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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小传
赵彤，1951 年出生，北京理工大学教授。1994 年起

任SMC （中国） 有限公司总经理。
搞科研多年，赵彤深知研究室成果的“短板”在于难

以产业化、难以市场化、难以直接对社会产生影响。通过

SMC （中国） 有限公司，赵彤在企业与高校之间搭建起
了良好的产学研结合平台，不仅为企业培养了大量人才，
还促进了理工科院校的基础性研究。

多年来，赵彤先后获得“优秀留学回国人员”、北京
市首届优秀创业企业家、北京市劳动模范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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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区来了
专家志愿者

夏日的西藏林芝，天气凉爽。在平均海拔 3600 米的
工布江达县，迎来了一批特殊客人——参加“同心·共
铸中国心”大型公益项目的 70 多名全国医疗专家志愿
者，他们不远千里来到这里开展义诊巡诊、疾病筛查、
爱心捐赠、培训讲座等公益活动。

藏区地广人稀，交通不便，专家们克服高原缺氧、
语言不通的困难，每天奔波于各乡镇卫生院，热情接
待前来就诊的每位患者。有的专家一天接诊 100 多人
次，从早忙到晚，连吃饭的工夫都没有。虽然筋疲力

尽，但专家们却说，能让当地群众缓解病痛，苦点累
点也值得。

专家们还入户巡诊慰问，举办健康学院大讲堂等活
动，北京的 8 位专家医生还在巴河镇中心小学开展“一
帮一助学”活动，资助了 8 名家庭条件困难的学生。

同时，专家们还对当地医务人员开展传帮带，让当
地医务工作者参与到义诊巡诊的整个过程。针对高血
压、风湿等高原常见病，为当地医生就如何辨识和医治
进行授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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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图①来自解放军302医院的专家志愿者在巴河镇中心小学为学生做健康体检。

图图②王波医
生来到资助的藏
族学生家中了解
情况。

图图③③专家志愿者们拿着慰问品专家志愿者们拿着慰问品
到娘蒲乡慰问贫困户到娘蒲乡慰问贫困户。。

图图④专家志愿者在错高乡藏民
家中巡诊。

“只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我不佩服”
——记SMC（中国）有限公司总经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赵彤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栾笑语

近日，第十五届中国国际机床展览
会 （CIMT） 如期开幕。在这个中国最
负盛名的国际机床工具展览会上，汇集
了全球最先进的数控精密加工设备和世
界知名机床工具产品。

SMC （中国） 有限公司作为世界一
流的气动技术与产品供应商，吸引了世
界同行的目光。SMC （中国） 的诞生，
源自1994年的那个夏天，在那个中国气
动技术和产业还处在艰难发轫的时代，
一位中国大学教授书写了新的历史。

这位教授，就是SMC （中国） 有限
公司总经理、北京理工大学教授赵彤。
他没有想到，当时已过不惑之年的自己
将与人生中最重要的转折点不期而遇。
从那一年起，赵彤就平衡着两种身份、
对接两个事业。一方面，他是北京理工
大学教授，担负着教书育人的职责；另
一方面，他领衔受命，出任 SMC （中
国） 有限公司的总经理，成为当年北京
外资企业中第一位中国籍负责人。

“要在学业上争口气”

因为我们都知道国家选派几
百 人 出 来 很 不 容 易 ， 必 须 珍 惜
机会

“我在北京念初中的时候，没想到
会下乡插队；在黑土地上干农活时，没
想到能上大学；上大学时，没想到能念
研究生；研究生毕业后，没想到能出国
留学⋯⋯”

1988 年 12 月份，哈尔滨工业大学
校刊刊载了一篇采访赵彤的文章。时
年，赵彤 37 岁，刚刚晋升副教授。文
章开头便是赵彤总结的人生几个“没
想到”。他说，“不管周围环境如何，
不 管 别 人 怎 样 评 说 ， 首 先 要 相 信 自

己。这样，机会到来之时才能紧紧
抓住它”。

不到 17 岁时，赵彤就放下课
本、告别父母、上山下乡。5年的时

间，赵彤在山西和黑龙江土地上成为
熟练劳作的农民。但赵彤并不满足，他

让家里把中学课本寄到了知青点，
白天种地，晚上训练，深夜时分
再打开课本。一条大通炕，赵
彤只拥有其中一个铺位。每天
夜里，为了不打扰别人，赵彤
都趴在被窝里，手肘支在炕
上，油灯放在炕沿儿，翻开书

