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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讯（记者史强 通讯员王亚
芳 蔡敏）打开水龙头，看到强劲的水流喷
涌而出，汉阳区江汉二桥街玫西社区居民
周丽霞笑了。社区二次供水改造工程通过
验收后，家住7楼的她终于不再为“用水难”
担心了。

长江日报记者 13 日在现场看到，二
次供水转压站已投入使用，施工单位正
在旁边改建新的健身广场。社区书记
孙琳娣告诉记者，这项解决了 3000 多户
居民“水压低”难题的民生工程，曾遭到
部分居民强烈反对，最终依靠广泛宣传
和协商，大家达成共识，才确保了工程
顺利完工。

据了解，该社区建于2000年，有65栋住
宅楼、3000余户居民。因为管网老化、原先
的设计管道口径越来越不能满足需求，居
民家中水压普遍不足，高楼层的住户家中
水压更低，居民们多年来一直盼望能彻底
解决水压不足的问题。

“为了保证有水使用，我专门买了2个
大桶储水，燃气热水器也换成了电热水
器。”周丽霞家在顶楼，之前为了保证生活
用水，她专门买了2个10斤装的水桶储水，
还专门换了电热水器，24 小时不敢关。即
使是这样，像她这种住在5楼以上的居民，
很多都选择在晚上10时后，其他人用完水

之后再洗澡。
2020年6月，汉阳区决定对玫西社区进

行二次供水设施改造。没想到，关键的转
压站在选址上却遭到部分居民反对。由于
转压站占地面积300平方米，只有社区的小
广场可以容纳。方案公示后，“附近一些住
户担心有噪音和辐射，还有居民认为占用
了自己的休闲场地”。孙琳娣告诉记者，矛
盾最激烈时，社区张贴的宣传告示被人撕
了四五次。

为了解决这一矛盾，社区第一书记、街
道相关负责人、社区及施工单位先后召开
了3次协调会，邀请有异议的居民面对面沟
通；同时还举办了3次居民代表见面会，现
场讲解施工方案，消除大家的疑虑。社区
工作人员和下沉党员们分头到各自楼栋进
行宣传，一些党员还利用晚上和居民跳广
场舞的机会进行讲解。

经过多方沟通协调，设计单位也根据
居民的诉求，将转压站的横向布局改为纵
向布局，尽量少占用健身广场的面积。最
终双方达成了一致，工程如期完成，目前通
水率已超过97%。

目前，社区正在对原来的健身广场进
行改造。孙琳娣介绍：改造后的健身广场
将建一个标准羽毛球场和步道，可以满足
居民健身锻炼的需求。

“用脚”写论文，团队平均每天10人以上住在农民家里
贺雪峰和他的研究团队因为坚持“田

野的灵感、野性的思维、直白的文风”，被学
界称为“华中乡土派”。

土，是真“土”。贺雪峰身为武汉大学
社会学院院长，事务繁多。然而，他一年中
有四分之一时间在跑乡间地头，他带领团
队花在调研上的时间更多。通常，团队成
员的调研是集体调研，每次调研都会分成

小组，白天调查，晚上讨论，调查结束后撰
写调研报告和调查随笔。

多年坚持，贺雪峰和他所率领的学术团
队跑遍全国绝大多数省份，上千个村庄，累计
驻村调研工作日超过7万个，平均下来每天
同时有十人以上住在农民家里调研。最长记
录的一位博士生，读博期间驻村调研635天。

在武汉大学社会学院，“硕士读经典，博

士做经验”是惯例。硕士研究生分为学习小
组，集体读书，每月一次“与院长面对面交
流”，同学们以“8107”为荣。所谓8107，就是
早八晚十、一周七天泡图书馆读经典。

博士研究生们则要广泛调研，要跑遍
中国大地。博士生有三分之一的时间在驻
村调研，大多数博士研究生撰写调研报告
超过百万字，在这基础上再撰写博士论

文。三年训练经典，三年训练经验，有了经
典+经验的基础，再撰写博士论文就是一件
自然而然的事情。贺雪峰说，社会科学的
论文首先要用“脑”、用“脚”，然后才是用

“笔”写出来。
“用脚”“写”论文，写出了国内一流水

平。最近几年，武汉大学社会学院论文发
表量达到年均一百多篇。

从最深层的现实获得经验质感，避免学术教条
曾有学界同行将“华中乡土派”称为

“朴素经验主义”，贺雪峰坦然受之。从
2006年开始，贺雪峰所在学术团队开始尤
其强调调研，并将这一年称为“调研年”。
由此一发不可收拾，年年都成团队“调研
年”，延续至今。在贺雪峰看来，村庄经验
不止于村庄，而是通向中国社会科学研究
的桥梁。

