紧缺的情
况下，他到省杂优中心引种。 省杂优中心的
领导和专家被其“老有所为”的精神感动，
从有限的示范种子中挤出一亩种给茶陵。
经过精心培育，一亩示范田获得了亩产 650

公斤的好收成，比其他品种增产 30%以上。
杂交稻每年更新换代， 王定国便每年

到省杂优中心引种，并在下东、马江、枣市
等粮食产区设立多个示范点， 示范点均大
获成功。 农民们尝到了甜头，超级水稻在全
县顺利推广。 仅 2011年， 全县推广超级稻
55万亩次，占水稻播种面积的 81.5� %。按每
亩增产 80公斤计算，共增产粮食 4400 万公
斤，价值 1.05 亿元。 今年年初，王定国又引
进了 4个杂交稻品种，在两个村的 310 亩农
田进行试点。

“大面积示范能取得这么好的成绩，
在全省很少见！ ”省杂优中心邓启云博士
到洞头村考察时， 目睹水稻丰收盛况，忍
不住赞叹。

培养“当家农民”
提起“种粮大户”李三明，茶陵县几乎

家喻户晓。 三年前的他，靠着 7亩地勉强维
持一家 5口人的生活。 随着“农村耕地
流转”热潮，李三明承包了大量农田。
如何提高粮食产量， 成了他最挂心的
事。2010年，他参加王定国开办的技术
培训班， 掌握了杂交水稻生长发育规

律和盘育抛秧、配方施肥、浅控灌溉和病虫
综合防治等技术。 2011年，李三明 123亩的
水稻平均亩产 540 公斤， 比培训前的 2010
年增产 31.9%。 如今，李三明一家每年纯收
入达 20万元。

培训班是王定国为了普及病虫防治
技术，使科技下乡入户而开办的。 他还根
据自己的工作经验编写实用性教材，将室
内教学与现场操作结合起来。为了不耽误
农民生产， 他将培训班从乡镇开到村，农
民们上课方便了，积极性也提高了。 截止
到目前， 今年参与培训班的人数已有 900
余人。

随着病虫防治技术的普及，早晚稻病
虫损失率被控制在 2%以下， 年年获得丰
收， 每年从虫口夺回粮食 60 至 80 万公
斤。与此同时，农药使用量减少了，生态环
境得到了保护。

“情系三农，忠诚卫士”，这八个大字被
牢牢绣在马江镇麻石村村委赠予王定国的
锦旗上。 这几个字也是王定国 49 年来深入
田间地头，为农村、农业、农民贡献科技智慧
的真实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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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 110”王定国

本报讯（记者 余娅）5 月 20 日和
5 月 22 日，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分别对外公布了 2013 年院士增选有
效候选人名单， 我省共有 24 名专家
位列其中。

据悉，湖南大学的王柯敏、曹一家，
中南大学的卢光琇、张灼华，国防科大
的邓小刚、 李东旭等 6名专家出现在
2013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候选人名
单中。 三一重工的易小刚，湖南大学的
罗安、陈政清、曾光明，长沙理工大学的
郑健龙，湖南省农科院的单杨、邹学校，
湖南农业大学的陈立云，国防科大的王
振国、李圣怡、廖湘科、刘泽金、宋君强，
中南大学的桂卫华、张新明、陈晓红，中
国水电顾问集团中南勘测设计研究院
的冯树荣，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
研究所的印遇龙等 18名专家入选中国
工程院院士增选候选人名单。

我国两院院士每两年增选一次。
今年共有 951 名专家入围增选有效
候选人名单，计划增选两院院士的名
额均不超过 60 名， 最终的选举结果
将于今年年底公布。

24名湘籍专家
候选两院院士

实习生 曹迪娟 通讯员 郑发祥

“湖南老科协”，在会长熊清泉老书记的率领下，17.2 万名会员执着地奋斗着，绘写出晚霞红满天的美丽画卷，抒发出“谁说年
迈不值钱，人生价值在晚年”的冲天豪情，被誉为“可敬可信可用的编外科技大军”。为了向社会展示湖南省老年科学技术工作者的
贡献，我们特开辟《编外科技大军风采》专栏，集中报道“省老年科技精英”、“农村科技致富能人”的优秀事迹，他们既是广大老年科
技工作者的代表，更是省老科协创立 20年来努力服务、无私奉献的缩影！

