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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訊】中國航天事業開拓者和奠基
人之一、 「兩彈一星」 功勳獎章獲得者、著
名導彈和火箭專家、中國科學院資深院士、
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中國航天科技集團公
司和中國航天科工集團公司高級技術顧問屠
守鍔，因病醫治無效，於北京時間12月15
日5時5分在北京逝世，享年95歲。

【本報訊】新華社北京十七日電：羅陽先進事
跡報告會17日上午在北京人民大會堂舉行。報告會
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劉雲山會見了報告團成員
，並強調像羅陽那樣做頂天立地的中國人。

羅陽生前是殲-15 艦載機研製現場總指揮，中
航工業瀋陽飛機工業（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總
經理。今年 11 月 25 日在 「遼寧艦」完成訓練任務
後，突發心臟病不幸以身殉職。

劉雲山在會見時說，人們常用 「最美中國人」
來表達對時代英雄模範人物的讚譽，羅陽就是最美
中國人，也是一個頂天立地的中國人。說他頂天，

就是羅陽有着崇高的理想信念，志存高遠、心繫藍
天，秉持航空報國的志向，直到生命最後一息。說
他立地，就是羅陽腳踏實地、愛崗敬業、恪盡職守
，對自己的本職工作有着堅定的執著和追求。

他說，向羅陽學習，就是要學習他既樹立崇高
理想信念又踏實苦幹的優秀品質。我們應當像羅陽
那樣將個人的理想融入實現強國之夢當中，牢記空
談誤國、實幹興邦，從一點一滴做起，把愛國之情
、報國之志轉化為做好本職工作的實際行動，在平
凡崗位上做出不平凡的業績。

【本報實習記者周琳北京十七日電】以北京大
學為代表的 「北約」、以清華大學為代表的 「華約
」及以北京理工大學為代表的卓越大學聯盟（ 「卓
越」）三大高校聯盟，竟 「不約而同」地將自主招
生筆試時間定為明年 3 月 2 日。高校首次大規模的
「撞車」，讓 「掐尖」大戰愈演愈烈，也讓分身乏

術的考生們面臨 「忍痛割愛」的境況。
「我本想報考 『華約』中的清華和上海交大，

還想報考 『卓越』中的北理工和哈工大，這樣一來
就只能選一個了。」北京十二中的高三學生張澤堯
告訴記者，三大聯盟筆試時間 「撞車」，讓他不得

不三選一。
該校的語文老師孫秀麗也認為，將三大聯考放

在同一天，限制了考生的選擇權。也有老師認為，
自主招生聯盟同期考試是為了 「掐尖」、搶生源，
不想讓考生兼報多校，同時增加各聯盟高校發合格
證的利用率。

長時間來三大聯盟似乎已在考試時間安排上達
成默契。同時開考可避免任何一場考試中優秀學生
的過分集中，避免了高校之間的惡性競爭，不過，
考生的選擇餘地也因此縮減。

記者發現，自主招生聯盟的考試時間安排使得

報考人數變化明顯。2011 年， 「北約」、 「華約」
兩大聯盟考試時間錯開一天，不少考生獲得了兩次
考試機會，報名人數也大幅飆升。2012 年 「華約」
、 「北約」因於同一日舉行自主招生選拔筆試，全
國報名的考生人數相比上一年下降，而 「卓越」由
於與前兩者錯開考試時間，報名人數不降反升。

據中新社北京十七日消息：1917 年12月生於浙江
湖州的屠守鍔，早年從事飛機結構力學的研究與教學工
作，後投身中國導彈與航天事業，長期從事導彈與火箭
總體技術理論研究與工程實踐工作，對導彈研製過程中
重大關鍵技術問題的解決，大型航天工程方案的決策、
指揮及組織實施發揮重要作用，開創中國液體彈道式導
彈先河。

18個月完成火箭研製
20世紀80年代後，屠守鍔參與中國火箭技術發展

重大戰略問題決策，領導解決了若干重要型號研製中的
關鍵技術問題。他積極倡導將中國自行研製的火箭打入
國際市場，並多次提出發展捆綁技術。在擔任長征二號
捆綁式運載火箭技術總顧問期間，指揮攻克了由於捆綁
帶來的結構動力學難關，與廣大科技人員一道，在 18
個月內完成火箭研製並實現首次飛行成功，創造世界航
天史上的奇迹，為中國大推力運載火箭的發展奠定堅實
基礎，為中國航天事業發展作出卓越貢獻。

