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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重庆英才大会(以下简称英
才大会)召开在即，防原医学与病理学
家、中国工程院院士、曾任第三军医大
学（现为陆军军医大学）校长兼党委书
记的程天民接受了重庆日报记者采访，
纵论人才与集体的关系。

程天民认为，人才与集体犹如高峰
与高原，既不能像黄土高原那样只有高
原而无高峰，也不能像桂林山水那样平
地起高峰，应该像珠穆朗玛峰之于青藏
高原，既有高峰又有高原，“一所高校，
整体的人才水平要高，在此基础上有一
批出类拔萃的高尖人才，两方面相得益
彰。”

以质量取胜 以特色取胜

高原与高峰的类比，来源于程天民
半个多世纪以来的教学与办学实践。
1951年，程天民大学毕业后，走上了教
师岗位。1986年11月1日，时任中央
军委主席邓小平任命程天民为第三军
医大学第五任校长。

正逢1985年中央决定裁军百万，
1986年学校一次就裁减了400名干
部，相应地招生数、医院病床数、办学经
费都要减少。加之学校长期地处西部
地区，办学条件比其他军医大学困难。

第三军医大学该怎么办？经慎重
调研思考，1986年12月26日，程天民
在全校干部大会上正式提出了“以质量
取胜、以特色取胜”的办学战略思想。
强调学校的建设发展不依赖扩大规模、
增加编制。“以质量取胜”就是要提升教
学、医疗质量和科研水平，培养高质量
人才，出高质量成果；“以特色取胜”就
是不搞平铺直叙，而是根据国家与军队
的需要和学校的实际有舍有取，确定全
校以军事医学为重点和特色。

“两个取胜”办学思想提出后，经几
年努力，第三军医大学在军事医学领域
产生了“三个三效应”：建成了三个首批
国家重点学科（烧伤医学、野战外科学
和防原医学）；取得了三项国家科技进
步一等奖；产生了三位中国工程院院
士。在一个学科领域中取得这样的重
大成就在全国高校都是罕见的。

“约法四章”育人才

从教近70年来，程天民培养了一
批又一批学生，其中有不少成为新一代
的学科带头人、国家973重大项目首席
科学家、国家科技奖获得者。谈到如何
培育人才时，他提到对自己的“约法四
章”：不当盖子，当好梯子，修桥铺路，敲
锣打鼓。

程天民进一步解释：“不当盖子”就
是要善于发现人才，而不有意无意、有
形无形地压制和影响他们成长；“当好
梯子”就是要促进中青年人才脚踏实地
依靠自己努力，更快更好地成长；“修桥
铺路”就是要积极发挥自己的作用，为
年轻人创造更好的条件、环境和发展创

造的空间；“敲锣打鼓”就是要让年轻人
在舞台上当主角，自己在旁为他们摇旗
呐喊，鼓劲加油。

从2005年开始，除特定的专项外，
程天民不再担任科研项目的负责人，不
再作为第一完成人申报科研奖励，不再
以自己名义直接招收研究生。在程天
民看来，人们常说“大树底下好乘凉”，
但是“大树遮阳不好长草”。老一代人
应该主动地从领衔位子上退下来，年轻
人才能更好地成长、发展。

如今，程天民培养的研究生已经在
各自的岗位上挑起大梁：程天民招收培
养的第一位博士生、也是全国第一位防
原医学博士粟永萍，已是“一级教授”，
任全军复合伤研究所所长7年；从德国
访学回来攻读程天民博士生的曹佳，对
毒理学中的诱变剂有深入研究，担任了
亚太地区国际诱变剂学术会议的大会
主席；程天民的另一博士生余争平从防
原医学调任军事劳动卫生学教研室主
任，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并成为
国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

“待到日落西山时，喜望群星耀满
天。”2017年，程天民90岁时，他写下

诗句自勉。他奋斗一生建立发展起来
的医学事业后继有人，他的身后不是荒
漠，而是一片森林。

关爱学生无微不至

如何培养高层次的医学人才，程天
民提出了不少建议，例如选好学科带头
人、扩充院士的后备人才队伍……

程天民还特别提到了一点，要引进
国内外优秀的人才，也要解决他们的后
顾之忧。程天民回忆说，自己当导师当
领导时做了很多“修桥铺路”的事，让人
才能一心扑在工作上。

