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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长春工业大学人文信息学院

张光耀将全国普通高等学校毕业生

就业协议书 1710220 号、毕业生推荐
表T171302130220号丢失，声明作废。

●万丽将护士执业证书丢失，编
号：证号：200922014721，工作单位：前
郭县中医院，声明作废。

● 张 凤 英（ 身 份 证 编 号 ：

220105196111181226）将中华人民共和
国二级建造师执业资格证书丢失，资格
证书编号：011541，考试时间：2009年
10月 31日-2009年 11月 1日，声明作
废。

●李仲明将 220323197509130814

号身份证丢失，声明作废。
● 宫 哲 将 警 官 证 丢失，警号：

101698，声明作废。

● 袁 晓 华 将 吉 建 安 C（2008）
0002428三责人员证件丢失，声明作废。

●田静将吉林省四平卫生学校口
腔（医士）医学专业毕业证丢失，证书编
号 ：09301120019，电 子 注 册 号 ：
2006301082611919，声明作废。

●刘加明购买铖裕香榭湾2栋2单
元2204室的房子，位于长春市硅谷大

街与超强街交会处，将购房协议、收据
丢失，声明作废。

● 杨 春 娇（ 身 份 证 号 ：
220402196602284446）将执业药师注册
证丢失，注册号：221314040071，声明作
废。

●刘敬文将医师资格证丢失，编码
201322110220702198505071823，声 明
作废。

●金磊将吉林卫生学校口腔医士
专业2009年7月1日毕业证丢失，证书
编 号 ：09204112850，电 子 注 册 号 ：
2006204082611213，声明作废。

●胡艳男将吉林省白城医学高等
专科学校（原吉林省白城卫生学校）
2004级口腔医士专业毕业证丢失，毕业

证编号：07702110263，声明作废。
●磐石市馨达物业管理有限责任

公司将开户许可证丢失，核准号：
J2423000291501，声明作废。

1．招标条件。柳河县2016年农业综合
开发姜家店乡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创新试点
项目已由吉林省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以吉农
发【2017】7号文件批准建设，项目业主为柳河
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建设资金来自财政资金。项目已具备招标条
件，招标代理公司为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现对该项目施
工、监理进行公开招标。2、工程概况与招标范围。2.1标段划分：本次
招标共分六个标段。项目名称：柳河县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姜家店乡
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创新试点项目（一标段）；招标编号：
JLTXY-[2017]-037-1；项目名称：柳河县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姜家店
乡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创新试点项目（二标段）；招标编号：
JLTXY-[2017]-037-2；项目名称：柳河县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姜家店
乡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创新试点项目（三标段）；招标编号：
JLTXY-[2017]-037-3；项目名称：柳河县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姜家店
乡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创新试点项目（四标段）；招标编号：
JLTXY-[2017]-037-4；项目名称：柳河县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姜家店
乡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创新试点项目（五标段）；招标编号：
JLTXY-[2017]-037-5；项目名称：柳河县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姜家店
乡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创新试点项目施工监理（六标段）；招标编号：
JLTXY-[2017]-037-6；2.2建设地点：柳河县柳河镇。2.3施工招标内
容：拦河闸坝、农桥、田间作业路、渠道衬砌等（详见工程量清单）；监理招
标内容：柳河县2016年农业综合开发姜家店乡高标准农田建设模式创新
试点项目施工监理；2.4计划工期: 2017年4月14日至2018年6月30
日；监理服务期：2017年4月14日至2018年8月30日（至工程竣工验收、
保修期结束止）；3．投标人资格要求。3.1一～五标段投标人须具备水
利水电工程施工总承包叁级以上（含叁级）资质的企业法人单位；项目经
理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贰级以上（含贰级）注册建造师资格，并且
无在建工程，技术负责人必须具有水利水电工程专业中级及以上职称，
并且无在建工程；近三年（2014年～2016年）至少有一项类似工程业绩，
并在人员、设备、资金等方面具有相应的施工能力。3.2六标段投标人须
具备水利水电工程监理乙级及以上资质的独立法人单位，近三年内

