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国首例光伏路面
示范区济南开通
本报济南讯 9月 29日,全国首例

光伏路面示范区在济南揭幕。据了解,该
项目由齐鲁交通发展集团投资建设,自
2016年 12月启动, 采用承载式光伏路
面技术, 于今年 9月完成 660平方米路
面的铺设并实现并网发电, 是我国首例
光伏路面试验段, 也是全球首条全路幅
宽度铺设的光伏路面。

记者在发布会了解到,承载式光伏路
面技术,是将符合车辆通行条件的光伏发
电组件直接铺设在道路路面上,从而实现
太阳能发电的技术。光伏路面表层被称为
“透明混凝土”,其技术指标和通行安全系
数均超过当前普遍使用的沥青混凝土路
面,还能够实现电热转换,同步融化路面积
雪, 彻底告别高速公路因雪封闭的困扰。
路面光伏不必额外占用土地,也能为沿线
城市和居民提供优质的清洁能源,极大地
改善自然环境。 以山东省的高速公路为
例, 仅总面积 2600多万平方米的紧急停
车道,铺设路面光伏设备后,年发电量将达
62.17亿度,发电效益 60.93亿元,年减排二
氧化碳 620万吨, 减排效益 18.6亿元,直
接效益达 79.5亿元。

通过与电动汽车技术的衔接, 还能
实现车辆移动充电, 遍布全国的高速公
路网,将会变成一个流动的“太阳能充电
宝”。 通过与信息技术和大数据的衔接,
还将实现道路与车辆的信息交互, 为无
人驾驶提供前置性技术支持, 推动智慧
交通和智能城市建设进程。

(常 青 吴荣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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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东历史文化名人（33）

文论泰斗———刘勰
刘勰（约 465 年—520 年），字彦

和，生活于南北朝时期的梁代，祖籍
山东莒县。 一生未婚。 其历时多个春
秋撰写的《文心雕龙》，奠定了他在中
国文学批评史上的地位，被誉为“文
论泰斗”。 鲁迅先生曾将《文心雕龙》
与亚里士多德的《诗学》相提并论，给
予崇高评价。
刘勰出身于没落士族家庭。祖上为

官宦之家，其父刘尚是个小武官，到他
这一辈，家道败落。 刘勰很早就成了孤
儿，为了生存和读书，他来到京师建康
（今南京），投靠当时研究戒律学的的大
德高僧僧 ， 与其一起在定林寺生活
了十余年。 刘勰借佛殿灯光苦读的故
事,5曾传为一时佳话。 寺庙是一个藏书
馆，经史子集全有。刘勰每读一本书，就

认真思考，把自己的心得写下来。另外，
他当记室（秘书）、东宫通事舍人（掌传
达令旨,内外启奏）之类的经历，使其有
了掌握机要大事、阅读皇家书籍的大好
时机。这都为他后来的文论写作作了良
好的准备。

《文心雕龙》的创作目的是反对
当时文风的浮诡、讹滥，纠正过去文
论的狭隘偏颇。《文心雕龙》共 50篇，
涵盖了文学概论、文体流变、文学创
作、作品鉴赏、文学批评等诸多方面。
单就文体流变来说，就包括推究文体
来源、叙述文体发展、解释文体名称、
阐释文体意义、评论文章优劣、阐述
写作道理、 总结文体特点等丰富内
容。 他在总结论说文特点时提出，
“论”要“弥纶群言，而研精一理”，论

证要“师心独见，锋颖精密”，“说”必
须使人“悦怿”，辩驳时应“喻巧而理
至”，这些至今都有指导意义。

在文学创作方面，刘勰深入具体的
创作实践，剖情析采，建立起一个“以情
为本，文辞尽情”的创作论体系。 他指
出， 创作时作家富有想像力的神思、神
与物游十分重要，强调了情景的相互影
响和转化。在文学创作的内容和表现形
式方面，他主张文质并重，情文并茂，赞
成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坚决
反对片面追求形式的倾向。 他还指出，
不同风格是由于作家先天的才情、气质
与后天的学识、 习染存在着差异之结
果。 他还论述了继承和革新的关系，强
调“通变”的重要性：“变则其久，通则不
乏。 ”。

