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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保护眼睛一样 保护好生态环境
———记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倦生

环保教研的探路人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是湖南省

人民政府和环保部共建的， 全国唯一的环
保类高职学院，创建于 1979年，现有在校学
生 7000多人。

作为学校带头人，他带领学校管理层和
所有教职工以理论联系实际， 依据与省级
精品专业“环境监测与评价”相适应的环境
监测、室内检测、环境评价、水质分析、环境
监测仪器维护、企业环境管理与监察等 6大
主要岗位，对应岗位职业能力要求，设置了
包括分析与检验能力、环境监测能力、环境
评价能力、 专业拓展能力等四大模块的专
业课程体系，建立了以“工学结合、任务驱
动、项目导向、顶岗实习”为主要形式的教
学模式，推行现场教学、项目教学、案例教
学、讨论教学等教学方法，全面培养了学生
的学习能力、实践能力、创造能力、就业能
力和创业能力。

近三年来，学院主持编制了《国家陶瓷
工业污染物排放标准》、《清洁生产标准（烟
草加工业）》、《清洁生产标准（陶瓷制造
业）》、《清洁生产审核指南（陶瓷制造业）》、
《清洁生产审核指南（烟草加工业）》等 6 项
国家标准和《湖南省锑采冶工业水污染排
放标准》；承担了国家重大科技专项、国家
“973”计划项目中的“湘江重金属污染综合
整治科技重大水专项”、“中国酸雨沉降机
制、输送态势及调控原理研究”、“生物多样
性调查”、“全国饮用水水源地基础环境调
查及评估”和“环境监测从业人员执业资格
管理制度研究”等重点科技研究课题 66项，
共计获得科研专项经费 1000多万元。

学校主动对接企业需要， 以贡献求支
持，以服务求发展，提高服务社会的使命,提
升了科研团队的科研实力和服务行业、企
业的技术水平。 近三年来，先后主动参与 56
家企业的产品研发和环境污染治理技术攻
关。 其中，为国内知名环保企业武汉天虹智
能仪器有限公司的空气自动监测系统和长
沙力合科技有限公司的水质自动监测系统
的研发定型生产， 提出了有价值的技术方
案和建议，解决了采样、分析、数据传输和
统计方法等方面的关键技术； 与湖南农业
大学共同研究开发“可控湿法氧化聚沉法
处理污水厂污泥新技术”，显著提高了污泥
脱水效率， 突破了国内常温处理污泥工艺
中的技术“瓶颈”，帮助企业破解了技术难
题。 通过承担标准编制、课题研究和企业技
术攻关，学院科研能力得到较大提升，教师

教育教学水平显著提高。
李倦生积极开展环保理论研究，成果丰

硕。 他致力于环境化学，废水、废气的监测
与治理， 环境管理等方向的环保理论研究。
主持或参加国家级、省级、地厅级、院级环保
科研课题共计 42项，其中，参与编制国家环
境保护部清洁生产标准 6项，主持和参加了
国家“六五”、“七五”、“八五”、“十一五”重点
攻关环保项目及其他国家级环保科研项目
13 项，省级环保课题 21 项。 在国内公开出
版刊物发表环保科学技术研究论文 26 篇，
主编或参编出版发行环保教材 14本。

一份耕耘，一份收获。除了“母亲河奖”，
李倦生教授先后还获得了“第二届中国环境
科学学会优秀环境科技工作者”、“全国乡镇
工业污染调查工作先进个人” 等国家级、省
级各类科技进步奖、 单项奖及表彰共计 15
项。

环保“产学研”的引路人
李倦生教授曾多次跟师生们交流时谈

到：“作为一名环保工作者，在积极参与环保
实践活动的同时， 还得掌握一定的理论知
识，才能更好地搞好实践工作，环保工作需
要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我最高兴的是‘产学
研’已经迈出一步，更丰富了教研知识，提高
实训条件。 ”

学院承担省内外涉及化工、轻工、医药、
市政工程、 交通等行业的建设项目环境影
响评价工作，累计完成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
告书、报告表 400 多项，涉及建设项目资金
达 600 多亿元， 环评服务合同金额累计达
4000 多万元， 实现了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的双丰收 。
学院将环评
项目纳入教
学内容，有
计划地安排
学生全程参
与环境影响
评价课程实
践， 既促进
了 专 业 建
设， 又提升
了学生的专
业技能。 环
境影响评价
课程已成为
省 级 精 品
课， 教师的
专业能力和

