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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岁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机械工
程和振动工程领域的著名学者、东北
大学教授闻邦椿，已经完成撰写 100
部书的目标，其中80余部书籍在其70
岁以后完成，创造理工科学者中“撰
写百部著作”的纪录。被称为东大最
强“90后”。

12月20日，“弘扬科学精神，分享
大成智慧”东北大学闻邦椿院士“百
部著作”品读交流与赠书大会上，闻
邦椿院士分享了自己写书的过程及
感悟。

要创造理工科学者中
“撰写百部著作”的纪录

在活动现场，闻邦椿作百部著作
撰写情况汇报。他向大家介绍为何
写书，为何要写一百本书的原因。“这
是因为我受到三句话的启迪。‘书籍
是人类进步的阶梯’、‘书籍是人生奋
斗的灯塔’、‘书籍是抚慰心灵的鸡
汤’。还有一句话：‘书籍是人类社会
的精神食粮’。”

闻邦椿说,人类社会的发展,每个
人进步和成长,书籍作为一种传播知
识的媒体发挥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为通过书籍传播新思想和新知
识，为社会提供更多有价值的著作，
他提出了要完成撰写 100 部书的目
标，要创造理工科学者中“撰写百部
著作”的纪录。

闻邦椿表示，在百部著作中，10
本为传记类及乡土文化类著作，20本
为机械设计类著作，30本为振动类著
作，40本为方法论类著作。

对于 90 岁院士完成百部著作撰
写，许多东大师生向闻邦椿表达了敬
意，并称闻老是东大“最强90后”。

80 余部书籍在 70
岁以后撰写完成

闻邦椿在 60 多年的教学和科学
研究工作中，除为数千名本科生和研

究生讲授 10多门课程及指导 20多届
本科生的毕业设计外，还培养了 133
名硕士和104名博士。完成了数十项
国家及企业提出的科学研究任务。
他和他的团队曾获国家奖 5 项，省部
级奖 20 多项，发表学术论文数百篇，
撰写著作、论文集、手册等共 100 多
部。闻邦椿说 70 岁以前自己撰写了
15本书，更多的精力在教育与科研方
面。其中 80余部书籍在闻邦椿 70岁

以后完成。
在70岁以后的高龄阶段，如何保

持“高产”？对此，闻邦椿曾对自己做
过仔细分析，个人的工作实践基础、
积累的资料和成果、思维能力、已有
的写作经验、出书必须具备的经济条
件、良好的身体状况、充裕的时间、坚
忍不拔的毅力和良好的心态及实现
这一目标的坚定信念等，再结合他自
己总结出的科学方法论的具体指导

等，闻邦椿认为这一目标是可以实现
的。

计划再撰写著作 将
人生经验介绍给更多人

如今，虽然年届 90，他每天仍不
知疲倦地按时到办公室工作。他还
计划再撰写著作，将他的人生经验介
绍给更多的人。对他来说，总结与创
新，永无止境。

闻邦椿计划在两三年内撰写出
七个系列的科学方法论的著作，围绕
七方面的主题，即人生哲学与科学方
法论、课堂讲授方法学、课程学习方
法学、科技创新方法学、智慧人、如何
正确及高效做事、人人都可挖掘的巨
大潜能，撰写出适用于小学高年级学
生、初中生、高中生、大专生、大学本
科生、研究生、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等的七类著作，为中国教育事业发展
提供精神食粮。因为在他看来“创新
是永无止境的，育人永远只有进行
时”。

东北大学校长赵继表示，六十余
年来，闻邦椿院士躬耕东大、求真务
实，建立了一整套振动机械理论研究
的新理论、新方法，为学校发展、国家
建设作出了重大贡献。今年，年届90
的闻邦椿院士完成了自己的第100部
著作，这不仅是闻邦椿院士学术人生
的系统展现，更是对科学家精神的完
美诠释，是东大师生学习与推崇的榜
样。

辽沈晚报记者 朱柏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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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沈晚报记者朱柏玲 摄

2014年，57岁的李某骑电动自行
车，在过十字路口时被一辆轿车撞
倒，被急救车送到锦州市第二医院住
院治疗，经医院诊断为“左胫腓骨开
放性骨折”。而这一次普通的车祸竟
然让他在医院几乎住了 5 年方才出
院。原因是，手术后第二年发现钛板
断裂，两年后才取出。

出院后，李某将车祸肇事方及医
院告上法庭。近日，法院分别对两案
作出终审判决，李某两案共获赔56万
余元。

经营工艺品店的老李出车祸后
进行了手术，交警认定，轿车在通过
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
察指挥的交叉路口，未让右方道路的
来车先行，负事故全部责任。

对方全责，李某全心养病，本以为
等伤养好就可以出院回家了，可万万没
想到，7个月后，发现埋在左腿中的钛板
断裂。2017年5月，医院为李某进行左
胫腓骨骨折内固定术后固定物取出术，
左胫骨远端骨折术后骨不连取髂骨植
骨，再次内固定术。住院期间花掉治疗

