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版式策划：施烨 制图：施烨

2022 年 5 月 26 日 星期四 / 出彩 /6

20222022 年内蒙古年内蒙古““最美科技工作者最美科技工作者””
为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党的十九大、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科技工作者的荣誉感、自豪感、

责任感，充分发挥科技工作者的典型示范引领作用，激励全区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最美、争当最美，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区科协、科技厅、国防科工办联
合开展2022年内蒙古“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经过组织推荐、专家评审、社会公示等环节，共遴选出20名内蒙古“最美科技工作者”。

王强，男，汉族，中共党员，兴安
盟科右前旗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研究员。自参加工作以来，一直扎根
在牧业生产第一线，从事动物疫病防
治服务工作。30 多年来，他走遍了
全旗的草原牧区，服务农牧民近 10
万人次，诊断疑难畜禽病例 5 万多
例，科技帮扶养殖户 13000 多个，记
载有牧民姓名、电话、地址等信息的
服务日志，他写了满满 17 本。被科
右前旗牧民亲切地称之为“牛大夫”。

尹强，男，汉族，中共党员，中国农
业科学院草原研究所副研究员。博士
毕业的他学成后回归故里，扎根达拉特
旗，成为一名优秀的牧草生产技术推广
者。作为国家牧草产业技术领域目前
最年轻的试验站站长，他带领团队探索
完成“粮改饲”轮作模式3个，研发集成
牧草生产技术10余项，累计推广苜蓿种
植约10万亩，常年无偿为广大牧草生产
者提供电话咨询和技术服务，用默默的
坚守与奉献践行着自己的初心和使命。

王强 尹强

石继海，男，汉族，中共党员，包
头医学院第一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30 载的从医历程中，始终如一地坚
守“想病人之所想，急病人之所急”的
初心，每年接诊上万人次，成功诊治
皮肤科疑难、危重病症患者上千例；
同时作为包头市皮肤性病学科带头
人，他注重学科发展，带领皮肤科团
队打造包头市皮肤性病学领先学科，
大大推动了本地区皮肤性病学诊疗
技术的发展。

严科飞，男，汉族，中共党员，内
蒙古航天红岗机械有限公司高级工
程师。一直承担着碳/碳复合材料关
键技术的攻关任务，在成百上千次实
验后，攻克了多项碳/碳复合材料“卡
脖子”技术，建成了高温碳基复合材
料实验室，使产品性能达到国内先进
水平，实现了产品工程化应用和产业
化发展，开拓了研制碳/碳复合材料
的新天地。

张凡，男，汉族，中共党员，中核
北方核燃料元件有限公司正高级工
程师。他继承“干惊天动地事，做隐
姓埋名人”的“两弹一星”精神，弘扬

“强核报国、创新奉献”的新核工业精
神，多年来，带领科研团队在铀化工
应用领域取得多项重大科研成果，以
拳拳报国之心，助力国防科技事业的
壮丽腾飞！

石继海 严科飞 张凡

张元智，男，汉族，中共党员，内
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主任医师。
从事数字骨科相关研究 18 年，在国
内率先提出“数字骨科学”概念，在
内蒙古地区开展并推广数字医学的
应用，建立内蒙古首个数字医学中
心；在国内率先开展 3D 打印个性化
导航模板技术的设计与应用，研发
出内蒙古首个骨科手术机器人，并
成功应用于临床，为众多复杂性骨
折、骨创伤患者带来康复的希望。

张彤，女，汉族，中共党员，内蒙
古自治区地质调查研究院正高级工
程师。作为扎根野外工作 30 年的

“老地质队员”，牢记地质人的使命
和责任，主持开展的矿产资源潜力
评价及内蒙古矿产志研编工作，全
面反映了自治区矿产全貌及重要成
矿规律，为部署矿产勘查和新时期
找矿工作提供了基础资料和科学理
论支撑，把青春年华毫无保留地献
给了地质事业。

陈永福，男，蒙古族，中共党员，
内蒙古农业大学研究员。从事乳酸
菌及发酵乳制品基础研究和应用开
发工作，建成了全球最大的乳酸菌种
质资源库，最大限度抢救了“舌尖上
的宝贵遗产”，为我国乳酸菌及相关
产业发展保障了战略性资源。同时，
解决了菌株产业化技术难题，打破了
国外产品和技术垄断，极大提升了产
业科技创新水平和企业核心竞争力。

林团荣，女，汉族，中共党员，乌
兰察布市农林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主要从事马铃薯新品种选育工作，成
功选育抗旱、高淀粉等“蒙乌薯”系列
新品种 4 个，累计推广面积 10 万亩，
主持参与国家级、自治区级项目 10
余项，获国家发明与实用型专利 20
余项，把党和国家科技兴农的关心关
怀，播撒在了乌兰察布农民期待收获
的土壤中。

