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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凡亦有光 致敬劳动者

湖南日报全媒体记者
究，
钢铁精料制备就是从这里出发。
姜涛带领团队应用多学科的原理
和方法，历经二十余年努力，实现了我
国炼铁精料技术的更新换代。
进入 21 世纪后，国内外经济社会
发展对钢铁品种和质量都提出新要
求，不锈钢的需求量快速增加。我国
不锈钢生产原料——红土镍矿全部依
赖进口，
能耗大、成本高。
这个“五一”假期，中国工程院院
姜涛带领团队开始新的攻关。历
士、中南大学资源加工与生物工程学 经 15 年，他们终于开发出电炉冶炼镍
院教授姜涛又是在工作中度过。
铁的渣系调控新技术并推广应用，平
由他牵头的“我国直接还原铁发 均吨镍铁电耗降低 600 千瓦时以上，并
展的前景与途径研究”项目即将启动， 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低温制备
致力解决我国废钢循环利用时杂质元 镍铁新工艺，将生产成本降低 30%以
素高的重大难题；与大型钢铁企业的 上，不锈钢工业的可持续发展得到有
成果转化洽谈及技术支持也在紧锣密 力技术支撑。姜涛团队的研究成果还
鼓推进，为钢铁企业降碳减排带来立 被推广到巴西、印尼、澳大利亚、印度
竿见影的“强心剂”……
等国家。
推动“钢铁大国”变身
“钢铁强国”
30 多年来，姜涛发表论文数百篇，
中国钢产量连续 25 年位居世界第 获得国家级科技奖 3 项、省部一等奖 8
一，
但“钢铁大国”不等于
“钢铁强国”。 项；出版专著、手册 8 部；获授权国家发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受制于精料 明专利 90 余件。2021 年，姜涛当选为
制备技术落后，全国钢铁生产与国际 中国工程院院士。
先进水平相差很大。
孜孜不倦为民族复兴贡献新力量
1983 年，刚考上研究生的姜涛开
中南大学北校区球团扩大试验
启了钢铁原料精加工与短流程冶金研 室，是姜涛和他的团队成员及研究生

齐学军：
齐学军
“卓实”教育的探索者
探索者
本报记者 曾玺凡 通讯员 陈芳

湘潭县第一中学党委副书记、校
长齐学军家里有一个“百宝箱”，这里
静静躺着数学教案、原创试题、作业批
改记录、论文以及专著手稿等共 14 本。
4 月 30 日，记者翻开一页页泛黄的
纸张，上面到处都是密密麻麻的字，黑
的、红的……仔细一看，边边角角写的
字，都是齐学军的二次备课、三次备
课。他的教案还有个特点：每本教案
就是一个专题，每个专题均理论联系
实际，针对学生容易出现的错误设置
问题，总结规律，便于提升学生解题能
力。
齐学军常常用两天甚至三天时间
来准备 45 分钟的课堂教学。
“我常把能
找到的辅导书翻一遍，将相关真题、好
题都工工整整地摘录在教案本上，课
堂上讲授的每一个例题，课后布置的
每一道作业题，都是茫茫题海里最精
华的部分。学生也很乐意听我的数学
课。
”
他还勤于探究教学试题，批改作
业时认真写上评语。重视教学研究的

他，出版专著，主持并参与多项湖南省
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取得明显成效。
参与全国教育科学规划课题《中学数
学建模习题研究》并获省一等奖。
而今，任意翻开这些手稿，字里行
间记录着他沉淀的智慧。这些字迹像
春蚕吐出来的丝，一重又一重，织就了
他育人的底色。
“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
培养人”是当今教育面临的重大时代
命题。
如何回答这个问题？作为校长，
齐学军坚持因材施教，激励学生朝着
精彩的未来发展。学校开展“扣好人
生第一粒扣子”
“ 传承红色基因”系列

彭雅惠

常年做实验的地方。做球团实验要把
铁精矿粉放到圆盘造球机里，通过不
停滚动造出符合要求的球团。
“做完实验，教授头发都是硬的，
指 甲 缝 长 期 塞 满 矿 粉 ，鼻 孔 也 会 变
黑。”姜涛的学生们说，老师研究的是
钢铁，他本人的作风也很钢铁，是名副
其实的“钢铁院士”。通常是白天指导
研究生做实验，晚上分析试验结果、制
定研究方案、修改研究生论文、编写教
材 专 著 等 ，很 少 晚 上 11 点 前 回 到 家
里。有时为了赶项目进度，连续几天
通宵做实验、准备材料。
2008 年，姜涛到包钢公司进行复
合造块现场工业实验。工程化过程
中，实验布料出现粗料和细料过度偏
细的问题。当时，包钢公司下一步的
生产全部要依赖这种新的复合造块技
术。姜涛当即要求技术团队进行不间
断反复实验，他本人带头在生产车间
连续干了几个昼夜，终于解决布料问
题。
研发新工艺过程中，理论方法正
确，实验却总做不出理想的成品。
“那
就一直坚持，我一天接一天就干这件
事。”姜涛记不清失败了多少次后，实
验终于获得成功。