在刚出版的新书《在野之学》中，贺雪

峰写道：中国社会科学是从西方引进来的，
以西方经验为基础创建发展并专业化。引
进来的西方社会科学，却并未真正对中国
5000 年历史和当下 14 亿中国人民在全球
化的国际分工处境作基本观照，没有经历
一个中国本身的宏大叙事，就直接进入到
西方引进社会科学话语下的专业研究，无
异于照猫画虎。

贺雪峰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

不同，社会科学研究必须以理解经验与
实践为基础。中国是一个有 5000 年农业
文明的古国，是一个以独特方式进入现代
化的国家，是一个拥有 14 亿人口超大规
模、960 万平方公里广袤腹地的大国——
这样的“中国”，西方理论既没有解释，也
解释不了。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应当
有一种强烈使命担当，深入中国实践，
深 刻 地 总 结 和 发 展 中 国 理 论 ，想得更

深，跑得更快，为中国问题提供思想、理
论和方案。

在调研中感受最鲜活也最深层的中
国现实，长期沉浸其中会获得一种“经验
质感”和“学术直觉”，避免犯教条主义错
误。贺雪峰所率领的学术团队不仅注重
理论问题的研究，而且关注实践，关注政
策。他们对政策问题的辩论，对决策产生
了一定影响。

中国社会科学正面临大破大立，中国实践一定可以得到更加深刻解释
知乎上有人讨论，贺雪峰倡导的读书

以西方论著为主，阅读西方著作的比例是
否过大？有一位曾是读书会成员的答主获
得高赞：若不综观人类文明成果，如何理解
中国实践？

贺雪峰说，中国的社科学者要有一个
基础，就是吸收古今中外一切文明成果，为
我所用。毋庸讳言，社会科学是西方舶来
品，没有长时间阅读西方社会科学经典的
训练，就很难形成社会科学的思维模式与
分析能力。改革开放后，中国学者用几十

年时间翻译了大量西方经典著作，这些经
典著作是人类文明成果的结晶，只有认真
学习，才能为中国的社会科学研究打下扎
实的理论基础。

同时，学习西方理论是为了发展自己，
而不是为了成为他人理论的注脚。人类文
明成果与中国实践相结合的关键在于确立
中国研究的主体性。中国社会科学研究首
先是为了解决中国问题，不应沉湎于西方
经典的考据学、训诂学，更不能以在国外核
心期刊上发表论文作为学术追求。

中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调查中国、
认识中国、理解中国，回答中国的问题，探
索中国的道路，而不是仅仅用中国实践去
证实西方理论。

集体所有制是其中一例。贺雪峰说，
按照西方经验和西方理论，农村集体所
有制就是一个“怪胎”。生产资料要么公
有，要么私有，“集体所有”显然超纲了。
但是在中国实际中，集体所有制对中国
农村经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起了至关重
要的作用。

贺雪峰说，中国社会科学正面临大破
大立。当下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六七十
万人，如果这六七十万学者都进行从经验
到理论再到经验的研究循环，则几乎所有
中国实践都可以得到充分研究，从而形成
不计其数的基于中国经验的学术对话、批
评、交流和积累，中国社会科学研究就一
定能够突飞猛进，中国实践就一定可以得
到更加深刻的理解与解释，中国社会科学
也可以为中国实践提供更为准确可靠的
政策意见。

长江日报讯（记
者刘睿彻 通讯员吴
丹 黄菲 实习生谢睿
丽）13 日，长江日报
记者从中国（武汉）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获
悉，在激光加工装备、
海洋工程装备、汽车
燃料电池这几个领
域，武汉的专利申请
量全国靠前。

据悉，高端装备
制造产业是国家战略
性新兴产业的重要组
成部分，主要包括新
能源汽车与智能网联
汽车、智能制造装备、
海洋工程装备、城市
轨道交通装备和航空
航天装备等领域。

由中国（武汉）知
识产权保护中心联合
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
局专利审查协作湖北
中心、紫藤知识产权
管理（武汉）有限公
司，对近五年高端装
备制造产业的中国地
区专利（包括外国申
请人来华专利申请）
进行分析，并提供了
分析报告。

在新能源及智能
网联汽车领域，从整
体申请趋势看，国内
近五年的专利申请呈
现持续上升趋势，说
明该领域在全国处于
快速发展阶段。从这
一领域的各分支技术
领域看，湖北武汉在
燃料电池技术方面的
专利申请量，全国排
名明显优于其他分支
技术领域。湖北地区
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
车领域申请人前十位
一半为高校，排名第一的为武汉理工大学。同
时，东风汽车相关企业作为湖北地区主要的新
能源汽车技术研究企业，也提出较多专利申请，
铁四院也围绕着配套智能化汽车应用申请了不
少专利。

