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逝去的麦忙情景
近日闲坐在家，望着窗外如火的骄

苦 阳，昕着布谷鸟清脆的鸣叫，不
d 壶她 由得想起小时候家乡热火朝天

4 /' 川 抢收抢种的情嚷。
~ dF' 六月，记忆里的麦田-望

(//缸' 无垠，麦浪翻卷着金色的波

/ / \ / 涛，摇曳着农人们的希望与欣

扩 仇丰 喜。 我那些朦弯如弓的乡亲们，在

无边 的麦浪里背对天空，黝黑的脊背在阳光

的照耀下缓缓前移。 他们洋溢着收获的喜幌，伸长手臂像搓着

爱人-样，亲密地揽抱着-垄垄饱满的麦穗，舞动着锋利的镰

刀将麦秸割离田地，再用圭草扎揽成-捆捆扛到田头。 他们脸

上、 背上流出-颗颗晶亮的汗珠，折射着太阳的光苔，滚落到

脚下的土地上，滚落出-声声生命的叹息，让镰刀那动人心

弦、 灼人双眼的锋芒，在麦轩深处闪烁成希望的声音，这沉重

而连续的音节，串连成-曲六月丰收的韵律，与田野的清凤
唱-和......

黄昏时分，狭窄崎岖的田闽土路上，在人喧马叫腾起的阵

阵尘土中，座座麦捆堆成的 H金山n ，在大人小孩的推拉

下，慢慢地走向那平整而光滑的打麦炀。 小麦在碌碌岐阴吟唱

中，在汉子们沉重的号声里，在孩子们的欢笑声中，捧出了

生的精华，照亮人们储藏-冬的笑容，然后在木锹和扫帚的指

挥下，堆成-座座高高的金黄小山，如同乡亲们干了的汗珠。

我小的时候，每年的麦收时节，乡亲们的脑海里是没有生

活作息时间观念的。 日出而伟、日落而息这-古老的遗训在这

个时候被乡亲们更改。 晨雾与夜色犹如衣衫，在乡亲们奔忙的

身影中交替叠加，直到小麦颗粒归仓之后，人们才有机会美美

地倚靠在高高的麦屯边，用手操捏着酸疼的关节、肌肉，嘴里

舒畅地吐出长长的-口气，犹如战争结束后的士兵，在来退的

硝烟里卸下身上的盔甲，享受着劳顿后的轻松。

现在，这-切在乡村里已变成了远去的风景，那曾经与农

民相依为命的麦'陀情崇旱已烟消云散。 收割机在麦口大忙中成

了主角，人们只需要准备好装粮食的口袋，洒脱的站在回头等

着装粮运回家就万事大吉了。 弯弯的镰刀也只是农民下地时手

中可有可无的道具，乡亲们再也不必膜弯如弓、挥汗如雨般的

抢收抢种了。 这时候的农民，犹如指挥-炀胜券在握的战斗的

将军，那凤度潇洒而又轻松。

我还是抑制不佳深深怀念往昔那种黄金铺地、 老少弯腹抢

收抢种的情嚷，尽管那已像-阵远去的凤，再也不会回还。 但

那曾经是我生命成长中重要的-部分，个不可或缺的人生章

节，偶然的目望，会让人重新体昧-下生命曾经的奋斗历程，

才会珍惜走过坎坷走过凤雨之后的收获，才会懂得生命之歌的
起{犬不定和生活韵律的昂扬顿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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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乡的荷 文/梁伟 国