粟永萍的求学之路十分坎坷。当
年粟永萍的丈夫在国外留学，孩子又
小，父母还身患疾病。与此同时，她还
要完成博士论文，课业要求很高，多重
压力让她一度想放弃学业。

程天民了解情况后，立即让自己当
医生的女婿为其父母看病，并找她谈
心，解答她在学业以及生活上的疑惑。
在程天民无微不至的关心下，粟永萍的
学业进展很快，她的博士论文在经过导
师八次修改后，顺利通过答辩。

毕业后粟永萍赴国外深造，程天民
特意写了一副对联送给她——“粟入沃
土而得茁壮，萍浮浊水也持高洁”。粟
永萍深解老师的用意，学成之后如期返
校，并很快成长为学科的顶梁柱。

邹仲敏是留学生，毕业后携妻带女
来到程天民所在的复合伤研究所工
作。当时邹仲敏的女儿，需要插班读小
学，但手续十分繁琐。

为此，程天民联系了教委的负责
人，根据重庆市对留学归国人员的相关
政策，妥善解决了小孩的入学问题。程
天民还为邹仲敏的女儿买了小学不同
年级的教材，帮助她更好地插入相应的
年级进行学习。

曹佳也是留学生，20多年前还在
德国留学的他给程天民写信，希望能
回校跨专业报考程天民的博士。程天
民很快回信，表示“能聚天下英才而教
之，其乐无穷，此生足矣。”现在，英才
大会举办在即，程天民希望重庆能聚
天下英才而用之，自己愿为此尽一份
绵薄之力。

程天民院士妙语论人才：

个人与集体犹如高峰与高原
本报记者 崔曜

本报讯 （记者 黄乔）11 月 5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局获
悉，我市新获批10个国家级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全市国家级博士后科研流动
站增加到83个，覆盖61个一级学科，
国家级博士科研工作站65个、市级博
士后科研工作站214家（包含博士后创
新实践基地）。

今年 5月，我市印发《关于加快
博 士 后 事 业 创 新 发 展 的 若 干 措
施》。截至今年 8月，全市博士后科
研流动站、科研工作站 (含市级工作

站、创新实践基地)362 个。目前，我
市11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全部设立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填补4个博士学
位授予单位无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

“空白”，实现了博士学位授予单位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全覆盖”，大数
据、智能化领域更是占新增设站的
40%。

重庆新获批10个国家级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本报讯 （记者 颜若雯 实习
生 刘思明）“两江四岸”怎么建？自
10月25日市人大城环委联合重庆日
报，向市民征集“两江四岸”建设金点子
意见建议活动开展以来，市民踊跃参
与。截至11月4日，重庆日报收到市
民从各渠道提出的意见建议 300 余
条。活动期间，本报还开设“‘两江四
岸’建设金点子”专栏，选取部分意见建
议进行刊登。

从收到的意见建议来看，大家主要
从如何打造市民亲水公共空间，如何进
一步完善滨江步道，如何进一步提升

“两江四岸”景观照明，如何优化沿江建
筑布局和建筑立面，如何优化山际线、
水际线、天际线，如何优化滨江交通方
式和公共停车场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建
设性的意见建议。

自活动开展以来，重庆日报记者
还走访部分专家学者、市民、外地游
客，听取他们对“两江四岸”的意见
建议。下一步，重庆日报将对收集到的
意见建议进行梳理归纳，转交市人
大城环委及市政府相关部门，为“两
江四岸”规划建设管理工作提供参
考。

“两江四岸”建设金点子意见建议征集活动开展以来

重庆日报收到意见建议 300 余条

本报讯 （记者 陈波 实习生
朱涛）11月5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民
政局获悉，由重庆市委宣传部、重庆市
文明办、重庆市委网信办指导，重庆市
民政局、重庆市卫生健康委主办，重庆
日报承办的2018年寻找重庆“十大孝
星”和“最美护理员”活动获奖名单揭
晓。