（2014年～2016年）承担过类似工程施工监
理。拟派1名项目总监[具有国家注册监理
工程师（水利水电工程专业）资质]，并具有类
似工程监理经验，拟派至少3名专业监理工

程师，须注册在本单位且具有监理工程师资格（水利水电工程专业）和中
级及以上技术职称，并且无在建工程。3.3本项目资格审查方式为资格
后审。3.4本次招标项目不允许联合体进行投标。 3.5拒绝列入政府
取消投标资格记录期间的企业或个人投标。3.6入吉企业在我省承揽工
程应按照《关于印发吉林省入吉建筑企业信息登记管理办法的通知》（吉
建管【2015】50号）和吉建管【2016】1号文件要求执行。4．招标文件的获
取。4.1 凡有意参加投标者，请于2017年3月10日至2017年3月16日
（公休日除外），每日上午8 时30分至11时30分，下午13 时00分至16
时00分,携带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副本、资质证书副本【持有新版资质证书
的投标人可提供与新版资质证书副本同样大小并加盖投标单位公章（鲜
章）的复印件，复印件与原件效力等同】、安全生产许可证副本（施工单位提
供）、项目经理建造师证书/总监理工程师资格证书、技术负责人职称证书、
被授权人身份证、企业近三年（2014年-2016年）类似工程业绩（中标通知
书或合同）（以上证件原件及复印件加盖公章）和企业法定代表人签名真迹
的授权委托书，到吉林省政务大厅4楼（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号—人民大
街与蔚山路交汇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窗口报名及购买招标
文件。4.2 招标文件每标段售价：1000元/套，过期不售，售后不退。5．
投标文件的递交。5.1投标文件递交的截止时间及地点：2017年3月31日
上午9时整，地点为吉林省政务大厅4楼开标室（长春市人民大街9999
号）。5.2 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5.3 有效投标人不足三家时，招标人另行组织招标。6．发布公告的媒
介。本次招标公告同时在《吉林日报》、吉林省建设信息网、吉林省公共资
源交易信息网、中国采购与招标网上发布。7．联系方式。招标人：柳河县
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地址：柳河县，联系人：王旭 ，电话：0435-7225066。
招标代理机构：吉林省同欣原工程咨询有限公司 ，地址：长春市南关区临
河街 8377 号中海国际广场 A 座 1608 室 ，联系人：薄女士，电话：
0431-81331333、15504467580。2017年2月28日

招标公告
招标项目编号：JLTXY-[2017]-037

公主岭市酷猫服装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220381MA0Y5CW95Q）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本公司已成立清
算小组，清算人员为信春娟，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人员申报债权，特
此公告。

公司清算组地址：公主岭市河南街兴隆委温
馨家园2期 6A号楼，联系人：常明明，电话：
18643423311。

注销公告

德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关于撤销郭兰舫的公告

郭兰舫你名下坐落在边岗乡街道，砖木结构，4间，建筑面积102

平方米，房屋所有权证为：吉房权德边字第87110003556号，我局2014

年（001）号撤销决定书现已生效，现予以公告。

德惠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017年2月27日

拍 卖 公 告
我公司受吉林银行通化分行委托对位于梅河口市解放街房产籍

号（7115-4740/2-010），房照面积662平方米1-3层，用途商业服务，梅
国用(2006)第051920019号国有土地使用权证，土地面积280.64平方
米，（终止日期2011年1月19日）。印刷设备4台，依法进行公开拍卖。

展示时间：公告之日起至2017年3月6日
登记时间：2017年3月7-8日
登记地点：通化市鸿祥假日酒店
拍卖时间：2017年3月9日上午10：00点
拍卖地点：通化市鸿祥假日酒店会议室
咨询电话：15500004071

公主岭市素拼男装有限责任公司（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91220381MA0Y5CUE32）经股东会决议，
拟向公司登记机关申请注销登记，本公司已成立清
算小组，清算人员为常明明，请债权人于本公告发
布之日起45日内向本公司清算人员申报债权，特
此公告。