费12万余元，还欠医院10余万元。
李某住院 1730 天，出院后，经鉴

定，李某为九级伤残。鉴定机构给出
的意见为：医院在对李某诊疗过程中
存在术式选择不佳的过错，该过错与
其左胫骨远端内固定术后钛板断裂、
骨不连之间存在部分因果关系，过错
原因力为次要原因。伤残与医疗过
错之间存在部分因果关系。同时建
议李某营养期为24个月。

判决书显示，李某辩称，经历多
次手术，至今左肢活动受限，肌肉萎
缩。由于医院的错误治疗造成了病
情加重并出现后遗症，误工费、护理
费、伙食补助费（住院）时长，有事实
和法律依据。

法院审理认为，通过审查住院病
志，李某住院期间存在大量无实际诊
疗行为及用药行为的现象，自2017年
5 月进行再次固定术后，李某已经几
乎无实际诊疗行为。因此，李某1730
天住院期中存在不合理部分。认定
24 个月是李某误工期、护理期、伙食
补助期的合理期限。

法院认为，李某在交通事故与医
疗事故两个原因力的作用下受到人
身伤害，相应责任人应根据两个原因
力所占比例进行赔付。车祸肇事方
对李某损失总额承担 60%的赔付责
任，医院仅对李某的损失总额承担
40%的赔付责任。

法院判定，对机动车交通事故责
任纠纷中，因交通事故所造成的损失
共计31万余元，由交强险限额内赔偿
12万元，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责任
险限额内赔偿李某19万余元；在医疗
损害责任纠纷中，医院对李某的损失
总额承担 40%的赔付责任，即医院应
承担25万余元。

李某偿还医院医疗费 109440.81
元的 60%即 65664 元，此笔费用由肇
事方承保的保险公司在商业第三者
责任险限额内赔偿给李某。

从判决书上显示的赔偿明细可
以看到，除去医疗费用外，李某的护
理费、误工费用和伤残赔偿金数额较
大，分别超过了10万元。

辽沈晚报记者 金国建

你有没有接过来自房产中介
的推销电话？有没有人自称网购
客服主动联系你退款，又能准确说
出你的购物信息？

因为在你扫一个陌生二维码
的时候，给别人留下一个手机号的
时候，甚至办理某个会员卡之后，
你的公民个人信息就已经产生了
被泄露的风险。

近日，沈阳市公安局依托“净
网 2020”专项行动，严厉打击侵犯
公民个人信息违法犯罪活动。沈
阳市公安局网安支队经过缜密侦
查，破获一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案
件，打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团
伙3个，抓获犯罪嫌疑人47名。

据警方介绍，自 2020 年 8 月以
来，沈阳警方陆续接到市民反映，
称在房产交易环节登记个人信息
后，不断接到电话推销骚扰，个人
身份信息疑似泄露，严重影响日常
生活。

沈阳市公安局立即责成网安
支队成立专案组，全力开展调查。

经过两个多月的侦查，专案组
全面摸清了3个侵犯公民个人信息
的犯罪团伙。

这 3 个团伙分别以 33 岁女子
刘某、40 岁男子田某、30 岁男子张
某为首。

调查中，警方还摸清了这 3 个
犯 罪 团 伙 的 组 织 架 构 和 人 员 情
况。每个犯罪团伙中既有利用职
务之便倒卖公民个人信息的“内
鬼”，又有层层转卖信息的“中间
商”，还有众多求购公民个人信息
的装修公司、房产公司等“买家”。

警方核查，今年以来，上述3个
犯罪团伙已累计倒卖公民个人信
息 500 余万条，非法获利 300 余万
元。

在掌握充分证据后，2020年11
月 3 日，专案组调集 280 余名警力
开展集中收网行动，相继将 3 个犯
罪团伙的 47 名犯罪嫌疑人全部抓
捕归案。经审讯，刘某等47名犯罪
嫌疑人对非法买卖公民个人信息
的犯罪事实均供认不讳。

目前，刘某、田某、张某等47名
犯罪嫌疑人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
信息犯罪已被沈阳市公安局依法
采取刑事强制措施，案件正在进一
步办理中。

辽沈晚报首席记者 吕洋

新华社太原12月20日电 记者
20 日从山西省吕梁市临县新闻办公
室获悉，网传山西临县“殴打女学生
逼其写不雅检讨”的校长已被当地公
安机关行政拘留。

经查，任壮飞存在殴打学生、逼迫
学生写所谓检讨书的行为，严重违反教
师职业道德规范，涉嫌违反相关法律法
规，造成不良社会影响。其殴打未成年
学生，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

理处罚法》。12月20日，当地公安机关
对其作出行政拘留15日并处罚款1000
元的处罚。同时，吕梁市纪委监委已成
立调查组，对其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
法问题进行审查调查。

昨日17时24分，沈阳市消防救
援支队指挥中心接到报警称，大东
区中街国美电器附近发生火情，指
挥中心立即调派灭火救援力量赶赴
现场。经到场查看，初步判定为一
楼门市（金盛园米线）及楼上广告牌
起火，17 时 55 分明火被扑灭，现场
无人员伤亡，火灾原因正在调查
中。 辽沈晚报记者 吉向前

出车祸腿骨折住院五年？
手术安的钛板断了

中街一门市起火

这位校长已被行政拘留!

房产交易后为何骚扰电话不断
47名嫌犯倒卖500万条个人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