本，进入知识的海洋。
有一年回家探亲，母亲摸着他的手

肘，觉得奇怪，“手上的茧子是干活磨
的，手指的茧子是写字磨的，你胳膊肘
上的茧子怎么来的？”赵彤没在意，把
自己的学习情况说了，哪知道，母亲的
眼泪一下子就流了下来。

1973 年，中央恢复招收工农兵学
员。这对白天烈日下扶犁、晚上油灯下
苦读的赵彤来说，看到了新的希望。那
一年，大学终于向他敞开了大门。从
此，一个又一个的“没想到”不断出现
在赵彤的生命中。

1978 年，国家恢复了研究生招考；
1982年的春天，赵彤通过了向西方国家
选派留学生的全国选拔考试，踏上了留
学日本之路。

“在日本，我们这些留学生学习、
工作真的玩命。因为我们都知道国家选
派几百人出来很不容易，必须珍惜机
会。”赵彤说，“那时，中国刚刚改革开
放，中国的年轻人刚刚出现在西方先进
国家，一个非常朴实的想法就是要在学
业上争口气”。这口气，赵彤争到了。
1987年，赵彤获得了日本机械学会的研
究奖和日本东京工业大学的手岛精一研
究奖，这是第一次有中国人同时获得这
两个奖项。

勇于奔向未知的方向

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既可
以发展企业，又能培养人才，还能
促进理工科院校的基础性研究

赵彤与 SMC 的首次接触是在 1991
年初，那时的赵彤已经从日本学成归
国。不到 40 岁的他已连上副教授、教
授两个台阶，成为当时学界少有的青年
才俊。当年，赵彤受邀重返日本，在
SMC日本筑波技术中心从事科研工作。

那段时间，赵彤参与了 3 项新产品
的研发工作，其中两项登上了国际博览
会，并申报了 6 项日本国内专利。他还
发表了7篇可研报告和34项技术提案。

作为一家生产气动元件的跨国公
司，日本 SMC 公司当时正准备推动与
中国高等院校产学研合作的步伐。一个
中国人在 SMC 取得了如此成就，自然
引起了SMC高层的重视。

1993 年，SMC 公司以无偿赠送方
式在赵彤所在的北京理工大学建立了气
动技术研究中心，无偿赠送了先进的实
验设备并提供了实验经费。

1994 年，SMC 有了到中国创建企
业的想法，请赵彤帮忙了解中国的市场
情况、政策、投资环境。为此，赵彤做
了大量调研工作，撰写可行性报告分析
规 划 SMC 在 中 国 的 前 景 ， 最 后 建 议
SMC落子北京。当公司决定要在中国投
资，首先便询问了赵彤——是否能暂时
兼任公司的总经理。

对此，北京理工大学表示支持，但
对赵彤个人来说，这个决定并不好做。
那时的赵彤在学界正意气风发。他和同
事们开展了多项国际前沿课题研究。与
此同时，他还是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
者。一时间，周围人对一个学者另起炉
灶、下海经商议论纷纷，并不看好。

但赵彤经过慎重考虑后觉得，搞
科 研 多 年 ， 研 究 室 成 果 的 最 大 “ 短
板”在于难以产业化、难以市场化、
难以直接对社会产生影响。如果 SMC
与高校可以搭建起良好的产学研结合
平台，通过大学和企业之间的合作，
既可以发展企业，又能培养人才，还
能促进理工科院校的基础性研究，意
义深远而重大。

1997年，SMC（中国） 公司的工厂
落成、开始生产。开业当天，清华大
学、北京理工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
高校的12位正副校长前来祝贺。时任中
国科学院院长的路甬祥还写下了“产学
结合、发展经济”的题词。赵彤说，“学
校培养研究型、高技术人才，但是企业
也会是很好的学校，各个层次、各个方
面的人才都能在这里成长、蜕变。这是
企业的需要，也是企业的社会责任”。