公司清算组地址：公主岭市河南街兴隆委温
馨家园2期 6A号楼，联系人：常明明，电话：
18643423311。

注销公告

吉林省聚众数码科技有限公司因经营不善，
决定注销，注册号：220323000016849，特此公告。

吉林省聚众数码科技有限公司

注销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拥有松原市抗旱

服务中心等4户债权资产。
截止2016年12月20日，我公司拥有该4户债权资产总额5551.17

万元，其中：本金2520.60万元，利息3030.57万元。现拟对以上债权
资产实施公开处置。

交易条件为：要求买受人信誉好，有一定资金实力并可承担购买
债权所带来的风险。

对交易对象的要求为：符合国家有关规定的境内外有意向投资
者，且以下人员不得购买：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
干警、资产管理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
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的关联人。

公告期：自2017年2月28日起至2017年3月20 日止，公告期内
受理该资产处置有关异议和咨询。请投资者登陆华融网站查询，或与
有关部门接洽查询。

受理公示事项联系人：王恩洪，联系电话：0431-89291691。
受理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431-89291130。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吉林省分公司
2017年2月28日

随着亚冠正赛正式打响，中超三巨头
征战亚冠的历史将再谱新篇。在首轮比赛
之后，三队都用开门红完成了自己的首秀，
但相比较之下，虽然恒大的胜利值得喝彩，
但上港队和苏宁队的首轮表现却更加值得
关注。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恒大的实力早
已是货真价实摆在那的，对于一个曾经夺得
亚冠的球队来说，他们早已不是亚冠赛场上
的青涩少年，丰富的亚冠比赛经历，顶级的
外援和几乎全是“国字号”的本土球员配备，
即便是他们今年没有再次肆意挥洒金元引
进新的大牌球星，而以现有的班底也是足以

称雄亚洲，小组出线对于恒大来说应该不是
太大问题，即便是7比0狂胜香港球队，其意
义也仅相当于为曾经给国足造成巨大危机
的港足做一次发泄。

号称苏沪“双雄”的上港队和苏宁队就
是另一回事了，上港队 1 比 0 战胜首尔 FC
队，苏宁队 1 比 0 绝杀了济州联队。这种双
杀韩国球队的首轮开局，对于在恐韩阴影中
徘徊多年的中超球队来说，显然更加让人兴
奋。而且，在或多或少地模仿恒大的经营模
式中，他们虽然也巨额买入了球星，但底蕴
的不足让他们的亚冠征程变得更像是一种
磨砺，成为他们每一次成长的标尺。我们也

乐于看到不只是恒大，中超其他球队同样在
亚冠的舞台上出彩，因为这也是我们中超底
蕴的表现。

如今，对于正处在大变革阶段的中国
足球来说，隐含着海量的机遇、也蕴藏着
巨大的风险。在组织管理层面，中国足协
从体育总局剥离出，中国足球呼吁良久的

“管办分离”在本赛季终于得以实现；在职
业联赛范畴，一系列新政的出台，令中超
各俱乐部在“引进优秀外援”与“起用青训
精英”等方面都做出结构性调整，职业联
赛与生俱来的“孕育培养本土球员”的基
础职能，因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纯和放

大；在国字号建设领域，世界冠军教头里
皮的团队，正承载着男足国家队角逐 12 强
赛的使命。

在这样的背景下，正像很多评论分析的
那样，中超三强亚冠第一关都不会难过，考
验还在后面。虽然“质的升华”比成绩的突
破更有价值，但毕竟赛场上是靠成绩说话
的，所以他们的胜利反而更有意义。

