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伤势还未完全恢复，罗健已回归
工作，岗位从双水碾派出所治安防控
民警，变为成华分局警务督察。从警
15年，从事过防暴、禁毒、治安防控等
多个岗位，他被同事戏称为“钢铁侠”、

“拼命三郎”。

面对危险
他是永不退缩的“钢铁侠”

2012年6月9日凌晨4时许，天降
暴雨。罗健带巡逻队员在荆竹社区某小
区外，发现几名男子正在盗窃机动车。
嫌疑人分散逃离，罗健认准一名疑似带
头的男子奋力追捕。此时，一名嫌疑人
竟驾车撞了过来，把他撞翻在地。以为
伤势不重的他继续工作了20多天，实在
疼痛难耐才去检查——右股骨颈骨折，
打上了4根钢针，至今还未取出。

今年4月6日晚上8时许，荆竹坝路
某小区出现一名形迹可疑的持刀男，罗

健和同事迅速赶到搜寻，在附近路口发
现男子身影。男子手持尖刀疯狂追砍一
名综治队员，紧要关头，罗健一个箭步迈
上前，大声发出警告。结果，男子掉转方
向快速朝罗健跑来，手中挥着尖刀。

“马上放下刀！”罗健第二次警
告，男子置若罔闻。在罗健试图制服
男子的过程中，男子的尖刀趁机刺穿
了他的左臂。再次警告对方无效后，
他果断用右手拔枪射击，让其失去了
行动能力。

很快，男子被警方制服。送往医院
后，罗健被诊断为尺骨骨折、肌腱断
裂，手术进行了5个小时。

拼命三郎
在每个岗位上发光发热

2002年从警至今，从防暴民警、禁
毒民警，到刑警、治安防控民警，罗健一
直是拼命三郎，韧性十足，在每个岗位上
都把工作做得踏实优异。去年，他负责的
防控工作在成华分局排名第一，这在治
安环境复杂的双水碾辖区堪称奇迹。

现在，三个月的警务督察工作，让罗
健适应了新的岗位，每天忙碌着处理群
众投诉、警务监督。有时，群众在了半夜
打来电话，他都耐心地解释沟通，每次听
到对方说，“警官你太耐心了，真的说到
我心里去了”，他就像又破了一个案子，
又守卫了一方安全一样高兴。

罗健：37岁，2002年9月参
加公安工作，三级警督警衔，现
为成华分局警务督察。先后被
评为“涉藏维稳先进个人”、“财
富论坛”先进个人、优秀公务
员，“平安成都”建设工作中成
绩突出还荣获市局嘉奖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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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钢铁侠”罗健
在不同岗位上发光发热

“把工作变得不枯燥，交管工作就
越干越开心了！”“80 后”交警雷强从
警6年，凭着一股干事创业的激情，他
不断创新理念、研究方法，在创新中感
受着工作的乐趣，在实战中收获着成
功的喜悦。

曾创三步辨识法
成为克隆出租车克星

克隆出租车是一道难题，侵害了
很多乘客权益，也曾让不少执法人员
头疼。雷强作为二分局克隆出租车整
治工作组组长，带领小组民警依托缉
查布控系统平台，运用三步辨识工作
法，取得了骄人战绩。在多年处置仿冒
出租车工作中，他总结提炼出辨识车
辆外观、号牌证件、车载设备的三步辨

识工作法，在发现、处置仿冒出租车工
作中大显身手。现在，整治克隆车有了
新的利器——缉查布控系统。在该系
统的帮助下，一旦有可疑车辆出现，系
统就会自动发出预警。

今年1月13 日~2月28 日短短的
时间，雷强带领小组挡获仿冒出租车
32辆、占全支队56.1%，拘留6人、占全
支队85.7%，其中网逃人员1名、携带
冰毒的仿冒出租车驾驶员1名。

立足服务
在新媒体环境下大显身手

善于发现和总结的雷强，对新生事
物也抱着极大的热情。他模仿“舌尖体”
创作“舌尖上的交警”微博系列，用软件
创作“警13的故事”、“大话五块石”系列
漫画，以幽默故事、纪录片和搞笑漫画
来传递交通安全意识、讲述交警生活，
被大量网友点赞。

今年 9 月，雷强和同事们打造的
“成都交警二分局二大队警务服务”微
信公众号也正式上线，目前积累了
5000 多位粉丝。通过这个公众号，可
以实现交管业务查询、出行在线导航、
轻微事故处理备案、四川省内汽车票
预约购买等多项服务。