在文学批评方面，刘勰首创了六
观的批评方法：一观位体，看其内容与
风格是否一致；二观置辞，看其文辞在
表达情理上是否确切；三观通变，看其
有否继承与变化；四观奇正，看其布局
是否严谨妥当；五观事义，看其用典是
否贴切；六观宫商，看其音韵声律是否
完美。 他还要求批评家无私于轻重，
不偏于憎爱，不要贵古贱今、崇己抑
人、信伪迷真、各执一隅。

刘勰认识到，文学的发展变化，终
归要受到时代及社会政治生活的影
响，正如《时序》所言：文变染乎世情，
兴废系乎时序。 由于建安时期世积乱
离、风衰俗怨，所以建安文学“梗概而
多气”，他的这种解释，独道而又令人
信服。 （马章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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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友人结缘山东,成就事业,找到“大家”,筑成“小家”

山东“荣誉公民”的幸福故事
眼下,在山东很多城市街头,时常会

闪过外国朋友的面孔。 不再只是来鲁旅
游的匆匆过客, 他们或许是漂洋过海的
留学生,抑或是本地企业的骨干员工。

为进一步密切山东与世界的联系,
加深山东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的友谊,
鼓励更多的外国友人为山东省经济建
设和社会发展作出贡献, 省政府和省人
民对外友好协会分别设立“山东省荣誉
公民”“山东省人民友好使者” 称号。 今
年,有 6位外国友人获得“山东省荣誉公
民”称号,40位外国朋友被评为“山东省
人民友好使者”, 并于 9月 28日参加了
授荣仪式。近日,记者独家采访到多位往
年获奖“公民”,倾听他们在山东的幸福
故事。

14年前, 来自德国的德莱孚·普莱

葛第一次踏上了山东这片土地。 那时的
他一定没想到,自己会在这里安了家。
普莱葛是博世汽车转向系统(济南)

有限公司总经理,负责公司科研创新、生
产制造、订单签约等事务。长期生活在济
南的普莱葛, 亲眼目睹着山东日新月异
的发展,“更加便捷的交通,更加完善的基
础设施, 现在还能从青岛直飞法兰克
福”。“中国同事学习能力很强,很快就掌
握了我们带来的技术, 并不断探索创新,
许多优秀的同事已可以独当一面了。 我
喜欢现在的工作环境, 同事刻苦努力,政
府社会给予的帮助让我们能够更踏实地
开展工作。”穿着格子衬衫的普莱葛认真
地说。 不仅在山东找到了“大家”,普莱葛
还筑起了自己的“小家”。2011年,他与一
位青岛姑娘领证结婚, 并有了两个活泼

可爱的儿子。“山东很棒,我在这里找到
了家的感觉。 ”
在山东扎下根的, 还有意大利人马

尔科·帕迪尼。 说起与山东的结缘,他归
结为“命运的安排”。

12年前,帕迪尼经合作伙伴介绍,从
生活了两年的广东来到山东, 决定在青
岛城阳投资建厂。 他在山东的第一家公
司———青岛益达制冷设备有限公司,主
要生产巴氏杀菌机、硬冰机、软冰机等冰
淇淋设备。 10年后,他创办了第二家公
司。伴随事业局面的打开,帕迪尼在忙碌
工作之外找到心灵栖息之地———慈善。
“我不喜欢用‘慈善’这个词,我认为这种
(行为)是‘互帮互助’。 我帮助他人,是因
为别人帮助了我。 ”帕迪尼回忆说,在建
厂之初,一位莱州朋友给予他很大帮助。

“这一路走来,离不开山东政府和朋友的
支持。 同事们陪伴我创业至今, 我很感
激。 ”源于感恩,2010年,帕迪尼主持成立
了“意大利信望爱基金”,寓意送去信念、
希望与关爱。 据了解,该基金为青岛市捐
赠大量救护车、轮椅、电脑等物资。此外,
帕迪尼还热衷于将“家乡”青岛介绍给更
多的意大利人, 通过青岛市外办结识了
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申请成立意大利
商会,在青岛形成意大利企业聚集规模。
白俄罗斯专家巴扎诺夫·德米特里

是山东省科学院生态研究所的一名研究
员, 致力于利用微生物修复农药污染土
壤环境。
从 2001年开始,德米特里先后与研

究所合作组织了 6项中白政府间科技合
作项目和 1项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入选