苏沪苏沪““双雄双雄””的胜利更有意义的胜利更有意义
董 博

如果说成绩是球队前进的

动力，那么梯队则是长久发展

的基石。当我们将更多聚光灯

瞄准中超赛场时，梯队的建设

和发展同样至关重要。2015

年，亚泰青训总监由原俱乐部

总监高敬刚转任，并将投入额

调整为占比年度总投入的15%

以上。青训的全面升级，意味

着未来的亚泰将拥有强劲有力

的造血功能。

近日，记者来到亚泰俱乐

部青训部一探究竟。走进办公

区，左手边第一间就是高敬刚

的办公室，墙上贴着一面硕大

的工作计划表，全年12个月的

训练计划一目了然。“青训系统

不仅是中国足球巨大的人才

库，更是球员迅速健康成长必

不可少的保障。”高敬刚说。目

前，亚泰俱乐部已与省直机关

第一幼儿园和两所小学达成合

作，并将在2017年全面铺开，

与各足球培训机构进行沟通指

导。

如今，长春亚泰的5支梯队

共配有12位教练。高敬刚向记

者介绍，梯队培养的首要问题

在于一个好的教练队伍。“我对

教练要求很高，专业的球技、人

品和责任心缺一不可。俱乐部

要求采取一贯制足球，既从梯

队到一线队，所有的教练思想

统一、做法一致，从而形成自上而下的统一技战术风格。”说起

球员，他眼中闪光。“培养一名出色的足球运动员，其难度不亚

于培养一名国内一流院校的学生。在球场上的一个瞬间，球员

可能要在几百种选择中迅速地找出最准确的反应方式，这要求

他们的综合素质极高。”让人欣喜的是，尽管长春亚泰面临着巨

大的成绩压力，但也开始逐渐从梯队注入新鲜的血液，比如裴

帅、李光、李尚、孙捷、杨贺等一大批出自亚泰青训的90后球员

开始崭露头角，其中裴帅的中超出场次数已达到123场。

作为一支有追求的职业足球俱乐部，要想可持续发展，青

训是其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新赛季中超大幕即将拉开，全

新的长春亚泰已经起步，只有踏踏实实走下去，才能真正铸就

百年基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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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在院士工作站，本地科研人才与专家团队共同完成了多

项科研成果，其中吉春制药张玉奎院士工作站加大了对鹿胎

素和鹿茸干细胞等高端领域的研究；巨元换热器陶文铨院士

工作站开发的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电用“大型闭式循环水

冷却器”项目，获省重大科技成果转化项目1000万元资金支

持。在首届中国·四平科技成果展洽会上成立的5个中心，为

本土科研人才提供了更广阔的创新创业平台。

留才的关键是“留心”。用待遇留才、用感情留才、用事业

留才，四平强力打造拴心留人的最佳“软条件”。建立了“推动

民营企业选拔任用优秀年轻高层经营管理者”的人才机制，把

民营企业人才纳入全市人才发展规划，积极为民营企业引进

人才、培养人才、用好人才提供全方位服务。在干部考察中，

牢固树立“在履行岗位职责中考察、在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中考

察、在关键时刻的表现中考察、在对待个人名利的态度中考

察”原则，并且特别注重提拔重用扎根基层、埋头苦干、不事张

扬的干部，全市上下形成了风清气正的人才环境。

强化激励措施。相继推出了“四平市有突出贡献人才”

“优秀创新创业人才”“市管优秀专家”等10余个激励项目，

400多人受到表彰奖励。目前已评审产生了4批340名市管

优秀专家，共发放117.6万元奖金。吉林四平益民堂制药有

限公司的化药新药复方奥美拉唑胶囊产业化研发团队，入选

第一批50个吉林省重大科技项目研发人才团队，得到100万

元资金支持。在《关于实施人才攻坚计划的意见》中，提出对

产业创业项目给予100万元至500万元启动资金支持，以及贷

款利息贴息扶持、财力贡献奖励；对技术创新项目，给予20万

元科研攻关扶持；对管理创新项目，全职或柔性引进人才各奖

励10万元。

此外，四平对引进的“985工程”“211工程”高校毕业全日

制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给予生活补贴，其中硕士12万元，

博士15万元，对市直引进的硕博人才免费提供公寓；对引进

的高层次人才的未成年子女，义务教育阶段可在本地公办学

校择校；由异地转入本地就学，不收取政府规定以外的任何费

用；对引进的高层次人才，每年免费体检一次。

四平：构筑人才新“高地”

