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选址到建成投用，一年多时
间，点点滴滴都在心间。昨日在宁波
东钱湖院士之家（宁波院士中心）启
用现场，吴志强院士接受了记者的
专访，也说了说自己的心里话。

“第一句心里话，感谢市委市
政府，在疫情防控条件下，全力以
赴支持项目的建设工作。对我来
说，这样的老教学楼改建也是第一
次，一年时间里碰到无数困难，每
一次碰到困难的时候，都有市委市
政府强有力的支持，真的特别感
谢。”吴志强说。

吴志强院士的第二句心里话，
感谢的是宁波当地团队的同志们：

“大家顶着最冷的天气，最大的酷
暑，为了安全花了很多的心血，每
个点位的加固，每一个新的装置，

都经过反复的测试研究，真心感谢
施工团队和建设团队。”

第三句话，吴志强院士还向设
计团队表示感谢：“来自结构、工
程、施工、材料领域，包括绿化、
树种的专家聚在一起，边施工边研
究边解决，在这个过程中共同奋
斗，在短时间做成了让人眼前一亮
的事。”

“不管走到天南海北，一个人
的胃不会变，不管是在哪里长大，
只要吃到这里的小菜，就会爱上这
里，也会爱上这里的人民，为这里
做点贡献。”吴志强说，希望院士
们能够喜欢这里，经常回来，通过
跨学科的思想碰撞，推进基础研究
到应用研究到前沿研究的发展。

（记者 黄合）

感谢感恩，欢迎回家
——访中国工程院院士，同济大学副校长吴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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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东钱湖院士之家宁波东钱湖院士之家（（宁波院士中心宁波院士中心））正式启用正式启用

@@海内外院士海内外院士，，宁波等您宁波等您““回家回家””
记者 黄合 朱军备

制板内部的小钢筋裸露在外，水泥
碳化严重⋯⋯

“其实，把老楼拆掉重建比加
固改造成本低，操作起来也方便
些。不过吴院士亲自考察后表示，
一定要有历史沉淀、文化底蕴的老
东西，所以我们最终采用保护性加
固改造的方式实施项目建设。”宁
波东钱湖院士之家（宁波院士中心）
的建设团队、东钱湖文旅集团项目
负责人说。

无论什么建筑，安全是第一位
的。但是由于老建筑太久没有使
用，腐蚀得特别厉害，需要大量科
研团队在背后支撑：钢筋打在什么
地方最合适，什么材料可以保证建
筑安全，如何设计才能让原本的文
化底蕴得以体现？

与此同时，由于当时道路泥
泞，不能通车，项目施工队就临时
想到用水作荷载物，雇工人挑水：

“比如要检测楼板，就得先选取一
个测试点，用塑料膜把楼层围起来
做好密封，然后往里面加水。仪器
设备则要放在下一层，以观察上面
的变形程度。”

在危房改建无资料的前提下施
工进场，克服不通水、不通电、高温、

疫情等困难，日夜抢赶工期；结构加
固 中 ，新 增 桩 基 198 枚 ，最 深 12.8
米，使用 597 吨钢材、钢筋加固梁柱
和墙体，使用碳纤布近 860 平方米；
建筑改造中，安装了 552 块弧形玻
璃和 84 块拱形屋顶⋯⋯

“可以说，在每一根打在地上的
柱子上，都打下了宁波人勤劳智慧、
吃苦耐劳、开拓创新的精神烙印。”
谈及过去一年多的施工历程，就连
做惯了旧房子改造的吴志强院士都
禁不住为实干的宁波人点赞。

努力攻坚克难的，不仅仅是设
计团队、施工团队和建设团队，在
紧挨着宁波东钱湖院士之家 （宁波
院士中心） 的建设村，村民们同样
拿出了热忱和支持，短短一个月就
完成了附近绿化地块的规整工作，
面对 24 小时的施工强度，村民们
同样予以了最大程度的理解和体
谅。

“每个村民都知道，这是一件
有利于村庄未来发展、有利于宁波
未来发展的重要工程。整理自家环
境、垃圾有序分类、养成文明习
惯，也是为了之后给客人们留下好
的印象。”建设村村民忻君明笑着
说。