我老家院门前是-个微波氟(戴的大汪精。 小

时候，每到夏天，小村庄白云悠悠，绿水满满，

长缪饶树，百花向阳，远树含烟而蕴秀，稻田合

璧而藏灵。 尤其是那碧叶亭亭的荷花，出污泥而

不染，更是开在我生命中永远不灭的美丽，承载

着我儿时的快乐，伴着我成长。

满糟荷莲满糖i寺， ì萄糖荷香满糟情。 澄澈的

池罐里，那-片片碧绿宽大的荷叶，有的轻浮于

水面，有的挺立在碧波之上，犹如-柄柄翠绿欲

滴的绿伞，般眼望去，如同-张巨大的墨绿色地

毯。 在这绿色的伞盖间，从油光碧绿的荷叶丛

中，露出-朵朵红的似火、白的似玉的荷花，如

同-个个娇羞抚媚的少女，紧紧依偎着碧绿滚圆

的荷叶，满面绊红，微微含笑。 有的炯娜多姿，

全部绽肢，像落落大方的美少女亭亭玉立;有的

搬翠初绽，娇开两三瓣，似羞羞答答的女孩子羞

怯红晕……千百朵荷蓬，千百种凤姿，宛若千百

个袅袅婷婷的仙子佳人，轻轻摇曳在暖阳的微风

里，把碧波荡漾的池檐点缀得灿烂夺目 。 微风轻

轻吹来，空气中充溢着荷花浓郁的清馨气息，飘

满整个村庄，直佳人的心肺里锚，那种久违、 熟

悉而又令人陶醉的感觉漫醉心靡。 故乡，就沉浸

在这样的诗韵中。

小荷才露尖尖角，旱有蜻蜓立上头。 H 那

时，我和小伙伴们常常穿着短裤，赤着脚丫，在

-片蝉鸣蛙叫声中嬉戏在池边。 我们头上拍着

片大荷叶当做遮阳伞，坐着大木盆划到池罐里，

用捆着镰刀的竹竿，把-些成熟的盖董割下来，

捞到岸上分食。 大家在池糖边的树荫下，就像采

搬到了珍珠宝贝-样，争夺这些挂着玉珠搬水滴

的建董，细心地剥着香嫩的莲子，般到嘴里美美

的嚼着，开心地追逐玩耍。 于是，微风和熙的池

糖边，印满了我们无拘无束的小脚印。

荷莲是故乡的灵魂，故乡的人犹如盛开在池

罐里的荷花，生长于泥土中的盖藕，艰辛和劳碌

磨不去他们淳朴豁达的心柿。 昕老辈人说，他们

也是这样无忧无虑度过童年的时光，只是多了

些牧牛肢草、 耕田插秧的辛苦，犹如池檐中的荷

盖，奉献着馨香和甘甜。 荷花对于他们来说，无

疑也是生命中的-部分。

故乡的荷花就这样年复-年地开肢，故乡的

人们就这样世世代代的劳作、 生活。 我爱故乡和

故乡的荷，今夏荷香正浓……

千岛湖金紫尖山脚下，汪清水，

这夏日仿佛不见了烈日，就只剩，

-抹翠绿。

眼前这-份青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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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焊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

本报讯 2016年5月28日，国家焊接产

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以下简称:联盟)在

上海正式成立。 联盟依据国家科技部等六

部委关于实施 "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H

相关文件及国家科技创新战略规划要求。

经国家科技部批准，由上海通用重工集团

有限公司、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牵头，

联合国内高等院校、 科研院所、钢铁制造

单位一一武汉铜铁(集团)公司研究院、 太

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振康焊接机电

有限公司、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公司、上海

锅炉广有限公司、 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

公司、 江苏科技大学材料学院、机捕工业

信息研究院 《金属加工》 杂志社、北京石

油化工学院、 北京嘉克新兴科技有限公

司、首铜技术研究院。 由 13家发起单位共

同组建联盟第-届常务理事会。

28日上午，联盟成立大会在上海通用

重工集团焊接产业园隆重召开，科技部中

国技术创业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孙小

林先生、 上海焊接协会理事长、上海通用

科技部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
长孙小林先生讲话

重工集团董事长陈永强先生、联盟1 3家发

起单位负责人、联盟67位专家学者以及与

会代表近300人出席成立大会。

会议由科技部中国技术创业协会联盟

培育服务中心管理部主任段超主持。 科技

部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常务理事、副秘书长

孙小林先生出席成立大会并讲话。

会上，联盟理事长、 上海焊接协会理

事长、 上海通用重工集团董事长陈永强先

生敖辞。 随后，科技部业务司副主任、三

级研究员、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

国农大、 华中农大兼职教授陈良玉先生;