成都商报记者 张漫

交警雷强
爱钻研爱总结一直在创新

雷强：29岁，四川阿坝人，
2009年4月参加公安工作，二级
警司警衔，现任交管局第二分局
二大队副大队长。2012年以来，
先后共荣立市局个人二等功1
次、个人三等功3次，嘉奖9次，
并被省公安厅交管局评为2012、
2013年度“优秀公安交通民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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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新增选院士名单出炉

川大新晋院士 当年“最受学生欢迎”
四川高校4名校友上榜工程院院士，两名巴中籍科学家分别当选中科院院士和工程院院士

成都商报记者
王冕
实习生 沈彬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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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E-MAIL里感受互联网时代
创业从学校网吧推销做起

蓝色毛衣，牛仔裤，说话速度飞快
——只需要与周龙聊上三句话，便可
以感受他身上“互联网创业者”的气息。
作为飞鱼星董事长，周龙反应敏捷，说
话直率，像是刚刚闯进“风口”的年轻
人。39岁的他在蓉创业已经13 年。

周龙的飞鱼星，已经是行业领
先，正式在新三板挂牌。
周龙是新疆人，1997年来到四川大学
上学。从大学开始，他便是互联网爱
好者，“有一次跟随一个外国教授去
接收 E-MAIL，我听到嘀了一声，几
十页的文件就打印了出来。当时只有

一个感觉，一个新时代开启了。”
2000年左右，中国互联网创业者

相继崛起，周龙也是中国互联网发展
的见证者之一。在毕业后，他到了一家
科技公司做软件工程师、产品经理，然
而创业的种子一直埋在了心里。

“最初的灵感来自网吧。”周龙回
忆，2000年左右，成都兴起大批网吧，

“路由器信号不好，服务器成本高，我
们就琢磨能不能做一款没有信号死
角的路由器。”

周龙的爱好之一，是阅读国外科
研著作，以及上国外网站论坛。智能
路由器的大多数灵感就来自国外论
坛中的“论剑”，通过与国外技术专家
交流，周龙很快设计出一款信号更好
的路由器，并从四川大学附近的网吧
开始推销，“效果很好，很受欢迎。”

2002 年，周龙辞职，正式成立飞
鱼星，随后公司在成都高新区落户。
除了网吧用户，公司相继将目光瞄准
中小企业、家庭用户等，产品包括有
线、无线网络设备、防火墙路由器、上
网行为管理路由器等。

打造“无线云”
为大雁塔提供免费WIFI设备

工信部在《通信业“十二五“发展

规划》中指出：到2015年，电信业务收
入超过1.5万亿，其中基础电信企业业
务收入超过1.1万亿。互联网宽带接入
用户4000万户；3G用户超过4.5亿户，
占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比例超过36%。

“随着通信市场进一步开放，上
下游产业链将有发展。”越来越多的
企业发现了WIFI设备制造这块日益
变大的蛋糕，飞鱼星也不例外，为了
在激烈的竞争中获胜，飞鱼星提出了

“无线云”概念。“目前市面上的大部
分产品，需要多套设备才能实现一个
大面积公共场所的信号全覆盖。”

据介绍，多套设备会造成多个信
号源，随着使用者的移动，导致掉线
和重新连接，增加 WIFI 空间的建设
成本和管理成本。“无线云”则通过智
能一体化网关及智能无线接入点的
配合，能够实现用一套设备完成大面
积公共场所的无线全面覆盖。同时，

“无线云”比传统 WIFI 更加智能，能
够集成信息推送、病毒防御等功能。

“我们的技术来自自主研发，整合
了很多技术。”周龙介绍，这是一个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产品。目前，国内
一些景区、学校、机场等公共场所，选用
了“成都造”的“无线云”设备。在西安，
大唐芙蓉园西门和大雁塔南广场两个

区域的免费WIFI网络设备均由飞鱼星
制造，游客只需输入手机号码，就能获
取上网密码，实现免费上网。

智能管控上网内容
未来将发力物联网

在办公室内，如何管理员工的上
网类型，杜绝在办公室里休闲娱乐，是
很多公司管理层担心的问题。“无线云”
还能实现智能管控功能，它带有可升级
网址库，简单设置即可把网上的不良信
息、不良网站或者休闲网络屏蔽。

“为了保证网速，我们还在WIFI设备
上实现了智能识别功能。”周龙说，“无线云”
可以识别每个上网用户的行为，判断谁在
上网，谁在打游戏，并按照行为为每个用户
划拨流量，提供更好的上网体验。