红砖立面的宁波东钱湖院士之红砖立面的宁波东钱湖院士之
家家 （（宁波院士中心宁波院士中心）） 和白墙黛瓦的和白墙黛瓦的
浙东建筑风格古村相映成趣浙东建筑风格古村相映成趣。。

（（王鹏王鹏 刘奕艺刘奕艺 摄摄））

宁波东钱湖院士之家宁波东钱湖院士之家（（宁波宁波
院士中心院士中心））启用前启用前，，院士和少年院士和少年
儿童一起在院士林开展植树活儿童一起在院士林开展植树活
动动。。 （（王鹏王鹏 摄摄））

一批珍贵的历史照片吸引了一批珍贵的历史照片吸引了
院士们的目光院士们的目光。。 （（王鹏王鹏 摄摄））

吃完午饭，56岁的东钱湖建设村村民张志亚就迫

不及待地出门遛弯。沿着石板路拾级而上，就是红砖立

面的宁波东钱湖院士之家（宁波院士中心），经过一年

多时间的等待，这座漂亮的建筑终于要正式启用了。

“眼看着它一天一天变美变靓，怎么能不开心呢？

真心希望更多院士回‘家’看看，阿拉肯定热烈欢

迎！”张志亚的这一份热切期盼和真心期待，同样是一

千万新老宁波人的共同期许。

山清水秀，一湖沉碧，东湖之畔，香茗已备。“院

士之乡”宁波，静待院士和专家“回家”。

近处是桨声欸乃，古色古香的
村居前停着几艘木船；远处是波光
粼粼的东钱湖，群山的倒影深深浅
浅，俨然是一幅山水画卷。

宁波东钱湖院士之家 （宁波院
士中心） 坐落在陶公岛上，处于山
水之间。整个建筑依山而建，西楼
设计研发楼，是设计研发、成果展
示交流之所；东楼学术综合楼，是
院士团队研发办公场所；中部则是
访客中心和陶公讲堂，重点展示院
士风采，发布学术成果，传播科学
思想，推介产研项目。

“考虑到院士的实际生活工作
需要，我们特意在东、西、中三者
之间通过连廊将主体建筑和景观塔
相互串联，打造院士客厅、景观游
廊、乡村古宅有机衔接的特有体
验。”宁波东钱湖院士之家 （宁波
院士中心） 的设计团队负责人吴志
强院士说。

其实，对于很多宁波人来说，
这个地方不仅仅是历史文化乡村，
更是一代人的集体记忆。宁波东钱
湖院士之家 （宁波院士中心） 的前
身是宁波师范学院东钱湖陶公山校
区旧址，而宁波师范学院的前身是
宁波师范专科学校，是宁波市第一
所高等院校。

1960 年 2 月，宁师院陶公山校
区动工，在物资和工人都紧缺的背
景下，全校师生一起参与建校，搬
砖盖瓦做小工。不过随着时间的流

逝，学校迁址之后，这些老楼自然
而然被遗忘了，只有一些念旧的老
人偶尔来这里怀念青春。

2019 年春节，大雪，废弃多
年的老楼终于等到了吴志强院士。
在对东钱湖进行全方面考察之后，
吴志强最终将宁波东钱湖院士之家

（宁波院士中心） 的选址定在这个
地方。上世纪 60 年代半月形的楼
板，也给了他新的设计灵感，将圆
弧拱形的图形符号提取出来，寓意

“宁波”两字，海定而波宁。
整个宁波东钱湖院士之家（宁

波院士中心）总占地面积 52.57 亩的
项目，定位为 “政、产、学、研、创、
孵、投”的创新服务平台。东西主楼，
保留了传承文化魅力的红砖立面和
建筑细节，并将如湖水波纹般律动
的拱形元素，演化为精致典雅的建
筑厅堂，建构出气质高雅且富于内
涵的院士中心主楼。

在这里，既有白墙黛瓦的浙东
建筑风格古村，又有现代化的智控
AI 总 控 中 心 、 多 功 能 会 议 中 心 ；
既有体现东方审美的田园山水，又
有 体 现 西 方 建 筑 风 格 的 落 地 窗
台；既有现代化的办公场所，又
有村落民宿风情⋯⋯看上去像是
对立的，却又显得如此和谐，钱
湖山林景观与乡村古宅相容相依、
相映成趣。