科技部中国技术创业协会联盟培育服务中

心常务副主任高伟先生;中国焊接学会副

理事长、 上海焊接学会理事长、交通大学

博导教授、 联盟高级顾问吴毅雄教授;中

国焊接协会副会长、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

王鲁君教授;中国焊接学会副理事长、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联盟秘书长薛振

奎教授;科技部中国技术创业协会联盟培

育服务中心管理部常务副主任武守振先生

国家焊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长、上
海市焊接协会理事长、上海通用重工集团董

事长陈永强先生致辞

分别致辞。

A 国家焊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正式启动仪式

大学、 武汉铜铁(集团)公司研究院为联盟

副理事长单位，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南通振康焊接机电有限公司、沪东中华造

船集团公司、上海锅炉广有限公司、 上海

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江苏科技大学材

料学院、 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金属加

工》 杂志社、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北京嘉

克新兴科技有限公司、首钢技术研究院为

常知里事单位。

大会由科技部中国技术创业协会常务

理事、 副秘书长孙小林先生为联盟常务理

事会、 理事长单位授牌;由科技部业务司

副主任、 三级研究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

贴专家、 中国农大、华中农大兼职教授陈

良玉先生为专家委员会授牌;由科技部中

国技术创业协会联盟培育服务中心常务副

主任高伟先生为副理事长单位、常务理事

单位、 秘书处授牌;随后由陈良玉先生为

专家委员会的顾问、主任、副主任单位及

专家颁发了聘任证书。

联盟成立启动仪式，成为当天大会最

耀眼的亮点。 当台上嘉宾共同按下启动

球，随即点亮 H国家焊接产业技术创新战

略联盟"各称，与会人员共同见证联盟正

式成立。 -阵又-阵的掌声将成立大会推

向高潮。

28日下午，联盟召开-届-次常务理

事会，与会代表表决通过上海通用重工集

团有限公司为联盟理事长单位，上海交通

科技部业务司副主任、三级研究员、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农大、华中农大兼

职教授陈良玉先生传达联盟构建指导意见

在随后召开的联盟-届-次专家委员

会上，发起单位负责人和专家对联盟发展

和各项真体工作进行安排和部署，并结合

自身优势，同探讨焊接产业未来状况，

就国家焊接产业技术创新这-问题展开讨

论并提出意见，希望联盟能从产业技术整

合、整零关系优化、 关键技术创新等方

面，为国家焊接产业发展搭建产学研合作

平台。

最后，参会代表们在会议中心合影留

念，联盟成立大会圆满完成。

(转第2版)

科技部中国技术创业协会联盟培育服务中心
常务副主任离伟先生宣读国家科技部同意筹

建联盟的批复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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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焊接学会副理长、 上海焊接学会理事 中国焊接协会副会长、 联盟专家委员会主任 中国焊接学会副理事长、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 科技部中国技术创业协会联盟培育服务中心