来自南川区兴隆镇年仅12岁的
“小大人”文欢欢等10人获“十大孝星”
荣誉称号，来自九龙坡区夕阳红火养老
中心的护理员王成敏等10人获“最美
护理员”荣誉称号。他们中，有的不要
低保、独自带着瘫痪母亲务工；有的带
着公婆改嫁，赡养着7位老人；有的37

年坚守养老护理岗位，为孤独的老人们
送去温暖。

“十大孝星”评选对象主要针对重
庆籍或在重庆工作、生活3年以上（含3
年）非重庆籍人员；“最美护理员”评选
主要针对全市所有公办养老机构及取
得养老机构许可证的民营养老机构一
线护理人员。

前期，由重庆各区县通过基层推
荐、资格审查，确定候选人名单，其中

“十大孝星”候选人44名、“最美护理
员”候选人63名。最终，通过综合网络
投票、综合评审、专家评审三部分分值，
计算出最后得分，经网站公示后，评选
结果揭晓。

重庆“十大孝星”和“最美护理员”名单揭晓

智汇八方话渝州

人才聚，则事业兴。近年来，市人
力社保局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
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按照市
委、市政府部署要求，围绕增加博士、博
士后招收数量、提高培养质量等方面开
展了系列工作，并取得显著成效。

近日，重庆日报记者从市人力社保
局获悉，目前，博士后出站留渝率
73%，有力支撑了我市高校电子信息、
机械工程、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学科建设
和人才培养。

出政策
——加快出台若干措施，推动博士

后事业创新发展

4月29日，2019年“百万英才兴重
庆引才活动”——博士后招收北京大学
专场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举行。
现场，重庆大学等100多个设站单位提
供了优质岗位。

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介绍，为
缩小我市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工作站)
招收人数与沿海发达城市的差距，重庆
加快出台了若干措施，实施“博士后倍
增计划”，鼓励和支持博士先进站从事
研究工作。

“北京大学举办的这次博士后招收
专场是我们的一次创新尝试。”该负责
人说，以前，博士进站后并不能作为单
位的在编人员，这让不少博士有了“后
顾之忧”。而通过此次招收专场进站的
博士，出站即可按协议约定与培养单位
建立人事关系。

通过专场招收吸引博士后来渝发
展，其实只是我市推进博士后工作的
一个缩影。今年5月，我市印发《关于
加快博士后事业创新发展的若干措
施》（以下简称《若干措施》）。截至今
年8月，全市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科研
工作站（含市级工作站、创新实践基地）
362个。

该负责人介绍，目前，我市11个博
士学位授予单位全部设立博士后科研
流动站，填补4个博士学位授予单位无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的“空白”，实现了博
士学位授予单位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全
覆盖”，大数据、智能化领域更是占新增
设站的40%。

“按照《若干措施》精神，我们正开展
‘博士后导师工作室’‘博士后科研工作
站离岸分站’‘博士后创新创业园（工作
站）’申报评审工作，我市还将新建一批
导师工作室、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离岸分
站、博士后创新创业园。”该负责人说。

搭平台
——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在重点产

业企业实现全面布局

“博士后科研流动站是招收博士后
科研人员的主要平台，我市99%的博
士后科研人员通过流动站进站从事科
研工作。”该负责人表示，近年来，市人
力社保局努力搭建博士后事业平台，务
实推进博士后工作。

近年来，我市努力为企事业单位创
新创业搭建招收平台。如今，博士后工
作站在我市重点产业企业已实现全面
布局。

该负责人说，按“科教兴市和人才强
市战略行动计划”要求，我市在重庆市林
科院、重庆市勘测院、重庆市农科院、重

庆市环科院等科研院所，工业园区（开
发区）、大型国有企业、金融机构和战略
性新兴产业企业等领域设立博士后科
研工作站。比如，2017年，重庆渝康资
产公司设立了全国地方AMC中第一
家博士后科研工作站，结合企业博士后
实际制定培养方式，提升培养质量，引
进和培养高素质实战型的博士后。