他 1940 年畢業於清華大學機械系（抗戰期間併入
西南聯合大學，轉航空系），畢業後在成都航空研究所
工作。1941 年赴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攻讀飛機設計及結
構強度分析碩士學位，畢業後應聘為美國寇蒂斯飛機廠
工程師，並於 1945 年回國，先後任西南聯合大學航空
系副教授，清華大學航空學院副教授、教授，北京航空
學院副教務長、系主任、院長助理。1957 年調入國防
部第五研究院工作，歷任多個部門的設計部主任、工程
師和技術顧問等職位，並先後擔任東風二號和東風三號
導彈副總設計師、洲際戰略導彈總設計師、長征二號火
箭總設計師、長征二號捆綁式運載火箭技術總顧問。

功勳卓著屢獲殊榮
屠守鍔還先後當選第三屆全國人大代表，第六屆、

第七屆全國政協委員，中國航空學會第二屆副理事長，
國際宇航聯合會教育委員會副主席，中國宇航學會第一
、第二屆理事，第三屆至第六屆名譽理事長。先後榮獲
「第七機械工業部勞動模範」、 「航空航天部有突出貢

獻的老專家」、 「全國五一勞動獎章」、 「全國優秀科
技工作者」、 「求是科學基金會傑出科學家獎」等多項
榮譽。1985 年獲國家科技進步獎特等獎。1986 年當選
國際宇航科學院院士。1990 年首批享受國務院頒發的
政府特殊津貼。1991 年當選中國科學院學部委員。
1999 年被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授予 「兩彈一
星功勳獎章」。

【本報記者蔣煌基晉江十七日電】今日上午
，第二屆中國愛心城市大會在福建省晉江市開幕
。會上，晉江市、內蒙古自治區呼和浩特市、重
慶市渝中區和山東省棗莊市等四城，被 「中國愛
心城市」全國指導委員會授予 「中國愛心城市」
稱號。

九、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中華社
會救助基金會理事長許嘉璐演講時表示： 「愛是
最大的凝聚力，中國也很早就形成了以 『仁』和
『德』為核心的文化，並成為中華文化的基礎。

希望通過評選愛心城市，推廣中華民族最為寶貴
的優秀傳統文化，並讓每一位民眾都能享受到愛
心的撫慰。」

晉江成閩首個愛心城市
當中，晉江成為全國首個由國家授予愛心城

市的縣域單位，也是福建省第一個愛心城市。福
建省副省長陳榮凱介紹，目前福建已成立縣級以
上慈善機構72個，累計募集資金達60多億元人民
幣。尤其是晉江，各界捐助的慈善基金已達17億
，居閩省之首，約佔全省40%。中華社會救助基金
會亦評價： 「愛心慈善，是晉江人的崇高品德和
晉江城市文化的核心」。

晉江市長劉文儒告訴記者，晉江政府用財理
念是 「該花的一塊錢要花，該省的一分錢要省」
，對民生的投入毫不吝嗇，去年投入31億元，佔
本級財政支出 65%，今年投入 37 億，佔 66%。劉

文儒說，希望通過這種持續的投入，讓群眾感受到發展帶來
實實在在的變化，讓愛心能夠 「看得見，摸得着」。

由中華社會救助基金會於 2010 年在全國範圍內發起的
中國愛心城市公益活動，旨在激勵各地城市繼承和發揚中華
民族仁愛美德，促進城市社會和諧和科學發展。中國愛心城
市大會兩年一屆，首屆大會於2010年10月在陝西榆林舉行
，至今已先後有13個城市獲 「中國愛心城市」稱號。

中國28市具有特色魅力
【本報訊】據中新財經北京十七日報道：全球戰略經濟

發展委員會（GSEDC）等機構17日下午公布 「2012世界特
色魅力城市200強」，北京、上海、香港、廣州、澳門、台
北等28個中國城市入選，紐約、倫敦等城市榜上有名。

全球戰略經濟發展委員會（GSEDC）主席周茳釤鈞說
，無論是城市招商引資，還是企業上市融資拓展市場，城市
和企業越來越重視自身品牌的建設，品牌不僅是影響世界經
濟復蘇和持續發展的重要元素，而且是改變生活影響世界的
特殊力量。

「世界特色魅力城市200強」推選，從2007年開始至今已
有6屆，該推選旨在推動中國城市走向世界，提高中國城市
被世界認可度，拉動投資、推動旅遊，提高城市核心競爭力。