教育活动培养学生敢为人先、经世致
用的家国意识。在他的倡导下，先后
有罗迪等 4 名学生的《从整治“六乱”看
湘潭市文明建设》和郭姣伶、蔡雨吟的
《湘潭市出租车运营中存在的问题》调
查报告，得到时任湘潭市委书记和市
长亲笔回信，
引发社会热议。
齐学军还科学推行全新的“卓实”
教育理念，把“卓尔不凡、追求卓越”和
“品德忠纯、务实求实”作为师生队伍
建设和人才培养的目标，深入探索理
论研究、科技创新、社会人文、国防军
事“四类卓越”人才培养模式。学校为
理论研究型人才设立“科创实验室”和
“机器人试验基地”，贺汝成等 4 名学生
获得国际奥林匹克机器人大赛中国赛
区金奖。

4 月 28 日上午 9 点，衡阳市
第一中学（以下简称衡阳市一
中）一教室内笑声频传。
“ 奇变
偶不变，符号看象限，要想记得
住，每天读两遍。”讲台上的教
师手舞足蹈，如不是身临其境，
很难想象数学课也能如此有
趣。
授课的教师名叫胡鸿军。
2004 年，大学毕业的胡鸿军进
入衡阳市一中任教，踌躇满志
的胡鸿军在讲台上充满激情，
却未曾想学生并不买账。
苦恼的胡鸿军开始反思，
在与部分学生交谈后得知，他
们对数学有畏难情绪。
学生王金凤
成绩优异，却
对数学提不
起兴趣。
每次考试
后，胡鸿军
都会给王
金凤分析
错题，夯实
未掌握的知
识点。
“是胡老
师让我正视数学，
更喜欢上了数学，
原来数学也能很有趣。
”
“真心、诚心、耐心。”胡鸿军凭借自己
悟出的秘籍，让班上越来越多的学生爱上
了 数 学 ，数 学 课 堂 也 越 来 越 活 跃 、有 质
量。胡鸿军先后捧回衡阳市“教学质量突
出贡献奖”
“ 全国优秀教师”、衡阳市首届
“优秀专家”
等荣誉。
“ 对 我 来 说 ，胡 老 师 更 像 是 一 位 父
亲。”早已毕业的学生何龙斌内心一直十
分感激胡鸿军。
原来，衡阳市一中每到周末就会组建
一个临时班级，这是离家太远的学生和留
守学生临时的家，胡鸿军一直坚持当这个
临时班级的大家长。
由于父母外出务工，何龙斌周末基本
都在临时班级度过。有天晚上，何龙斌突
发高烧，胡鸿军查寝得知情况后，立即将
何龙斌送往医院。当天夜里，天气寒冷，
胡鸿军跑上跑下，没有合一下眼。第二
天，何龙斌烧退了，累极了的胡鸿军才坐
在病床边沉沉睡去。
一路温情陪伴，临时班级的学生都很
依赖胡鸿军。从小缺少关爱，成绩一下滑
就怀疑自己学习能力的柳青，在胡鸿军和
其他老师的疏导下，打开心扉，正视失败，
最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名校。
带着爱与责任前行，从教 18 年，胡鸿
军将大批学生送入国内外名校深造。但
对他来说，最开心的事情，莫过于每年教
师节当天拆开学生送给自己的贺卡。
“胡
老师，你让我重燃了对数学的希望。”“胡
老师，你要好好注意身体，很多人都需要
你”……立德育才，品行为师，这也正是胡
鸿军一生的追求。
本报记者 谢扬烁 通讯员 陈翊民 唐忠涛

姜涛：
姜涛
“钢铁院士”

胡鸿军：带着爱与责任前行

劳动创造幸福，
劳动创造幸福
，实干成就伟业
实干成就伟业。
。4 月 28 日，2022 年庆祝“五一
五一”
”国际劳动节暨全国五一劳动奖和全国
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湖南省有 8 家单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工人先锋号表彰大会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
家单位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状，
，有 31 名职工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有 28 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个集体获全国工人先锋号。
。其中
其中，
，湖南有三位教育工作者荣获全国五一劳
动奖章，
动奖章
，
体现出当代教育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
体现出当代教育工作者的劳模精神与工匠精神
，
奏响劳动光荣、
奏响劳动光荣
、
创造伟大的时代强音。
创造伟大的时代强音
。
日升日落，
日升日落
，春去秋来
春去秋来，
，他们经历着平凡生活
他们经历着平凡生活，
，见证着日新月异
见证着日新月异，
，也用劳动书写着属于自己的那份荣
光。平凡亦有光
平凡亦有光，
，
致敬劳动者！
致敬劳动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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