“外专千人计划”,并被评为“泰山学者”。
“政府对科研支持力度很大,环境很好。 ”
德米特里介绍, 他多次通过学术交流会
议, 与业界同行探讨前沿的科研技术及
发展成果,“时常激发我产生新的想法”。
科研探索离不开资金的持续注入,“对有
发展前景的科研创新, 政府给予了充分
的资金支持,以保证科研的持续发展。希
望我的中国同事们能够珍惜优越的科研
环境、继续钻研项目”。
截至目前,已有 84位外国友人被评

为“山东省荣誉公民”,142位外国友人获
得“山东省人民友好使者”称号,他们在
经济、科技、文化、教育、交通等多个领域
为山东的发展添砖加瓦。 山东也大方热
情地张开怀抱,为他们安心工作、生活提
供温馨的港湾。 （刘一颖）

区域创新综合能力山东连续六年保持在全国第六位

科技创新支撑新旧动能转换
日前,国家高速列车青岛技术创

新中心作为事业法人实体正式注册
成立,这标志着国内首个国家技术创
新中心正式运行。

近年来,高铁已经成为中国创新
输出的闪亮名片,而从第一代“和谐
号”动车组到最新的“复兴号”,青岛
见证了中国高铁创新进程的每一
步。 现在奔驰在全国高铁线上的动
车中, 每 10辆就有 6辆是从这里驶
出。

动能转换,创新先行。 2016年,山
东省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支
出占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 2.33%,比
“十一五”末提高 0.61个百分点。 每
万人发明专利拥有量分别达到 6.33
件,是“十一五”末的 6.4倍。 登记技
术合同 2.23万项, 成交额 420.24亿
元,是“十一五”末的 4.2倍。 规模以
上高新技术产业实现产值 5.14万亿
元,占规模以上工业总产值的比重达
到 33.75%,比“十一五”末提高 7.6个
百分点。 区域创新综合能力连续六
年保持在全国第六位。

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创新型
省份建设蓝图基本绘就。 去年,山东

省审议通过了《关于深化科技体制
改革加快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
出了创新型省份建设走在前列的目
标,全省上下对科技创新的认识达到
了新的高度。 一批含金量高的改革
措施, 为广大科技人员“松绑”“加
力”,全面激发各类创新主体的活力。

着力打造科技创新高地,促进区
域优化协调发展。 山东半岛国家自
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加快推进,具有全
球影响力的海洋科技创新中心初显
雏形。 今年 1-5月,示范区新引进项
目数量同比增长 40%,实现固定资产
投资 657亿元,同比增长 16%；实现
规模以上工业利税 409亿元,同比增
长 15%；实现公共财政预算收入 153
亿元,同比增长 14%。 黄河三角洲农
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高端创新资
源加快聚集,培育引领现代农业发展
新动能。 青岛海洋科学与技术实验
室创新发展成效显著,海洋科技创新
实力快速提升, 目前实验室在 Na-
ture、Science及其子刊发表论文已超
过全球顶尖的美国伍兹霍尔海洋研
究所,居全球海洋科研机构之首。
以重大科技创新工程为抓手,突

破重大关键技术,使山东省在部分领
域掌握了国际话语权,为产业壮大提
供强力支撑。 烟台中集来福士已交
付深水半潜式钻井平台占世界 78%
的市场份额,自主设计建造的“蓝鲸
1号”在南海成功试采可燃冰。 盛瑞
传动自主研发并实现产业化的首款
前置前驱 8档自动变速器 (8AT),使
我国汽车自动变速器研发制造技术
一举跃居国际前沿。

多措并举强化创新型企业培育,
不断壮大新旧动能转换的生力军。
对企业创新从选择性扶持向普惠性
支持转变,企业开展研发活动的积极
性得到有效激发。 通过省市联动,建
立覆盖面广的科技融资风险补偿体
系,撬动银行资金近 100亿元支持科
技成果转化。 大力发展科技创新公
共服务平台, 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
器、众创空间、专业化众创空间、星
创天地分别达到 75家、162家、3家
和 69家, 科技企业孵化器在孵企业
超过 1万家,其中有超过一半的企业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累计毕业企业超
过 5300家,86家企业毕业后成功上
市。