（上接第一版）开会的间隙，他也会看学生通

过邮件发来的学习笔记和读书报告。即使生

病住院期间，他在病床上还为学生答疑。

黄大年对学生的培养不仅仅限于对所学

专业的指导，他还提倡学科融合，他认为一门

学科的发展离不开其他学科的支撑，鼓励学

生做专也做博。学生周帅动手能力强，对无

人机感兴趣，黄大年就给他买航模、送他去培

训，还出资上万元资助他考取了无人机驾驶

证。2011级博士毕业生侯振隆对数学和编

程感兴趣，黄大年就买来相关的书籍鼓励他

学习，还手把手从公式推导教起。

“如今，中国正努力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

国迈进，而这段并不平坦的进程需要几代人

去完成。如何培养更优秀的人才，让文化与

智慧长久地传承下去，值得每个人思考。”这

句话不仅反映出他诲人不倦的“师道精神”，

更体现了他致力于培养国家需要的高精尖人

才的紧迫感和责任感。

“严师”“慈父”，是学生对黄大年的定

义。“作为老师，不能亏待了孩子，不能耽误了

人才。”黄大年用父亲般的慈爱呵护着学生，

事无巨细。夏天，他让爱人给学生们煮绿豆

汤；雾霾天，他给同学们准备口罩；科研平台

位于顶楼，冬冷夏热，他给每个房间配备电风

扇和电暖气；学生丢了钱包，他给掏生活费；

学生母亲罹患疾病，他得知后毫不犹豫地提

供经济援助，并帮助联系医生；他为参加国际

学术会议的学生报销路费，甚至还资助过多

名出国留学的学生……

生活中，黄大年还是学生的好“玩伴”。

他平时自己舍不得抽出时间锻炼，却舍得牺

牲宝贵的时间陪学生锻炼：周末羽毛球，净月

徒步游，南湖沿岸走……这样做就是为了学

生们都能有强健的体魄，将来更好地为国家

搞科研。

黄大年用身体力行的引领、春风化雨的

关爱、心系祖国的情怀，殚精竭虑地履行着为

师之责。勤恳的耕耘换来了满枝硕果，他指

导的44名研究生中，有1人获得了国家地球

物理学会颁发的刘光鼎地球物理青年科学技

术奖，1人获教育部博士学术新人奖，3人获

吉林大学研究生优异成绩最高奖“李四光

奖”，1人获吉林省自然科学学术成果二等

奖，8人获国家奖学金；指导学生参加国际会

议26人次，他指导的团队成员中，有1人被学

校破格晋为教授。

“四海同仁扼腕叹，满园桃李呜咽鸣。”黄

大年去世后，学生们想起平日里太多的过往，

有太多话想对他说：

“我多么希望这一切只是一场梦啊，我多

么希望用我生命中的十年、二十年乃至后半

生换回您！”

“您没有看到我成才怎么能忍心离开，您

还没有喝到我的喜酒，我还没有尽到我的孝

心，您怎么能走，您怎么忍心。”

“老师，一日为师终生为父，我这辈子

都是您的孩子，您未完成的事业有我们帮

您完成，老师您好好休息吧，我们不会让您

失望！”

“我想这只是一个梦吧，梦醒了，您就会

回来了，是吗？涕泣涟涟，再也唤不醒我敬爱

的黄老师。老师，您走了，您安心地走吧，我

们会牢记您的教诲，擦干眼泪，继续前行！”

“我哭，哭不能再与您时时相见，不能再

感受到您的呵护；我悔，悔自己没有更加努力

用功；我恨，恨病魔就这样无情地夺走我最爱

的恩师！我只期望老师您再看看我们，不要

您再费心为我们讲述，只需要您往日温和的

笑容。黄老师，我想您！黄老师，您别走！黄

老师，不要走！”

“7年了，每次出差都为您随身带着咖

啡，以后我还会带，但您却喝不到了。我特别

想对您说，您睡了几天了，该起来了，该为我

们改报告了！”

“做您的学生真的很幸福，若有来生，我

们还做您的学生……”