如今，该工作站的博士后参与完成
国家级实战项目2项、省部级重要课题
3项，推动公司收购金融不良资产超过
100亿元，为全市防范化解区域金融风
险、支持实体经济发展作出了重要贡
献。该工作站受到了中国银保监会的
表扬并在行业推广。

建机制
——建立博士、博士后连续培养机

制，为社会经济发展提供人才支撑

随着新增博士后工作站越来越多，
博士入站后，我市又是如何培养呢？

对此，该负责人介绍，首先，我市建
立了博士、博士后连续培养机制，定向

培养进站博士。与在读博士签订定向
进站协议，提供一定学费补助，约定毕
业后来渝从事博士后研究。实施“博士
后倍增计划”，三年内博士后招收规模
实现倍增。

其次，将“中国（重庆）新加坡博士
后国际培养交流计划”的范围扩大到
132个“一带一路”合作国家；完善博士
后人员出站留（来）渝补助政策，对全职
博士后人员出站留（来）渝从事科研工
作的择优给予15万元资助；在自然科
学基金中设立“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
择优给予10万元/2年科研资助。

第三，搭建博士后创新配套平台，
设立一批“博士后导师工作室”“博士后
离岸分站”“博士后创新创业园”等平台
并给予经费支持，鼓励博士后开展创新
创业。

此外，我市还建立了博士后人员服
务管理数据库，取消博士后进出站文件
审批，改进完善博士后人员职称评定办
法，将博士后人才纳入了区县“一站式”
人才服务平台，享受更好服务。

“通过这些举措，博士后出站留渝
率73%，有力支撑了我市高校电子信
息、机械工程、新材料等重点领域学科
建设和人才培养。”该负责人说，比如，
我市博士后流动站培养的重庆交通大
学教授周建庭，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项、国家发明专利授权28项，成长为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长江学
者、国家杰青、万人计划人选。

“目前，全市博士后工作措施不断
完善、项目不断丰富、机制不断健全、责
任更加明确、氛围逐渐深厚，各项工作
在序推进。”他表示，接下来，我市将进
一步创新博士后政策措施，深入实施

“博士后倍增计划”，依托“博士渝行周”
“重庆英才大会”等活动，吸引更多博士
进站，培养更多优秀博士后，为我市实
施高校“双一流”建设以及全市创新发
展，提供更加有力的人才支撑。

若干措施推动博士后事业发展，建立博士、博士后连续培养机制

重庆这样实现博士后出站留渝率达73%
本报记者 黄乔

程天民。 （受访者供图）

“ 两 江 四 岸 ” 建 设 金 点 子

本报讯 （记者 龙丹梅）重庆因
水而生，古有江州、渝州之称。重庆现
在不少区县的名称也与“水”有关。近
日，重庆日报记者从重庆市“河（库）长
制与水文化”专题研讨会上了解到，

“水”作为重庆的文化符号融入了25
个区县的地名中，此外全市带“湾”的
地名多达85714个，专家建议重庆合
理保护利用水文化资源，讲好水文化
故事。

中国水利博物馆宣教处处长、水利
部水情教育专家涂师平介绍，重庆古称

“江州”“渝州”，取“江州”一词是因为有
长江水流经，取“渝州”一词是因为有

“渝水”（嘉陵江古称）环抱。因水而生
的重庆，多个区县的地名与水息息相
关。

涂师平说，重庆带“水”的地名中，
主要分为地名直接带水、以河流命名、
因位置临水而命名三种形式。地名直
接带水的有垫江、合川、永川和南川等；
以江河命名的则有黔江、綦江、巫溪、彭
水等区县；因位置临水而命名的有云
阳、酉阳、南岸、江北，多以“临”“浦”