长、交通大学溥导教授、 联盟高级顾问吴毅 王鲁君教授作联盟技术创新工作报告 贴专家、联盟秘书长薛振奎教授作工作报告 管理部主任段超主持会议
雄教授致辞

科技部中国技术创业协会联盟培育服务中心

管理部常务副主任武守振先生宣布三犬机构
构成单位及人员任职情况

(下文转载自 中 国科技网 ) 据了

解，焊接是金属材料连接最主要的方

法 ， 全世界钢材产量的60%以上需要通过

焊接的形式进行连接以实现一定的功

能。焊接工艺决定了一个国家重大核心

装备制造的技术水平，目前我国已成为

世界上最大的焊接设备生产国和出 口

国。近年来 ， 重型机械、 冶金制造、 船

舶制造 、 汽车等以焊接工艺为主导的行

业，开始跻身世界先进行列，我国焊接

……IÕ;;:II………圃--

产业迎来产业高速发展期。

与此同时 ， 在焊接设备、 数量、 技

术及应用方面 ， 与国际水平还存在一定

差距 : 一些设备的核心部件及高端焊材

研发能力不足 ， 依赖进口 g 焊接行业企

业水平参差不齐 ， 焊接设备高度分散，

集中度低，知名品牌少;焊接产业呈碎

片化态势，大而不强 3 焊接标准制定水

平有待提高，由于缺乏深入研究，标准

中的具体准则缺乏系统的理论支持。因

此，我国焊接产业亟需聚集创新资源，

搭建产业发展平台。

针对这些问题，联盟将以解决行业

和企业重点技术问题为导向，基础研究

与产品研发并重 ， 组织联盟企业、 院校

及科研院所进行联合攻关，突破制约行

业发展的技术瓶颈。接下来，联盟将系

统梳理出突出重点问题 ， 明确技术路

线，建立联盟高等院校与企业人才培养

"直通车"机制。

A 国家焊接产止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成立大会现场

国家焊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常务理事单位名单
理事长单位: 上海通用重工集团有限公司 产品、 成套设备及相关技术的出口业务。

中国第一家集电焊机、 切割机、 焊材、 焊接技术研究及焊接技术培训为一体的焊接产 常务理事单位: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

业集团。 上海电气 (集团 ) 股份有限公司所属全资子公司 ， 国家级重点企业。是国内历史最

副理事长单位: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 久、 产品业绩最多、 产品技术最金、 综合实力最强的专业化生产核电站反应堆压力容

中国最早建立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的高校之一，国内首批设立硕士点、 博士点和搏士

后流动站。

副理事长单位:武汉钢铁(集团)公司研究院

国家首批认定国家级企业科研单位，至今已有50多年历史，专业覆盖广、 科研实强的

综合性科研单位。

常务理事单位: 太原重工股份有限公司

中国最大500家工业企业之一，中国机械行业最大50家工业企业之一， 属国家特大型

重点骨干企业。

常务理事单位: 南通振康焊接机电有限公司

致力于电焊机自动送丝机构和自动埋弧'厚系统的研究及开发， 承担国家863计划机器

器、 蒸汽发生器、 稳压器等核岛主设备的核心企业。

常务理事单位:江苏科技大学材料学院

60年的办学历史 ， 为全国最早设立焊接专业的3所学校之一。其材料科学与工程学科

为江苏省 "十二五" 一级重点学科。

常务理事单位: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金属加工》杂志社

创办于1950年，始终服务于金属加工领域，是我国金属加工技术发展历程的忠实记录

者和传播者，致力于推动我国金属加工技术与装备水平的提高。

常务理事单位: 北京石油化工学院

首批获准实施"服务国家特殊需求人才培养项目"的高校， 是首批 "卓越工程师教育

培养计划" 、 CDIO工程教育改革试点高校、 高水平运动员招生资格高校、 CDIO国

人核心关节RV技术攻关任务。 际组织正式成员。

常务理事单位: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公司 常务理事单位: 北京嘉克新兴科技有限公司

中国船舶工业集团公司旗下的核心企业， 具有70多年的造船历史和丰富的造船经验， 国内耐磨堆焊行业中实力最强、规模最大、 服务范围最全的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

是集合造船、 海洋工程、非船三大业务板块为一体的综合性产业集团。 常务理事单位: 首钢技术研究院

常务理事单位: 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 隶属于首钢集团，是1996年由国家经贸委认定的国家级企业技术中心。是以新产品、

中国最早创建的电站锅炉制造国有大型企业，隶属上海电气集团 ， 主要经营自产机电 新材料、 新技术研究与开发为一体的科研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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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焊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专家委员会名单
吴毅雄: 顾问专家，中国焊接学会副理事长， 上海焊接