为社会创造财富与价值

国家更需要脚踏实地、为社
会创造财富与价值的企业家

1998 年，《北京日报》 在头版头条

刊登了这样一则消息——百分之百的外
资企业，百分之百的中国人管理，北京
的SMC使我国的气动元件生产一步跨入
世界一流。“如果拥有全球竞争力，那么
中国工厂就能够形成发展的良性循环。”
赵彤说，“外资企业不是说对中国印象
好，就能在中国发展事业。最重要的原
因是因为SMC在中国投资建厂，不管是
产品质量、生产成本还是交货周期，在
全球竞争中都具有不可比拟的竞争力”。

如今，赵彤带领下的 SMC （中国）
公司注册资金已达 5 亿美元，占地面积
52 万平方米，在北京先后建立了 4 个现
代化工厂、研发中心和物流中心，并在
全国 72 个城市建立了营业网点，形成
了以北京、上海、广州为中心的全国服
务体系。

SMC(中国)公司还从日本引进了当
今世界同行业最先进的自动化生产设
备。赵彤形象地称之为“将先进的日本
生产工厂‘连根’从日本搬到了中国”。

经 过 几 年 的 努 力 ， SMC 公 司
MADE IN CHINA 的产品已经出口
到全球 55 个国家和地区。SMC 还在中
国成立了研发中心，中国研发中心成为
SMC在全球集团的研究开发体系中与北
美技术中心、日本技术中心、欧洲技术
中心并列的四大研发中心。“产学研结
合是一个阶段和过程，首先要有长远的
眼光，不是今天投入了，明天就有收
获，其次就是要有实力和很好的切入
点。”赵彤说

日本 SMC 总裁高田芳行曾对中国
赴日本的考察团说，今后如果想考察世
界先进的气动技术与生产工艺，只要去
SMC北京工厂就行了。

“很多人说，企业的天性就是追求
利润，我不反对。但只把追求利润作为
企业经营的目的，企业也没有长远发展
的后劲。企业的经营者应该更加关注如
何让产品和技术在社会上体现出价值。
只有为社会、为客户带来价值，利润才
能成为达到目的之后的结果。”赵彤
说，“只追求利润的企业家，可能很成
功，但是我不佩服。国家其实还是更需
要脚踏实地、为社会创造财富与价值的
企业家”。

2017 年 8 月末，世界机器人大会
即将在北京拉开帷幕，SMC(中国)公司
将与各国机器人企业、研究单位一起
参加这一盛事。

“随着中国工业数字化自动化的快
速发展，气动技术与产业正在迎来发展
的黄金时代，SMC的技术与产品在‘中
国制造 2025’、智能制造的发展进程中
必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赵彤说。

从业 16 年，他带电作业 1800 多小时，高空走线
1200多公里，攀登铁塔9000多基，地面巡视12000多公
里，从一名普通青年电工成长为特高压线上的“带电超
人”。他叫胡洪炜，今年39岁，是国家电网湖北省电力公
司检修公司输电检修中心带电二班班长。

“有异物坠落在线路上，需要马上处理。”今年7月份
的一天，在潜江杨市附近，身穿厚重屏蔽服的胡洪炜刚刚
徒手爬上30米高的杆塔，正在带电清除线路异物作业。

从地面仰望，高空中的胡洪炜犹如一位舞者，在塔尖
和银线间穿梭舞动。20分钟后，隐患排除。卸下装备和
屏蔽服，胡洪炜的衣服已湿透。“这一身装备有 10 斤多
重。”胡洪炜说：“三伏天最痛苦，屏蔽服密闭不透风，穿
上感觉在洗桑拿，有时候从塔上下来，衣服都可以倒出
水来。”

“能带电不停电”是输电检修中心带电班的工作原
则。带电作业能最大程度减少经济损失，保证用户正常
用电。但对带电作业人员安全来说，却是极大的挑战。

每一次带电作业，都意味着在生死线上行走。“保持
安全距离，绝缘防护，细心操作就没问题。”如此高危的工
作，胡洪炜说得轻描淡写，“虽然很危险，但是能保证千家
万户用电，很有意义”。

2008年，胡洪炜凭借优秀的业务能力和身体素质被
国家电网选中，参与 80 万伏特高压带电作业试验，这项
试验被列入国家重点攻关科研项目。一旦成功，意味着
我国将掌握世界最高电压等级输电线路全套检修技术。