短短不到两年时间，这片土地
整个脱胎换骨，焕然一新了。

碰撞

传统和现代元素相映成趣

“去年 10 月和今年 5 月，我专程
到建设中的院士之家进行考察。我
发现那里注重整体布局，保留了历
史风貌，又与山水相融，山、湖、院三
者相得益彰，是一个科学家进行学
术交流、进行跨学科思想碰撞的理
想之地。”启用仪式现场，韩启德院
士特意通过视频，向宁波东钱湖院
士之家（宁波院士中心）的落成表示
祝贺。

据了解，“浙江院士之家”是我
省“院士智力集聚工程”的重要组成
部分。2019 年 5 月，宁波东钱湖院士
之家被列入首批“浙江院士之家”试
点建设单位，并在今年 9 月正式通
过验收。

按照规划，宁波东钱湖院士之
家（宁波院士中心）主要致力于在攻
坚关键技术、推进成果转化、服务决
策咨询、开展学术交流、培养创新人
才、传播科学文化、院士休闲康养等
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主动对接战略
性新兴产业，有效服务产业转型、技
术升级和创新发展，全力打造立足
宁波、服务浙江、辐射长三角、面向
海内外的智力高地。

这里所说的“院士”主要为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国际

（国外）权威院士机构评定的院士，
或诺贝尔奖、菲尔兹奖、图灵奖等国
际性重要奖项获得者等高端人才。

截至目前，宁波东钱湖院士之
家 （宁波院士中心） 已有 34 名院
士进“家”，其中建立长期稳定合
作关系的院士 12 名；自建设试点
工作开展至今，已有 26 批次、近
百名院士及专家前来开展“院士
行”、决策咨询、学习研讨、文化

传播等各类活动，7 个由院士专家
团队主导科研技术攻关的产业项目
全新落地或达成合作意向。

“希望将‘为我所有’与‘为
我所用’相结合，以创智发展为引
领，面向全球集聚顶尖人才智力，
全力将这里打造成百家荟萃的智力
高地、情感回归的品质家园、启智
鸿蒙的科普地标、创新储能的研发
阵地、产业提级的发展引擎。”宁
波东钱湖院士之家 （宁波院士中
心） 运营专班相关负责人说。

韩启德表示，作为宁波人，他
衷心期望东钱湖院士之家 （宁波院
士中心） 立足宁波、浙江，面向长
三角、面向海内外，要努力营造家
的氛围，重视运行机制的建设，将
东钱湖的天然禀赋和院士中心的优
质服务作为人才聚集的核心竞争
力，更广泛地服务国内外院士和高
端智力团队。

吴志强同样表达了对宁波东钱
湖院士之家 （宁波院士中心） 的期
许：“宁波是‘院士之乡’，从这里
走出了 100 多名院士，但是真的在
宁波一线工作的却很少。希望每个
月这里都有很多不同学科的院士汇
聚，开会讨论未来宁波、未来浙
江、未来中国怎么发展，技术怎么
支撑，这就是我很朴素的期许。”

拱形的扇面，一面向着国外，
一面向着国内，一面向着生产，一
面向着科研。“宁波东钱湖院士之
家 （宁 波 院 士 中 心） 就 是 那 个

‘家’，希望院士都能在这里找到家
的感觉，真正为产业提升、智造中
国做实事、做贡献。”市委人才办
负责人说。

创新

点燃产业发展新希望

华灯初上，东钱湖沿岸灯光点
点。站在宁波东钱湖院士之家 （宁
波院士中心） 的长廊，迎着晚风习
习，呼吸着新鲜的空气，让人不由
得陶醉其中。

2019 年年初，得知宁波要筹
建院士中心，成千上万宁波人的心
被牵动了。早在市委市政府刚刚选
址东钱湖的时候，热心市民就纷纷
点赞表示认可：要把最美的风景留

给院士！
不过，将废弃数十年的老房子

进行保护性改造，这真的不是件容
易的事情。

要知道，整个建筑依靠青砖、
红砖垒起来，没有钢筋、混凝土；
老楼的外墙粉刷物已全部剥落，四
周杂草丛生，建筑外立面的藤蔓最
高爬到了 4 层楼；楼内到处漏水，
许多砖块破损严重，呈粉末状；预

攻坚

把最美的风景留给院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