……

“若能作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

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

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

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黄大年

他是众人眼中的“拼命黄郎”，惜时不惜

命。他忘我拼搏，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中国梦鞠躬尽瘁。

在学生和团队成员的眼里，黄大年的工

作有两个状态：加班和出差。学生们背后送

给他一个雅号——“拼命黄郎”。

是的，他真的是在拼命！

地探学院所在的地质宫大楼每晚10点

关大门，可这条“禁令”却对黄大年不起作

用。他经常在办公室里工作到凌晨两三点钟

才离开。有时候出差回来，还要直接赶回办

公室，准备第二天的工作。

“楼下看门的大爷总被黄老师敲醒，就和

我们抱怨，让我们劝劝老师早点下班。后来

时间长了，大爷对黄老师产生了敬意，告诉黄

老师无论多晚进出，喊他一声就行。”乔中坤

说。

除了加班，黄大年还要经常出差。“黄老

师是个惜时不惜命的人。7年间，他平均每

年出差130多天，最多的一年出差160多天，

几乎每次出差的日程都被安排得满满的。”于

平说，“他出差来去乘坐的都是午夜航班，因

为白天的时间他都在工作、洽谈，等到实在不

能打扰别人的时候，他才会登机。”

“和他一起出差，飞机上的时间也不放

过，关心完你的个人生活，马上进入工作。”于

平说，黄老师就是个三句话不离工作的人。

只要他在学校，就总会有学生和青年教

师来向他请教问题。“很多时候他办公室门口

都排着长队，我开玩笑说得准备个叫号机

了。”黄大年的秘书王郁涵说，“别人问一个问

题，他能给讲两三个小时，把所有的知识都倾

囊相授。对学生们的‘骚扰’，他总会舍得大

块儿的时间，从来不会厌烦。”

除了科研和教学，他还承担起了一个科

学家的社会责任。他多次受邀参加中央统战

部专家咨询团队，赴西北地区指导地方科技

建设，到发达地区指导经济转型；他心系吉林

振兴，作为省委组织部专家咨询团队成员，他

深入吉林省部分地区推动和协助地方产业转

型，牵头筹划在吉林省建立“无人机产学用基

地”和“吉林大学留学生报国基地”；他多次担

任国家“千人计划”和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

计划”评审专家，为国家引进和培育高端人才

提供服务。

为什么要忙成这样？

2016年元宵节在办公室加班到半夜的

黄大年，发了一条朋友圈信息，或许可以给出

答案：“办公楼内灯稀人静，楼外正是喜气洋

洋。我们被夹在地质宫第5层，夹在‘十二

五’验收和‘十三五’立项的接合部，夹在工作

与家庭难以取舍的中间。”

