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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的无石棉摩擦材料生产线、领先
的无石棉制动器衬片配方、高标准的检测仪
器和实验设备、严格的质量监控和检验……
长春特必克世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长春特必克）经过不断创新研发和精
益生产，已发展成为国内最主要的摩擦材料
生产企业之一，生产技术与产品质量在全国
居领先地位。目前，长春特必克的配套产品
份额在国内占比达到35%。

作为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长
春特必克以创新研发和精益生产为发展核
心动力，组建起一支强大的专业研发队伍，
配备有先进的台架试验机、定速试验机和万

能剪切力试验机，完全具备自主研发重卡、
轻卡、客车、挂车、轿车等各类市场需求产品
的实力，能够开发满足不同客户需求的市场
产品。

在长春特必克的众多产品中，长春TBK
刹车片无疑是极具代表性的一款。“长春
TBK刹车片为纯正的无石棉刹车片，无制动
噪音，磨耗率低，对制动鼓/制动盘攻击性
小。”长春特必克负责人介绍，与半金属、石
棉等传统刹车片相比，TBK刹车片具有不可
比拟的优势。

TBK刹车片采用高性能复合纤维、晶须
等材料，克服了传统刹车片材料和工艺上的

缺陷，拥有目前国际上尖端的刹车片配方及
生产工艺，具有热传导慢、耐高温、隔热效果
好、制动力强的优点。

“TBK刹车片与传统刹车片最大的差别
是没有金属，在正常行驶中，可完全避免传
统金属刹车片与对偶件，相互摩擦发出的
声音。通过大量实验测试，在自身使用寿命
较高的前提下，使对偶件也拥有较高的使用
寿命。”长春特必克负责人表示，TBK刹车片
配方为无石棉配方，产品绿色环保，不会对
环境造成影响。

在开发新产品的同时，长春特必克还不
断对现有产品的性能进行实时跟踪验证，保
证产品的质量稳定性。“我们的产品均符合
相关标准，有底气得到用户的认可！”长春特
必克负责人介绍，2020年，全资子公司铜川
特必克汽车零部件有限公司开始量产，企业
发展也迎来了新起点，接下来还将不断提升
研发水平，继续谱写企业发展新篇章。

“抱拳摆头，胸前亮掌，弓步出拳……”日前，在净
月高新区华岳学校练功房内，随着老师刘振洋的口令，
学生们有模有样地比划着一招一式，“小武林高手”的
架势呼之欲出。

学校在暑假托管服务中开设了多个科目，武术吸
引了许多学生的关注。当天是学生们的第三节武术
课，练功房里的他们时而抡臂砸拳、时而歇步亮掌，动
作娴熟有力，他们已经在五步拳套路学习中敲开了中
国功夫的大门。

“老师，我怎么觉得摆拳和冲拳都是一样的动作
呀？”

“老师，在做歇步时，我怎么蹲不下去呢？”
休息间歇，看着对着镜子互相纠正错误动作的学

生们，听着他们“发送”来的求助提问，刘振洋面露欣
慰，“孩子们都是一年级至四年级的学生，正是打基础
的好时候，也希望通过托管服务，让他们对武术产生浓
厚兴趣，共同传承优秀传统文化”。

“老师之前说过，摆拳出拳时，拳心向下。”“两腿间
距离拉宽，歇步就蹲下了。”还没等刘振洋上前，学生们
已经开始分享各自经验、交流起习武心得。

学艺先学理，习武先明德。刘振洋介绍，武术课已
经纳入学校校本课程，并成立了武术社团，“我们会带
领孩子们学习五步拳等一些基本武术套路，在强健体
魄的同时锤炼坚韧不拔的意志品质，促进学生身心全
面发展”。

练功房里“校园论剑”，操场上球场争霸，书桌前挥
毫泼墨……暑假在托管服务中愈加充实。

暑假前，华岳学校整合校内外师资资源，策划安排
托管服务，向学生们开放“课程超市”，为有需要的学生
提供丰富多彩的暑假新选择。“托管服务坚持动静结
合，学校尊重学生身心发展规律和教育教学规律，按照
中小学各学段课程设置、教学特点和学生需求，组织个
性化校内课后服务。”该校副校长梁海伟介绍，学校依
托“智慧课程”课程体系，设置了辅导学生完成暑假作
业为主的“静态托管”，同时，以学校社团课为载体，开
展体育、艺术、阅读等特长培训与特色活动的“动态托
管”。静态服务开设文学素养训练、数学思维训练、“谈
天说地”兴趣活动组、史地时空和理化天地等课程及活
动；动态服务则涵盖棒球、射箭、武术、管乐等项目。