呼格吉乐图，男，蒙古族，内蒙
古农业大学副教授。为诊治和处理
鄂托克旗的区域性牛羊疾病，带领
150 多名师生奔赴基层百余次，挽
回当地经济损失约 3000 万元；成立
新玛拉吉乐兽医服务团队，常年坚
持提供牲畜用药咨询与疾病诊治等
技术服务。在基层的动物疫病防治
工作与兽医社会化服务中作出了卓
越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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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平，男，汉族，中共党员，内蒙
古自治区人民医院二级主任检验师。
几十年来致力于细菌耐药性的检测、
监测工作，为临床合理使用抗菌药物
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开展了多重耐药
细菌检测等多项研究，其中“多重耐药
细菌的流行和耐药性研究”等成果已
在全区卫生行业推广应用；在科学研
究、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中做了卓有
成效的工作。

祝勇，男，汉族，中共党员，内蒙
古医科大学附属人民医院（内蒙古自
治区肿瘤医院）主任医师。从事脊柱
疾病诊疗工作近 20 年，一直秉承“一
切以病人为中心，实实在在服务患
者”的信念，诊治病人上万例，并且为
25 名患者申请近 70 万元的基金资
助。疫情来临时，他始终站在抗疫第
一线，逆流而上，不畏风险，遏疫情之
患，保万家平安。

徐兴健，男，汉族，中共党员，兴安
盟农牧科学研究所研究员。从事科研
工作以来，一直从事农业与环境微生
物、植物—微生物互作，作物品质与产
地环境之间效应关系等方面的系统性
研究工作。主持参与各类科技项目10
余项，发表 SCI论文 40篇，发明专利 5
项，参与审定水稻新品种3个，参编地方
标准3项，默默耕耘在农业生产科研第
一线，为保障粮食安全和促进农村牧区
经济发展贡献了力量。

钱震，男，汉族，中共党员，内蒙
古伊泰煤基新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正高级工程师。长期从事煤化工研
发工作，致力于从根本上改变目前我
国高端材料主要依赖进口的局面，以
创造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为
己任，申报国内外专利 180 余项，对
地区煤化工产业安全、高效、绿色发
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庞英军，女，汉族，中共党员，呼
伦贝尔市中心城新区新海中学高级
教师。她注重在基础教育中培养创
新 型 人 才 ，自 编 航 模 、创 客 、3D 打
印、编程 4 科科技课教材，带领新海
中 学 走 出 了 一 条 科 技 特 色 发 展 之
路，主持的自治区级课题为更多的
学校开展好科技教育提供了有益借
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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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晓霞，女，蒙古族，中共党员，
内 蒙 古 自 治 区 农 牧 业 科 学 院 研 究
员。围绕甜菜生产的关键技术瓶颈
问题，开展了调查研究及深入的技术
研究与学习，攻克了甜菜的需水规
律、灌溉制度、养分需求转化规律及
连作障碍机理等关键技术。助推甜
菜产业呈现跨越式发展，使内蒙古跃
升为我国第一大甜菜制糖基地。

詹发禄，男，汉族，中共党员，内
蒙合成化工研究所研究员。一直从
事高能推进剂研究工作，先后承担多
项重点任务，研究的某高能推进剂技
术达到国内领先水平，某型推进剂工
程化应用项目取得多项技术突破，超
前布局，开创了推进剂研制和应用的
新领域。

鲍布日额，男，蒙古族，中共党
员，内蒙古民族大学蒙医药学院二级
教授。30 多年来一直从事蒙药学教
学科研工作，通过本草考证，解决了
几十种常用蒙药的基源混乱现象；开
展生药学鉴别研究，补充和提升了部
分常用蒙药材的质量标准，为提高蒙
药材质量，确保临床用药安全和有效
作出了突出贡献。

谭维贤，男，土家族，中共党员，
内蒙古工业大学教授。在雷达成像
技术与遥感应用相关方面开展了大
量研究工作，主持多项国家级、省部
级项目和横向课题，已授权发明专利
50 余项，完成科技成果转化 2 项。在
公共安全检测、滑坡监测和应急救援
的多个应用领域发挥了重要作用，产
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

樊志文，男，汉族，中共党员，通辽
第五中学高级教师。从教近 20年来，
他把全部的热情和精力倾注在所热爱
的教育事业上，除了带领学生开启科
技项目外，他还亲手研制和辅导学生
制作具有开拓性、科学性、趣味性的小
发明、小制作，先后获得 63个国家级、
301个自治区级奖项。他是一名教师，
更是学生科学梦想的“引路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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