教学水平得到快速提升。 为贯彻落实国家
节能减排、发展低碳技术的方针，经省环保
厅批准， 学院成立了清洁生产审核中心，有
20名教师取得国家清洁生产审核师资质。

结合课程教学， 师生深入企业生产一
线，了解生产工艺，帮助企业查找问题，研究
对策，制定清洁生产方案，在企业强化管理、
节能降耗、污染减排、生产增效等方面发挥
了重要作用。 两年来，该中心先后为涟源钢
铁集团、 水口山有色金属集团公司等 42 家
企业进行了清洁生产审核， 合同金额达到
700多万元。

在各级领导的重视下，学院将将加强行
业培训，扩大培训领域，努力打造全国环保
干部培训南方基地。 一年来，培训中心先后
承担了包括省财政厅“100 万项目资金支持
的农村生态环境保护项目”、 环境保护部监
测司“2010 年国家重点监控企业污染源自
动监测数据有效性审核” 等各级各类培训
42 批次，培训企事业单位从业人员 4000 多
人。 在环保部的支持下，计划从今年起对湖
南、湖北、广东、海南等四个省所有国控企业
3000 多名环保技术与管理人员进行系统培
训，截至目前该计划已培训人员 1900 多人。
同时， 学院注重开展与省外各级环保部门
的横向交流、联系，目前培训业务已经拓展
到全国环保系统的乡镇一级单位。 行业培
训工作的有效开展， 进一步赢得行业主管
部门的重视和支持，环保部、省环保厅承诺
将在政策与经费上加大支持力度， 加强学
院培训硬件设施建设， 新建一栋设施完备、
功能齐全的现代化培训大楼。 近三年来学
院行业培训累计创收近 1000 万元， 实现了

学院与行业互动共赢的良好局面。

环保行动的领路人
李倦生大学毕业后， 便立志投身环保，

他从一名普通的环境监测技术人员，成长为
省环境监测中心站站长，曾多次组织湘江及
支流污染源普查，为政府的环保工作科学决
策提供重要依据。 2002年，他就任长沙环境
保护职业技术学院院长，他指导师生以“世
界环境日”、“地球日”、“世界水日” 等为契
机，开展了形形色色的“保护环境，保护母亲
河”的环保宣传活动。多年来，参与活动的人
次达 50余万，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他
带动和影响了一批批的环保志愿者和环保
人才加入到“保护环境， 保护母亲河行动”
中，其中，兰文军同学表现突出，荣获了“中
国百名优秀青年志愿者”称号。

作为目前我国唯一一所专门培养高素
质技能型环保一线人才的高职学院，学院已
经建校 32年。“努力把学院建设成为培养环
境保护高素质技能型专门人才的摇篮、环境
保护行业人员继续教育与培训的中心、‘两
型社会’和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的技术支
持和技术服务中心。 ”这是李倦生对学院教
育目标的诠释。 事实上，在就业形势相对严
峻的情况下，该院毕业生连续几年的就业率
都超过 95%。

应运而生，趁势而起。 32 年来，学院随
着环保事业的产生而诞生，随着环保事业的
发展而进步，未来学院的发展更因环保事业
的巨大需求而潜力巨大。

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
周强曾叮嘱：“一定要像保护眼睛一样，保护
好生态环境！ ”李倦生和他带领的长沙环境
保护职业技术学院的所有师生们，用自己的
责任感和奉献精神， 诠释了这句话的含义，
践行了这句话的内容。

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院长李倦生。

大禹治水，13年锲而不舍。
现在有这样一个人，27年如一日执着于环保事业。
10月 13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第五届“母亲河奖”评选活动中，他荣获“母亲河奖”先进个人奖，这是我省唯一获奖者。
他就是长沙环境保护职业技术学院院长、 中南大学硕士研究生导师李倦生教授。 李倦生教授于 1984 年进入湖南省环境监测中心站工

作，从此就与环保工作结下了不解之缘。 在漫长而又短暂的 27个春秋中，他不仅能默默承受寂寞与艰辛，而且上下求索，满怀激情地奔走在
“保护环境，保护母亲河”的漫漫长路上。

向来低调而严谨的李倦生说：“我个人微不足道，更多的是对所有环保事业科研人员，是对学院 30 年办学成就的肯定。 我只是推出来领
奖的代表，这个奖属于学院的每一位老师和同学。 ”

20=2 人世界，6 个 1=6 棵树。 从低碳环
保角度分析，单身不但孤寂，还不利于环保。
两个人在一起过，可以同住一间屋，同开一
盏灯，同睡一张床，同吃一桌菜，同看一台电
视，同开一台空调，同坐一台车。 这样一来减
少了碳足迹，降低对环境的索取。 所有这一
切证明了我的逻辑推理是正确的。 为了减少
碳足迹，不对环境产生负面影响，我们都应
该尽早脱单。 周刊主编崔志春率全体员工，
倡导环保从人人做起，从光棍节开始。 并祝
各位节日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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