刹车片行业里的“小巨人”
本报记者 胡晓琼

大医精诚 誉满杏林传薪火
——记第二届“全国名中医”、长春市中医院名老中医赵继福

本报记者 王菁菁

“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
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药王孙思邈
在《大医精诚》中，提出了医生的行为准
则，他把医术精湛、医德高尚的医者称为

“大医”。长春市中医院名老中医、主任医
师赵继福，就是这样一位“大医”。

目染家学志行医

赵继福出生于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
县一个中医世家，自幼耳闻医道、目染家学。

赵继福家祖上三代从医，父母一心想让他传
承医技，做一名优秀医生，他便从小跟随父
亲学习中药、方剂等。父亲给患者看病，年幼
的赵继福就在一旁伺诊、抓药。白天跟随父
亲出诊，晚上炮制中药，在药香中成长起来
的赵继福，对中医药有着特殊的感情。

每次看到被病痛折磨的患者经父亲治
疗后痊愈时，每当见证急危重症患者在父
亲手中转危为安时，在为患者松一口气的
同时，赵继福对父亲的敬佩和对中医药的
向往，都让他立志要做一名好医生。

深耕临床45载

1977年9月，赵继福从吉林医科大学中
医学专业毕业后，响应国家号召回到长白朝
鲜族自治县，先后在长白朝鲜族自治县八道
沟镇中心卫生院、马鹿沟乡卫生院、长白朝鲜
族自治县人民医院工作。

时光荏苒，岁月如梭。如今，67岁的赵
继福在中医临床一线工作近45年。在基层
医院工作时，赵继福建立了在西医科室开展
中医查房制度，增设中医优势专科，吸引国
外患者前来就诊，带动了所辖乡镇卫生院中
医诊疗水平的提高。基层医疗条件有限，但
赵继福始终坚持用纯中药救治急危重症患
者，让众多急性阑尾炎、自发性气胸、视网膜
裂孔疝等需要手术的患者避免了手术，让肺
心病、心衰、崩漏等重症患者得以及时救治。

2012 年 6 月，赵继福受邀到长春市中
医院担任副院长，在此期间，他贯彻“真
中医”理念，推行中医专家查房制度，注
重中医疗效提升，使全院中医氛围显著提
高，中药使用率提高到 90%以上。退休
后，赵继福受聘于省内外多家中医院，他
仍坚持出诊、查房，坚守在临床一线，每
周出诊7天。

多年来，赵继福在潜心临床钻研与经
验总结时，博采众长，在守正的基础上推
进中医药科研，创新中医脉法，以脉识
病，做到早期准确诊断，采用清热通腑法治
疗结核性腹膜炎，形成了较为系统的脉诊理

论和杂病治疗专方，其学术思想、对疾病的
独特认识、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诊疗技术，都
成为中医学的宝贵财富。

薪火相传育新人

传承是中医延续的根脉，赵继福通过
“师带徒”这一传统教育方式，让中医精髓薪
火相传。在长春市中医院工作期间，赵继福
担任第五、六、七批全国名老中医药专家学
术经验师承导师。他还率先在省内创办了

“赵继福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传承培训
班”，开创师承教育新模式，为吉林省培养了
一批中医药事业合格的接班人。截至目前，
赵继福已培养全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
继承人6人。“赵继福名老中医专家学术经验
传承培训班”已开办4期，培养传承人70人，
遍布全省各地。

每逢节假日，赵继福还会带领学生到边
远地区义诊，解决群众看病难、看病贵的问
题。几年奔走，延吉市、珲春市、临江市、长
白朝鲜族自治县等地区，都留下过赵继福看
诊的身影。这里的百姓至今都记得有一位
德医双馨的好医生，名字叫赵继福。

在赵继福的言传身教下，如今，他的很多
弟子已成长为名医、名师，中医传承不断延
续。为更好地推广学术经验及创新成果，赵继
福在长春市中医院、延边朝医医院、珲春市中
医院、北京中医药大学等地建立名医工作室，
通过定期义诊、教学查房、学术交流等方式，
培养基层技术骨干，促进学术交流。

“小武林高手”校园“论剑”
本报记者 朱 怡

本报讯 （记者张鑫多 通讯员殷丽娅）日前，中
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究所农业遥感学科组
科研人员提出了一种新的基于时空谱（TSS）数据的
数字土壤制图 （DSM） 方法，并将结果与我国传统
土壤图进行比较，取得了新进展。