中国（武汉）知识产权保护中心建议，武汉
在新能源及智能网联汽车领域拥有很好的基础
条件和发展潜力，应当加大产学研合作的支持
力度，引导高校、科研院所与本地区经济发展、
企业创新活动相结合。

据分析报告，在智能制造装备领域，湖北武
汉的专利申请2019年增加明显，这与近年来智
能制造装备领域密集招商引资和投资密不可
分。据悉，智能制造装备包括3D打印、高端数
控机床、工业机器人、激光加工设备和智能仪器
仪表等分支技术领域。智能制造装备各分支技
术领域前十位的申请地区中，均能看到湖北的
身影，尤其是激光加工装备领域，湖北排名第
四。

海洋工程装备主要是石油开采、储运相
关的作业装备，包括储卸油船、生产平台、钻
井平台以及配套的起重船、潜水作业船等。
在海洋工程装备的各分支技术领域，湖北武
汉专利申请人均进入了前十，但在储卸油船、
海洋生产平台以及钻井平台等领域与排名靠
前的沿海城市有一定的差距。近五年国内专
利申请排名前十的申请人中，中海油系列公
司占据了 3 家，其中武汉船用机械公司的专
利申请量排名第六位。从湖北地区申请人排
名来看，专利申请人主要为企业，其中武汉船
用机械公司排名第一。前十的申请人中还包
括武汉理工大学、华中科技大学、海军工程大
学、中船重工 719 所、中国船舶研究设计中心
等高校院所。

据介绍，通过开展产业专利导航分析，有助
于科学规划产业知识产权布局，培育产业专利
优势，促进武汉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贺雪峰简介：
贺雪峰，1968 年生，

湖北荆门人，武汉大学社

会学院教授、院长，武汉

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

中心主任。2015 年入选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

教授。出版二十余部学

术著作，发表数百篇学术

论文。学术上强调经验

训练的极端重要性，主张

建立有主体性的中国社

会科学。提出了大量具

有一定影响的理论观点。

哪怕是在极其特殊的2020年，武

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贺雪峰也依然坚

持在田野上结束这一年。12月中下

旬，他带领70人的研究团队分成三

组，同时在河南、江苏、安徽三地驻扎

村里，调研农村治理。

这是53岁的贺雪峰治学的第25

年。自2004年起，他已经连续18年

每年花上两三个月的时间驻村调

研。“驻村”不是简单调查，而是真正

住在农民家里，与农民同吃同住，打

成一片，深入农民生活当中。在他看

来，不理解农业、农村、农民，就很难

理解中国。

自信说出中国话·新时代学人

武汉大学社会学院教授贺雪峰：

中国学者首先要回答中国问题
长江日报记者鲁珊

二次供水转压站选址曾遭部分居民反对

多方协商解难题
居民终于不用错峰洗澡了

家住7楼的周丽霞如今可以正常使用自来水。 通讯员孙琳娣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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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雪峰教授接受本报记者采访。 长江日报记者彭年 摄

长江上又新增一座公铁大桥

武汉建桥国家队再创纪录
长江日报讯（记者陶常宁 通讯员朱玥 唐

和平 陈甜）1月13日9时30分，由中铁大桥院
设计、中铁大桥局承建的巢马城际铁路马鞍山
长江公铁大桥主墩正式开钻，这标志着巢马城
际铁路正式拉开了建设序幕。

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位于马鞍山长江公路
大桥上游约2.3公里处。“为了落实长江大保护要
求，减少桥梁建设对防洪、生态环境和长江航道
的影响，大桥采用三塔两主跨设计，两大主跨超
千米，分别跨越牛屯河边滩和主航道。”中铁大
桥院马鞍山公铁大桥负责人杨灿文介绍，大桥
上层公路为双向六车道城市快速路，时速80公
里；下层为两线巢马城际铁路，设计时速250公
里，以及预留两线城际铁路，设计时速200公里。

“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是超大规模、超大双
主跨、超高塔、超大直径钻孔桩等的组合体，将
创下多项世界之最。”中国中铁大桥局项目总
工程师刘爱林介绍。单跨1120米，双跨连续跨
度2240米，为世界最大跨度三塔斜拉桥；中塔
塔高345米，相当于115层楼高，为世界最高桥
塔；中塔基础采用60根直径4米的钻孔桩，为世
界上内河最多和最大直径钻孔桩。

马鞍山长江公铁大桥是巢马城际铁路的控
制性工程，巢马城际铁路是国家“八纵八横”高
铁网沪汉蓉快速通道合肥至上海间的重要组成
部分，设计时速350公里。巢马城际铁路作为
安徽省首条省市共建的城际铁路项目，北接商
合杭高铁,东联苏南沿江城际，既是马鞍山市与
省会合肥的直接联通线，又是安徽通往上海等
长三角城市的高铁新通道，对促进长三角一体
化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