劉雲山：學習羅陽頂天立地

冬日的一個午後，合肥市濱湖新區塘
西河波光粼粼，水面上不時有魚花泛起。
岸邊，七八個垂釣者屏氣凝神，心中默算
魚兒何時咬鈎。60歲的時其發一邊將魚兒
丟進桶裡，一邊向記者感嘆， 「巢湖現在
好看多了，這裡的水能澆菜飲牛，還可以
食用。」

時其發是合肥土著市民，在巢湖水域
渡船上已生活、工作近半個世紀。他說，
十年前巢湖污染嚴重，藍藻反覆大規模爆
發，湖面常見死亡的銀魚和蝦米。

一條河的命運轉變
以巢湖的支流塘西河為例，這條全長

12公里的河流，幾年之前是另一幅境況：
站在岸邊，明顯可見河水泛着泡沫，顏色
發黑，老遠就能聞到一股惡臭味。兩岸居
民飽受困擾，塘西河河口的巢湖西岸水質
也難免遭到直接污染。2008年6月，合肥

市環境監測中心就對塘西河河道斷面及沿
河排污口進行了水質監測。結果顯示，塘
西河總體水質為 「劣五類」，屬於重污染
河流。

這條河流的命運從2009年起開始好轉
。合肥市濱湖新區實施 「水系治理、截污
治污、調水補水、監控調度、生態重建」
的組合治水方略。其中，調水補水方面，
濱湖新區一方面將塘西河再生水廠出水經
濕地淨化後，調至塘西河上游。同時，從
巢湖深處引水，在春季及冬季巢湖水質較
好的情況下，從巢湖深處引水由上游向塘
西河補水。在夏季巢湖水質較差的情況下
，則利用硅藻土除磷技術，在巢湖水源廠
附近建設塘西河補水工程，去除湖水中富
含的磷，用處理後的水作為塘西河補充水
源。

目前，塘西河水質已由原來的 「劣五
類」，轉為 「四類水」，優於巢湖西半湖

水質。人們徜徉在塘西河岸邊，但見水質
清亮，水鳥紛飛，綠草繁花，盡顯田園野
趣。談及塘西河命運之變的原因，時其發
開心地說： 「今年的巢湖很熱鬧，大動作
一個接着一個。」11月3日，環巢湖生態
示範區113 個建設項目集中開工，總投資
超過 500 億元， 「項目數量之多、投資金
額之巨、涉及範圍之廣在巢湖生態治理史
上從未有過。」

中國河湖治理縮影
巢湖作為中國五大淡水湖之一，隨着

安徽省於2011年8月撤分地級市巢湖，成
為合肥市內湖，其生態環境走向備受外界
關注。值得欣慰的是，合肥市乃至安徽省
今年均將巢湖生態治理擺上戰略位置，從
政策、項目、資金、技術等多個渠道為其
構築 「綠色屏障」。

當前，加快建設生態文明已經成為官
方與民眾共同訴求。今年的中共十八大報
告闢出一個章節，論述 「大力推進生態文
明建設」，為未來勾畫出一個天藍、地綠
、水淨，人與自然和諧發展的 「美麗中國
」，而巢湖的水從污到淨，正是中國河湖
生態治理的縮影。

巢湖現在好看多了
本報記者 柏 永

自主招生筆試時間同日舉行
三大高校聯盟引發掐尖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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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國家主席江澤民（右）接見屠守鍔 資料圖片

▲ 圖為長征二號捆
綁式運載火箭，屠
守鍔曾擔任技術總
顧問 資料圖片

河南師範大學有數百名學生，參
與香港環境保護協會主辦的 「水果代

賀卡」活動。他們用象徵平安、心想事成的水果來代替傳
統的紙質聖誕賀卡，旨在提倡大家減少使用賀卡，保護環
境，更為節日增添浪漫氣氛。圖為學生精心為水果 「賀卡
」打扮。 柳海林攝

水果「賀卡」

▲許嘉璐（中）向晉江市委書記陳榮法（右）和晉江市
長劉文儒頒發 「中國愛心城市」 匾額和證書 蔣煌基攝

▲ 圖為今
年 2 月，
考 生 在
「北約」
考試南京
一考點排
隊等待進
場
資料圖片

▲

每日處理
污水能力達
3 萬噸的塘
西河污水處
理廠藏匿於
公園中

柏永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