在80万伏的特高压输电线路上，如果有动物触碰输
电线路，瞬间就会成为火球。这位 1.78 米个头的退伍老
兵找到了新的“战场”——每天早上8点开始特高压走线
训练，14 点做项目模拟训练，17 点做技术总结⋯⋯半年
的强化训练，他穿坏了3套工作服。

2009 年 6 月份，国家相关部门对特高压带电作业科
研项目验收。当天上午9点30分，胡洪炜穿上屏蔽服爬
上铁塔，他的右手与高压线之间产生了一道耀眼的电光
弧，没有一刻迟疑，他迅速抓牢了高压线。

“脸上犹如无数根小针在扎，感觉头发在被人用劲
拔，耳朵里嗡嗡作响，但其他一切正常。”1 个多小时后，
胡洪炜完成了线路相关故障的检修工作，成为世界上第
一位与80万伏特高压亲密接触的“禁区勇士”。

胡洪炜还和同事们成立了创新工作室。工作室目前
有 25 项发明专利获得授权，12 项发明专利已获受理，3
项科技发明正在申请国际专利。2014年，创新工作室被
全国能源化学工会评为“示范性创新工作室”。

面对众多成绩，胡洪炜看得很淡：“只有在岗位上倾
力投入，人生才有价值。”

国网湖北省电力公司胡洪炜：

特高压电线上的“舞者”
本报记者 郑明桥 通讯员 占 晶

2017年8月1日，离38岁的河南南阳方城县古城村
村民王锋去世已经过去了整整 10 个月。在王锋妻子潘
品的心中，丈夫牺牲那一天的场景，仍历历在目。

38 岁的王锋和妻子潘品都是教师。夫妻俩和一双
儿女租住在南阳市西华村一栋三层民宅中，他们还开办
了一家托教机构。然而，一场突如其来的大火，让王锋一
家原本幸福的生活戛然而止。

2016年5月18日凌晨1时许，熟睡中的潘品被丈夫
推醒。“咋有股烧焦的糊味？”王锋起来查看情况，发现居
民楼一层公共大厅火光冲天、浓烟滚滚。

“失火了！快救人！”王锋顾不上穿衣服，迅速打开楼
房的大门大声呼救。由于其居住房间离楼门口最近，王
锋把女儿转移到安全地带。随后折身冲进火海，一把拉
住吓呆的妻子和儿子往外跑。

浓烟迅速吞噬了整栋楼。“赶紧报警！”王锋交代给妻
子一句简单的话，随即转身第二次冲入火海。为了更快
叫醒熟睡的人，王锋一路用脸盆疯狂地敲邻居的门。这
一次，他救出了困在一楼的两名学生和一名托教老师。

停放在一楼的电动车、摩托车不时传来“咚咚”的爆
炸声。不少居住在二层和三层的居民还在熟睡，王锋想
也没想，转身折回，第三次冲入了火海。

“当时一楼大厅几乎被火和烟封住了，王锋一手抱一
个孩子跑出来，那时候他还没受伤，很快他又冲了进去。”
邻居顾学文说，等王锋再次出现在他眼前，已经是个浑身
黑炭样的人了。

为了引导消防车快速到达，王锋一边拼命往巷口跑，
一边用沙哑的嗓子喊：“快救人啊，失火啦！”在他的身后，
一串带血的脚印延伸数十米。

直到救护车上的护士把王锋扶上担架，他才散了劲
儿，意识开始模糊。王锋叫醒救出的 20 多人无一人受
伤。救治王锋的南阳南石医院院长赵俊祥告诉记者，他救
治过无数烧伤患者，却从未见过这样的人，自己全身烧伤
面积达98%，身上只剩下巴掌大的好肉，却还想着救人。

由于伤势过重，王锋的生命定格在 2016 年 10 月 1
日下午4时37分。“王锋第一次冲入火海救出妻儿，这是
亲情使然，第二次冲入火海救出自己的学生，这是责任使
然，第三次冲入火海救出邻居，这是人性的光辉。”方城县
委书记褚清黎说。“我觉得纪念王锋最好的方式，就是把
他的精神传递下去。”痛失亲人的潘品说。

河南南阳古城村村民王锋：

三 闯 火 海 人 性 闪 光 辉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董振万

本报记者 翟天雪摄影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