是啊，之所以这么忙，是因为他急啊，他

急科研的进展，急人才的培养，急我们追赶发

达国家的脚步！

他办公桌对面的墙上挂着一幅2010年

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与北戴河休假专家

的合影，他常和学生们说，之所以要挂上这幅

照片，是因为每天都能看到党和国家领导人

鼓励和关切的目光，他不能有丝毫的懈怠。

就是这份紧迫感和责任感，急得黄大年

顾不上妻子和女儿。

2016年教师节，在外出差的黄大年在朋

友圈发文感叹：可怜老妻一再孤独守家，周

末、节日加平时，空守还空守……回国6年

多，妻子“从灿烂到忧郁”“从微笑到焦虑”。

他总安慰说“再有一年就忙完了”，但他却一

年比一年忙，而今天人永隔。

在对亲人愧疚的同时，黄大年似乎没意

识到他连自己都顾不上了。

国家“千人计划”专家王献昌说：“大年是

院士评审专家，以他的能力和贡献早就可以

申报院士了，我劝他抓紧，可他却说要先把事

情做好，这个暂时不考虑。”他就是这样一个

人，把所有时间都慷慨地用到工作科研和教

学上，对自己却十分吝啬。学院党委书记黄

忠民说，黄大年参加学术会议或是讲座，能准

备十几页的材料，但要让他填报个荣誉材料

啥的，半页纸都不到。

作为科学家，搞好科研是本分，但优秀的

科学家则会把眼光放得更为长远。黄大年不

是仅仅把眼光盯在自己的实验室，而是把科

研和国家利益结合在一起，一切有利于国家

科技发展的事情，都是他义不容辞的工作。

为把事情做好，黄大年几乎把一天当两

天过。可他却在百忙之中，接受了吉林大学

欧美同学会常务副会长任波的邀请，做起了

会长。任波告诉他：“具体工作可以由我来

做，你出面就行。”可黄大年却说：“我从不做

挂名的职位，我要做必当倾尽我所能。”黄大

年在任职期间，总是认真策划活动方案，积极

参与各项活动，吸引了更多的海外学子共同

报效祖国。

有时，他还“不务正业”，看到别的高校申

报的课题符合国家未来发展战略，他就会放

下工作，帮助人家去跑项目、跑资金。他的热

心，往往把竞争变成了合作。

紧迫感和责任感令黄大年要做的事情越

来越多，他无暇顾及的也越来越多。2016年3

月，黄大年赶早班飞机前往北京开会，晚上11

点又回到了地质宫，和团队成员继续进行项

目申请书的编写与修改，直至凌晨3点。6月

底，他吃着救心丸走进评审验收现场，完成了

一个超亿元级别的国家大型项目的评审验收

工作。9月的一天，他突然在办公室晕倒，醒

来后不顾身体，接着布置工作，然后又忙着去

赶火车。11月28日晚，在北京飞成都的飞机

上，黄大年因腹部痉挛昏迷，到成都简单治疗

后，他又出现在了29日的会场。12月4日，他

在长春做完检查后，又急着赶去北京出差。

2016年12月8日，黄大年被大夫催着住

进了医院。第2天开始，他就有计划地叫一

些学生来病房，布置学习任务、安排工作计

划。第3天，他在短信里对学校领导说“争取

两周内重返岗位，治疗期间不会对工作有影

响。”

王献昌说：“在黄大年的身上好像从来就

没有过‘疲倦’这两个字。在他手术前，我和

另外一名同事一起去看他，他还把我们让到

沙发上，自己坐在小板凳上，和我们谈了两个

半小时的工作。”

12月14日手术后，黄大年的身体情况时

好时坏，可他还不忘安慰前来探望的同事们；

圣诞节时还录制了一段语音微信，祝同学们

圣诞节快乐；当刘财去看他时，他还惦记着有

许多工作没有做完……

今年1月8日，不知疲倦的黄大年永远地

离开了，把生命中最璀璨绚丽的部分贡献给

了国家……正如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的诗

里写的那样：我是你的，我的祖国！都是你

的，我的这心、这灵魂！

诗书传家翰墨骨，兴邦济世沁香魂！

黄大年不知道，在他昏迷期间，他的学生

不断从祖国各地赶来，守在病房外不肯离去，

自觉地站成一排手拉着手默默祈祷；

他不知道，在他去世的前一天，“千人专

家”联谊会换届，专家们在得知了他的病情

后，默默地为他投票，推选他为副会长；

他不知道，在他去世后，许多专家学者以

及他在国外工作时的伙伴，都纷纷表示要尽

其所能，帮助他的团队完成他未竟的事业；

他不知道，党组织没有忘记他，根据他生

前意愿，1月10日，中共吉林省委批准追认黄

大年为中共党员；

……

大年，祖国和人民不会忘记你！你的科

学精神就像一面旗帜，召唤着后来人不断投

入振兴祖国的洪流；你的家国情怀就像一座

灯塔，为更多海外赤子照亮回家的路；你的言

传身教，就像一盏烛火，永远辉映在学生们心

中！

“翰墨传家为偿强国兴邦之愿赤胆丹心

身许科研伟业，鞠躬尽瘁为成筑梦拓新之事

克俭躬亲挥洒一生豪情”。黄大年是新时期

归国留学人员科技报国的典范，他的灵魂与

歌唱祖国的旋律有着如此和谐的共鸣，在实

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大时代里，他

将身躯铺架在了中国从科技大国向科技强国

迈进的道路上，把一生谱成了一首他最爱的

长歌——《我爱你，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