加强创新领军人才的培养和引
进,为新旧动能转换提供了有力智力
保障。 以引的进、留的住、用的好为
目标, 积极完善科技人才政策体系。
高层次领军人才创新项目省级引导
基金可给予单个项目最高 6000 万
元的直接股权投资支持。 省自然科
学基金加强对优秀青年科技人才的
培养, 对 40岁以下青年创新人才支
持比例已达到 50%。 建立科研人员
荣誉制度,命名 10个“科技领军人才
创新工作室”, 赋予科技领军人才更
大的技术路线决策权、 人财物支配
权和资源调动权。

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整合
国际创新资源能力不断增强。 与 70
多个国家建立了科技合作关系,“十
二五” 以来引进高层次海外专家
3500 多人(次),在海洋装备、金属材
料、信息技术、现代农业等领域取得
了 1500多项重大科技创新成果。 在
全国率先成立“丝绸之路”高科技园
区联盟,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开
展技术双向转移、 科技项目及人才
培养。

(王亚楠)

时速 350公里!中国成为高铁商业运营速度最高国家

“复兴号”,山东造
作为我国新一代高速列车,“复

兴号”整体设计及车体、转向架、牵
引、制动、网络等关键技术都是自主
研发,达到世界先进水平。 运营时速
350公里,是目前世界上最快的高铁
商业运营速度。 此前,德国、日本、法
国、 西班牙等国高铁的最高运营时
速为 320公里。 据悉,当天开跑时速
350公里的“复兴号”动车组,有 6列
由中车青岛四方机车车辆股份有限
公司提供(右图)。
“复兴号”有两种车型,其中的

CR400AF由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制
造。 来自中车四方股份公司的“复
兴号”售后服务人员,日夜值守在售
后服务岗位上,枕戈待旦,用细致入
微的检修保障“复兴号”运行质量。

中车四方股份公司“复兴号”动
车组维保团队,从 6月 22日“复兴号”
配属路局以来,中层干部、管理技术人
员和操作工人几乎忙得天天连轴转。
在北京南售后服务站,200多人的售后
服务团队坚守在岗位上,平均每天有 8
列“复兴号”入库检修,团队 24小时分
组连轴转,加班已是家常便饭。 售后
服务部主任助理方江南连续工作时间
的纪录是 40多个小时。 但只要在岗
位上,大家的精神永远饱满,面对前所

未有的压力,方江南认为,这种压力不
仅来自于繁忙的工作,也是“复兴号”
与生俱来的“历史意义”。

北京到上海的“复兴号”列车上,
几乎每一趟都满载乘客运行,这在诊
断工程师程立伟看来是一种最高的
信任与褒奖。

网络系统是“复兴号”中国标准
动车组的亮点之一,也是售后检修的

法宝。“车地通信系统远程监控列
车的实时轴温及牵引、制动等系统
的运行数据信息,我们安排经验丰富
的诊断工程师在动车段应急指挥中
心值守,预判、应对突发情况。 ”程立
伟介绍,列车每次入库检修时,网络
系统记录的整车运行数据,会由技术
专家团队进行详细筛查分析,识别运
营状态下的细微变化。

一定意义上说,“复兴号”中国标
准动车组的售后检修服务,已经不仅
仅是“望闻问切”那么简单,而是多了
一双高科技的“慧眼”,全方位保障
“复兴号”的健康。

“让我们的‘复兴号’动车组完
美无瑕地上线提速运行,是我们的目
标和承诺。 ”北京南服务站工长姚
志超说。 姚志超带领的“精调”小组
需要对即将上线承担提速运营任务
的 6列“复兴号”动车组每个部件、
每个细节进行精调细整,保障动车组
保持在最佳技术状态。

同时,中车四方股份公司成立了
以总经理为组长的服务保障领导小
组,选拔素质过硬、技术水平高和经
验丰富的各类专业人员 220余人,设
置 9个专业组,并组织主要供应商参
与到服务保障工作中。 中车四方股
份公司还启动了 24小时应急响应
机制,组织高水平技术专家成立机动
专家组,集中最优势资源,全力以赴
保障“复兴号”的安全可靠运行。
诊断工程师胡楠、王鹏翔、纪奕

龙、张伟是添乘团队的成员,与“复兴
号”同行,为“复兴号”保驾,在他们眼里
是无比荣耀的神圣使命。

(薄克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