周龙介绍，飞鱼星目前在无线
WIFI热点技术上有优势，但如果不进
行科技创新，企业难以保持竞争力。

“以‘无线云’为基础，我们将在未来十
年把家庭物联网作为研发的重点。”

飞鱼星将在未来十年将家庭物
联网的应用，作为提升“无线云”的重
点，“目前‘无线云’的主要功能是实
现 WIFI 的全覆盖，以及对覆盖区域
内扩展器的整合。”

目前，公司在北京、上海、广州等

20多个中心城市设有销售及服务中
心；建立飞鱼星海外事业部（上海），开
启国际化进程；拥有超过120万家中
小企业客户、超过20万家网吧客户。

成都造“无线云”路由器里淘商机

很多人在家安装无线网
络，都会遇到一个尴尬的问
题：无线路由器放在客厅，如
果在卧室上网，可能坐着还
能上，躺下就上不了。这是因
为WIFI覆盖距离有限，人躺
下后就可能超出了覆盖范
围。这个困扰，在成都飞鱼星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
称“飞鱼星”）看来，是一个新
商机。

公司自主研发的“智能
无线云”，不仅能够实现信号
全方位覆盖，还能智能管控
网络，目前已经为电信运营
商、金融机构、学校、政府机
构等服务。2014年,该公司
实现营业收入7517万元。
公司在2014年全国路由器
市场上获得了3.2%的关注
比例，排名全国第七。

走在最前沿就是在“风口上”

“一开始创业，我花得最贵的钱，是拉
了一根网线，每月要花好几百。”2002年，
几百元是一笔大钱，周龙却用来“上网”，这
是当时最前沿的事情，这次“潮流”，让他收
获颇丰，“通过这根网线，我看了很多国外
研究，跟许多国外技术‘大牛’聊过天。”

也正是这根网线，让周龙一直走
在行业的前沿。瞄准中小企业、进军家
用、布局挂牌上市，周龙的每一步，几
乎都走在了“风口上”。也让飞鱼星走
在了技术前沿，截至去年，公司拥有34
件专利、11件软件著作权。他不断吸收
优秀的研发团队，吸取国际先进技术、
研发新产品，并开始进军国际市场。

有人说性格决定命运。在创业界，
或许可以理解为，像周龙这样反应迅
速、热爱“尝鲜”、坚持走在“前沿”，就
是我们所谓的“创新创业”，势必会有
财富机遇。 成都商报记者 叶燕

周龙

12月7日，中
国科学院官方网
站公布了“2015
年中国科学院院
士增选当选院士
名单”，其中来自
巴中恩阳区的49
岁科学家韩杰才
成为新晋的中科

院院士。韩杰才，生于1966年，15岁
就考上了大学，现任哈尔滨工业大
学副校长。先后主持或承担国家安
全重大基础研究、863高技术、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10余项，是
我国材料科学与工程领域的权威
专家。

成都商报记者 周子铭 蒲康林

王华明，四川
泸州合江人，1983
年获四川工业学
院(西华大学)铸造
专业学士学位，
1986年获西安交
通大学铸造专业
硕士学位，1989

年获中国矿业大学(北京研究生部)矿
山机械工程专业博士学位。现任北京
航空航天大学材料学院教授。

据了解，由王华明指导并研发
的新能源新材料的3D激光增材制
造技术，可实现采用激光直接制造
金属大型复杂构件。他在业界被称
为“中国激光3D打印带头人”。

川大新晋院士王玉忠：

他是“最受学生欢迎教师”
昨日中午12点，四川大学官方微博置顶

消息：该校化学学院王玉忠教授当选为中国
工程院化工、冶金和材料工程学部院士。

四川大学、王玉忠所在项目组均婉拒
了记者的采访，学校称教授目前人在北京。

根据川大化学学院网站信息，54岁的
王玉忠 1994 年川大博士研究生毕业，
1995 年晋升教授，1997 年获得博士生
导师资格。

他主要从事高分子材料的阻燃、生物
降解与循环利用研究，创建了环保型高分
子材料国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环境友
好高分子材料教育部工程研究中心和降
解与阻燃高分子材料省高校重点实验室
及相应的四川省国际合作基地。

他主持完成过国家级和部省级计划
项目 30 余项，并承担完成大量国内外企
业委托的项目。申请发明专利 100 余项，
已授权80余项。

在众多荣誉中，记者注意到，2011年，
王玉忠曾荣获四川大学首届“最受学生欢
迎教师奖”。

“能做他的学生很幸运。他学术水平
高，对学科的发展动向把握很准确。”“对
学生很好，组上每周都会有不同的课题组
内部的进展报告和学术报告，每年也会请
不少外面的专家来作报告……课题组贵
重的测试设备基本是学生协助管理，能学
到不少东西。”在某学生交流论坛上，不少
学生都对王玉忠给予了高度评价。