本报讯（通讯员 刘立武 严非平）近日，华容
县北景港镇横洲村， 两台油菜收割机在该县 500
亩油菜生产全程机械化核心区来回穿梭，随后，收
割机便吐出干净的油菜籽。

该县每年的油菜种植面积在 70万亩以上，该县
农机局与农业局联手，探索出“油菜直播（机播）+黄
熟期喷施脱水药剂 +全程机械化收割” 的省力节支
增收新技术生产模式。该县引进的联合收割机每小时
可收割 5亩油菜，效率是人工的 50倍。

华容油菜生产
全程机械化

（上接 01 版）
在学校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为了搞好第一学期的招生，学校准

备办一次夏令营，但是直到夏令营开营的前天晚上，为夏令营准备的
床才送到。“无论如何也不能让学校的第一次活动泡汤！ ” 曾章武斩钉
截铁地道。 于是自己带头，扎进灰尘里开始打扫。 见到校长这阵势，老
师们也纷纷加入其中，直到凌晨三点，校园里依然灯火通明。 第二天，
夏令营如期开营。

从一年前百废待兴到现在建成的占地 125 亩， 建筑面积 58000 平
米的美丽学校，曾章武付出了太多太多，换来的是公寓式的学生宿舍、
现代化的体育馆、宽敞舒适的餐厅。 先进的多媒体、绿色网络、直饮水
连进了每间教室，空调、热水装入了每间寝室，清新宜人的校园绿化和
现代化的楼群相得益彰。

最近的距离到最远的距离
古人云：亲其师，信其道。 让学生相信并接受你所传授的知识，必

须先让学生亲近你，为此曾章武要求玉潭的老师和学生交流时要按着
三个“短”来：时间短，十分钟以内；间隔短，及时跟进；距离短，同性师
生要在 20 厘米以内交流，异性师生要在 50 厘米内交流。

体育特长生小凤很调皮， 有段时间他总打着白天训练太累的幌
子，不去上晚自习，老师对此十分头疼，把事情反映给曾章武，曾章武
把小凤叫到办公室，小凤却不以为意，站在办公室门口，一双眼睛滴溜
溜的乱转。

“来来来，过来坐下，别站着。 ”曾章武热情的招呼让小凤手忙脚乱
起来，不知道校长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曾章武也不忙着批评他，问他
学校的训练量是不是太大，是不是身体吃不消？ 小凤低着头有些不好
意思。 就在这个空当，曾章武递上了一杯热茶，说：“如果是太累的话，
要跟老师说清楚， 看医生或者休息都可以……” 小凤意识到自己的错
误，捧着茶杯，眼里泛起了泪花。

曾章武的办公室并没有批头盖脸的批评，有的是“一张笑脸，一张
凳子，一杯热茶”，近距离的嘘寒问暖间拉近了师生距离。 而冒着雨雪，
不顾路途遥远的一次次家访，缩短着学校和家庭之间的距离。 曾章武
清晰地记得， 自己去过最远的地方， 是 60 多公里外的鲊埠回族自治
区。 当时正值隆冬腊月，车辆在走了一段路就熄火了，但是他却依然坚
持冒雪步行到孩子的家里……

望向窗外， 曾章武陷入沉思。 桃江玉潭实验学校就像一个嗷嗷待
哺的婴儿，成长路上坎坷艰辛，但这是一条充满希望的旅途，曾章武愿
意做这路上的铺路石，为每个孩子的终身发展奠基，也为一所名优学
校的成长奠基。

曾章武（右一）在和学生快乐交谈。 本报记者 胡文莲 摄

王定国等在察看水稻生长情况。 彭震 摄

本报讯（通讯员 彭建军）近日，株洲高新区确
定全区第一批共 7家发展势头良好的“瞪羚企业”，
并给予总计 750万元的资金支持。

“瞪羚”是一种善于跳跃和奔跑的羚羊，因此业
界将高成长性中小企业称为“瞪羚企业”。 今年 3
月，株洲高新区出台政策，鼓励企业申报“瞪羚企
业”。至 4月底，有 26家企业参与申报。根据经济发
展、 科技创新、 可持续发展 3 个方面 10 项指标考
核，华通科技有限公司、肯特硬质合金有限公司等
7 家企业被认定为“瞪羚企业”，获得资金等支持，
其中受助金额最多的达 200万元。

株洲高新区
助力“瞪羚企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