“岸”等临水的词或者以“南”“北”等方
位词来表示与水的位置有关。

在全市的地名中，出现数量最多的
是“湾”。涂师平介绍，湾本意是指河水
弯曲处，重庆市带“湾”的地名多达
85714个，例如水井湾、大湾、小湾、张

家湾、李家湾、杨家湾、陈家湾、王家湾、
堰塘湾等。

此外，一些地名看似无“水”，却和
“水”息息相关。比如沙坪坝、广阳坝等
地名，用了水利工程中的坝、堰、塘、井、
桥等水工建筑物来命名；龙门浩等地名
所带的“浩”字，在重庆特指江边被碛石
隔开的水域或内水湾；大渡口、磁器口
等地名与其作为水陆码头的航运功能
有关；奉节县安坪镇，字面来看和水貌
似无关，但名字的由来却体现了安坪镇
船民祈求平安的水文化民俗……涂师
平表示，一个城市，这么多的地名与

“水”有关，这在全国都属罕见。
如何结合河长制的实施，保护和

利用好重庆水文化呢？涂师平认为，
重庆集巴渝文化、水诗歌文化、三峡文
化于一身，拥有丰富的水文化资源，应
以恰当适用的形式，对重庆的水文化
资源进行科学保护、合理开发。重庆应
多建水文化类博物馆，同时搜寻古桥、
古堰、古栈道、古码头、镇水兽等水文化
遗址，古代水利工程构件等资源，对其
进行维修复原，使之成为水文化人文景
观。同时，可在每条河流的河岸打造
滨水的水文化公园和长廊，依托水文
化主题进行项目开发等，讲好重庆的
水文化故事，使重庆的水文化资源，转
变为生态文明资源、人文旅游资源和
经济转型资源。

重庆25个区县地名有“水”
专家建议合理保护开发水文化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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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 陈波 实习生
朱涛）11月5日，南岸区检察院来到南岸
区鹅公岩大桥下的哑巴洞码头回访时发
现，曾经农家乐扎堆、违章建筑成片的
江岸，已经恢复了往日的宁静与整洁。

去年3月，南岸区检察院开展“保
护长江母亲河”公益诉讼专项行动中，
发现辖区恒基翔龙江畔小区至鹅公岩
大桥之间的江岸，遍布着蒙古包式农家
乐，还有大量违章建筑，甚至还有专门
用来饲养和屠宰牲畜的地方，导致牲畜
产生的粪便以及屠宰产生的污水流入
长江，严重危害了长江沿岸的生态环境
和水体卫生。

此外，重庆某砂石公司2008年在
哑巴洞修建起货运码头，2013年，该公
司又在未审批的情况下对码头原始地
貌进行平整硬化，并擅自修建混凝土构
筑物。此后，该公司又先后将码头部分
场地租用给了六家公司，这些公司又乱
建了各种违章建筑。

2018年11月，南岸区检察院针对哑
巴洞码头一系列问题，向四家有关行政部
门发出了检察建议，要求其对河道内存在
的种植农作物、饲养畜禽等行为进行查

处，依法查处码头周边违法排污行为。
今年4月，针对码头违章搭建等问

题，南岸区检察院又先后向辖区3家相
关行政部门送达了检察建议，督促他们
限期对长江河道内所搭建的违法建筑
（构）物、及其他影响行洪的堆置物进行
全面排查，责令相关责任主体限期拆
除、迁移违建物，并进行相关环境修复。

收到检察建议后，相关行政部门积
极履职，多次到现场进行督促，采取重
点整治、现场办公、集中约谈等方式，积
极主动与违法当事人协调沟通，及时安
排相关人员对辖区内长江沿线区域环
境卫生情况进行了全面梳理排查，每天
派专人对该区域进行专项巡查，建立问
题台账。

截至今年6月6日，哑巴洞码头五
家公司自行拆除违法建筑并搬运物资
撤离码头，违法排污渗井、畜禽宰杀点、
报废车辆、违规菜园等问题已得到有效
整治，周围环境得到了有效修复。

相关行政单位表示，接下来将认真履
行属地管理职责和河长制的职能职责，
加强对哑巴洞码头一带河道日常管护，
维护好哑巴洞码头沿江一线生态环境。

检察建议促哑巴洞码头“由乱到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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