科研人员对2000年至2019年的13个陆地卫星多
光谱数据进行融合，获取时间信息，以航天飞机雷达
地形任务数字高程模型作为空间信息，高分5号卫星
高光谱数据作为光谱信息。采用离散小波变换和谱带
分割方法融合时间和光谱信息，并将其与空间信息相
结合，获得时空谱信息。然后，将信息和随机森林模
型用于数字土壤制图。该方法大大提高了精度，为未
来的数字土壤制图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

本报讯 （记者胡晓琼）近日，记者从省科技厅
获悉，长春光机所承担的省科技发展计划项目“面向
康复机器人的力触觉反馈控制关键技术及应用研究”
通过验收。

该项目面向我省在高端制造业和康复医疗产业的
需求，充分发挥长春光机所先进的精密仪器装备研发
优势，以力位混合控制技术为核心，开发了具有高性
能力触觉反馈的康复机器人。该项目无力传感器的系
统化设计主从双向力位混合控制技术，利用观测器算
法代替力传感器的硬件装置，攻克了双向力位混合控
制的理论和关键技术难题，实现了稳态误差仅
0.015%的高精度力控制，有效促进了康复机器人向高
性能、轻量化方向发展。项目成果为我省高技术仪器
装备、高端制造业提供了新的技术支撑。

本报讯 （记者胡晓琼）近日，吉林大学与科技
企业成果供需对接会在长春新区举办，对接会系线上
线下结合，来自吉林大学的专家教授和高新技术企
业、科技型中小企业代表60余人参加线下会议，省
内100余家企业代表在线观看。

现场发布吉林大学科技成果200项，企业技术需
求50项。吉林大学还对5项具有较强产业化前景的高
水平科技成果进行路演，与会企业代表认真聆听，仔
细记录。多家企业代表及2家参会投资机构分别与路
演团队洽谈。此次对接会为高校与企业搭建平台，促
进高校院所科研成果落地转化。

本报讯 （记者胡晓琼） 7月31日，由长春市科
学技术协会主办的长春市产业创新发展学术论坛举
行，助力长春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

本次论坛邀请了中国工程院院士姜会林、吉林省
通用机械集团董事长李吉宝、吉林大学原管理学院院
长赵树宽和长春市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李雪飞，围绕
光电产业、汽车产业、冰雪产业创新发展研究及产教
融合内容展开主旨报告。

大家深入探讨产业创新发展的新理念，把创新作
为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把人才作为创新发展的第一
资源，希望为我市产业创新和专业人才培养提供有益
参考和启示，为我市区域经济振兴贡献智慧力量。

本报讯 （记者王菁菁） 日前，吉大一院泌尿外
二科为一名肾移植术后10年半的移植肾及输尿管多
发结石患者，成功实施了输尿管硬镜+经皮肾镜+输
尿管软镜的多镜联合碎石取石术。

此次接受手术的患者，体内多枚结石，直径在
0.2~0.8厘米，结石位置分散。该病例罕见，国内外
暂无相关治疗经验可借鉴。专家会诊后，决定采用多
镜联合同期处理移植肾及输尿管多发结石。

操作过程中，医生采用输尿管硬镜，处理移植肾
输尿管末端结石；采用经皮移植肾中盏途径建立经皮
肾镜通道，成功处理移植肾下盏结石；利用经皮肾镜
通道，向移植肾输尿管内置入输尿管软镜，成功将患
者移植肾输尿管内结石完全击碎粉末化。

创新为核，做精为主，长春特必克配
套产品份额国内占比达35%。

（胡晓琼供图）

2022年7月20
日，人力资源和社
会保障部、国家卫
生健康委、国家中
医药管理局以电视
电话会议形式举行
国医大师、全国名
中医表彰大会，长
春市中医院赵继福
教授荣获第二届

“全国名中医”称
号。

孙建一 摄

东北地理所

提供数字土壤制图新视角

长春光机所

康复机器人实现高精度力控制

吉林大学

多项科研成果寻求对接转化

市科协

主办产业创新发展论坛

吉大一院

完成罕见碎石取石手术

①乒乓球课
上，老师在认真
地教，学生在一
丝不苟地学。

②操场上，
学生们尽情追逐

“足球梦”。

③净月高新
区华岳学校准备
了丰富多彩的暑
假托管服务。图
为老师指导学生
们学习武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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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组摄影 孙建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