根据中国工程院官网消息，2015年
院士增选工作于1月正式启动，通过中国
科协组织学术团体提名和院士提名两条
途径，共提名了521名有效候选人。

通过一轮、二轮评审等程序，共选举
产生了70位新当选院士。其中，机械与运
载工程学部9人，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部8
人，化工、冶金与材料工程学部9人，能源
与矿业工程学部8人，土木、水利与建筑
工程学部8人，环境与轻纺工程学部6人，

农业学部9人，医药卫生学部7人，工程管
理学部6人。

新当选的70名院士中，男性67人，女性
3人；最小年龄47岁，最大年龄73岁，平均年
龄56.2岁，比2013年下降0.7岁;来自高等院
校的有34人，研究院所15人，企业及医院21
人，比2013年增加8.5%；有6个尚无院士的
二级学科产生了新当选院士，比如激光增
材制造、大数据和下一代互联网等。

本次增选后，中国工程院院士总数

达到了852人（其中资深院士322人）。此
外，本次还产生了8名新当选外籍院士，
工程院外籍院士总数已达到了49名。

记者注意到，在公布新院士名单时，
工程院同时公布了《致2015年新当选院
士所在部门和单位的一封信》，建议不要
安排新院士参加本学科领域外的各类评
审、鉴定、咨询和评奖等活动，不要举办
当选庆祝活动，也不要过早地给年轻院
士安排行政职务。成都商报记者 周子铭

吴伟仁是四
川省巴中平昌县
人，出生于 1953
年10月，博士，研
究员，博士生导
师，国际宇航科
学院（IAA）院士。

1993 年 起
吴伟仁被国务院批准为享受“政府
特殊津贴”中青年科技专家，研究方
向为航天测控通信，航天系统总体，
深空探测导航与控制等，是航天测
控通信与航天系统总体设计专家，
现任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获得
国家科技进步特等奖2项，一、二、
三等奖各1项，省部级一等奖3项。

昨日，中国工
程 院 公 布 了 2015
年新增选的 70 名
院士名单。四川大
学化学学院教授王
玉忠当选为化工、
冶金与材料工程学
部院士。

此外，新当选
院士中，不乏四川
高校校友：当选为
化工、冶金与材料
工程学部院士的复
旦大学陈芬儿教授
为四川大学校友；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
土木、水利与建筑
工程学部院士的解
放军总参谋部任辉
启和当选为机械与
运载工程学部院士
的中南大学田红旗
教授都是西南交通
大学校友；当选为机
械与运载工程学部
院士的北京航空航
天大学王华明教授
为西华大学校友。

新晋院士任辉启、田红旗：

他俩是同级博士校友
62岁的任辉启是西南交大工程力学

1994级博士，当时师从西南交大陈虬教授。
陈虬昨日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印象中

的任辉启特别优秀和能干，曾先后于北京
大学、中科大攻读本科和硕士研究生，入
学西南交大时，虽然当时已在某科研所担
任所长职务，工作较繁忙，但对学习丝毫
没有懈怠。

据网上消息，任辉启曾获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1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1项；
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4项；军队科技进步
一等奖4项；军队科技进步二等奖6项；国
家技术发明和实用新型专利12项。近5年
来发表论文40余篇。

当选中国工程院机械与运载工程学
部院士的中南大学副校长田红旗教授也
是西南交大1994级博士校友。昨日，记者
电话采访了与田红旗有近20年工作交集
的中南大学常务副校长陈春阳。

陈春阳特别向记者介绍了田红旗主
持研建的“兰新铁路极端恶劣风环境下行
车安全保障系统”。“这条铁路沿线风环境
非常复杂，常常超过 32 级，年均大风 150
天左右，严重威胁铁路运输安全。”恶劣的
环境成了这条铁路安全运营亟待解决的
重大难题，但国际上又没有可以直接借鉴
的技术。田红旗教授常年沿线勘察，足迹
遍布青藏高原，在大量实地数据和预研的
基础上，主持研建了自动化大风行车安全
指挥系统。

工程院致信院士所在单位：

不要过早让年轻院士“当官”

巴中籍新晋院士吴伟仁：

他是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巴中籍中科院院士韩杰才：

他15岁考上哈工大

泸州籍新晋院士王华明：

他是激光3D打印带头人

王玉忠 任辉启

田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