学会理事长， 上海交通大学梅导教授。

王玉涛: 顾问专家，中国焊接学会常务理事，武叹钢铁

(集团) 公司研究院总工、 教援。

陈家本: 顾问专家，中船船舶工艺研究所博导教授 ， 上

海焊接协会副秘书长。

徐锋: 顾问专家， 上海焊接协会副理事长、 秘书长。

沈大明: 顾问专家 ， 上海振华重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总工程师。

王鲁君: 委员会主任，中国焊接协会副会长，中国石油

天然气管道科学院党委书记， 常务副院长。

陈清阳 : 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焊接协会副会长，太原童

工股份有限公司总工、 教授。

李晓延: 委员会副主任、 秘书长 ， 北京工业大学材料学

院所长、 搏导教授，中国焊接学会副秘书长。

薛振奎: 专家 ， 中国焊接学 (协)会副理事长、 享受国

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 博导教授。

华学明: 专家，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焊接工程研究所

所长、 ↑事导教授。

汤子康: 专家，中国电器工业协会电焊机分会副理事

长，国家863计划机器人核心关节RV主要技术负责人、

南通振康焊接机电有限公司董事长。

陈善本: 专家， 上海交通大学材料学院博导教授。

樊 T: 专家， 中国焊接学会常务理事， 兰州理工大学

A 科技部业务司副主任陈良玉先生
为专家委员会顾问专家颁发聘书

研究生院院长、 博导教授。

邹家生 : 专家， 中国焊接学会理事， 江苏科技大学材料

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 1事导教授。

焦向东 : 专家， 中国焊接学会常务理事， 北京石油化工

学院院长、 博导教授。

张 蕉: 专家，首钢技术研究院首席工程师。

刘振菜: 专家， 北京嘉克新兴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 博

士。
胡连海: 专家 ， 石家庄铁道大学副教授、 梅士。

曾惠林: 专家，中国焊接协会常务理事，中国石油天然

气管道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婷士。

陈建平: 专家， 中国焊接协会常务理事， 中国石油天然

气管道局第五工程公司高级工程师、 博士。

邸新杰: 专家， 中国焊接学会理事， 天津大学材料学院

副教授、 博士。

臼世武: 专家，管道科学研究院教授、 博士。

黄福祥: 专家，营造科学研究院总工程师、 博士。

于淑番: 专家，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 《金属加工》 杂志

社总编辑、教授。
郭立杰: 专家 ， 上海航天设备制造总厂总工、 教授。

武传松: 专家，山东大学材料连接研究所博导教授。

曹彪: 专家，华南理工大学教授。

陈树君: 专家， 北京工业大学机械工程与应用电子学院

党委书记、 焊接技术研究所副所长、 教授。

A 科技吾~业务司副主任陈良玉先生为
专家委员会主任、副主任单位颁发将书

陈怀宁: 专家，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研究员。

费新华: 专家，上海宝钢钢结构有限公司总工程师、 教

授。

王炯样: 专家，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副总、 教授。

张茂龙: 专家，上海电气核电设备有限公司副总工。

朱志明 : 专家， 清华大学憾导教授。

王 琦: 专家，美国爱迪生焊接研究所高级工程师、 博

士。
沈红卫: 专家，上海汽轮机有限公司教搜。

张 平: 专家，装甲兵工程学院装备再制造工程系博导

教授。

李中山: 专家， 中钢集团郑州金属制品研究院有限公司

副总、 教授。

开安芳: 专家，上海锅炉厂有限公司总工、 教授。

施可扬: 专家， 沪东中华造船集团综合试验所所长。

李翠光: 专家， 江苏沪宁钢机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教授。

郭晓疆 : 专家，油气管道输送安全国家工程实验室主

任，高级工程师， 博士。

吴伦发: 专家， 中国焊接协会常务理事，洛阳725研究

所研究员。

王力成: 专家，上海通用重工集团有限公司研究员。

王进成: 专家，上海通用电焊机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

师。

A 科技部业务司副主任陈良玉先生
为专家委员会专家颁发将书

A 科技部业务司副主任陈良玉先生为专家委员会专家颁发聘书 A 科技部业务司副主任陈 良玉先生为专家委员会专家颁发聘书

A 国家焊接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一届一次常务理事会暨一届一次专家委员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