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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与中融信托财富中心主办的“中融·财富杯 顺义好邻居”第四届征集活动开始啦！每

Community News

顺义
社区

周报道一对或两对好邻居家庭，共计 50 对。欢迎您拨打本报热线电话 60416606 报名，或通过本

报微信举荐您与邻居的故事。我们筛选后，将派出记者采访报道。经过公众投票，将评选出 3 对共 6 个“好
邻居”家庭，并评出一、二、三等奖。一等奖每个家庭获 1 万元、二等奖家庭获 6000 元、三等奖家庭获 3000

本栏目由顺义区
精神文明办、政法委共同协办

元的奖励。此外，
未获得前三名的好邻居，
每个家庭也将获得 500 元奖励。

顺义区第四届好邻居（22）

三十余载 做彼此坚强的后盾
两家同住马坡镇白各庄村

两位丈夫牵线搭桥，
筑起友谊之桥

两家表示 要相互陪伴下去

“我们两人嫁到白各庄村之前，
他俩就

家住马坡镇白各庄村的康秀娥和魏桂芳自打嫁到该村起，就成为无话不谈的

“桂芳不管做什么好吃的，都给我拿

是
‘穿一条裤子’
长大的好朋友。”
康秀娥笑

好朋友、好邻居，至今已经相伴彼此三十余载了。如今的两人，相互帮扶、相互打

来一份。”康秀娥说，有时家里还没有做

着告诉记者，
在农村里随便找两户人家，
几

气，
遇到谁家有难事，
对方一定会第一时间赶来帮忙，
做彼此最坚强的后盾。

饭，就听到魏桂芳打来的电话，让他们一

乎都能“攀上”亲戚，而她的爱人与魏桂芳

起去她家去吃饭。
“这样的事情很多，我

的爱人虽说是“叔侄”辈分关系，但由于年

平时工作比较忙，桂芳经常做好吃的给我

龄相仿，
其实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

拿过来。尤其是做了什么新花样的菜或

“在上一辈两家人就走得近，再加上

主食，第一时间就给我拿来，让我尝尝。”

他俩是好朋友，所以我们俩自然而然地就

康秀娥表示，无论家里发生什么事情，都

相熟起来。”魏桂芳称，由于她与康秀娥都

能看到魏桂芳的身影，
“我们家孩子结

属于乐天派的性格，再加上两人爱人的牵

婚，他们两口子没少帮忙，跟自己家孩子

线搭桥，她们迅速熟识起来，到现在更是

结婚一样。”

谁也离不开谁。
“ 她来我家聊聊天，我去她

“ 这 么 多 年 来 ，我 们 从 来 没 有 红 过

家坐坐，那是再寻常不过的事儿了。”康秀

脸。”康秀娥说，彼此遇到什么不痛快的事

娥也笑着表示道，
“ 现在我们姐俩儿比他

情，相互说一说，心情就好了很多，
“ 我们

们哥俩儿的关系还要好！”

两人就跟彼此的后盾一样，互相帮助，互

寒冬夜停电 连夜赶来修理

相支撑。”

某 年 的 一 个 冬 夜 ，魏 桂 芳 家 忽 然 停

好意思。”接到电话的康秀娥，赶紧喊来自

来，生怕少说了什么，无法体现两家的亲

“我家小石头张嘴就叫她‘妈妈’，你

电，由于家中需要使用电，又已是夜里 10

己的爱人，去魏桂芳家帮忙。在他的帮助

密关系。魏桂芳表示，由于爱人身体不太

说我们这关系。”康秀娥笑着表示，两家

点多了，无法找人上门维修。
“ 给康秀娥打

下，魏桂芳家里的灯终于亮了起来，不仅

好，不能干太重的体力活，每当家里有什

还要这样陪伴下去，一起分享彼此的点点

电话！”魏桂芳表示，她第一时间就想到了

照亮了整栋房子，
更温暖了两家人的心。

么需要帮忙的，都是康秀娥和她爱人忙前

滴滴。

自己多年的好邻居，
“ 就我们两家的关系，
我给她打电话找他们帮忙，从来不觉得不

“这么多年了，没少帮我家。”提起康
秀娥家与自家的事情，魏桂芳的话多了起

文/记者 孔令阳

忙后帮忙，
“ 别看我爱人不干活，他还当起

摄影/童童

总指挥了！
”

较真儿的 88 年博士后
解决水性防水涂料耐水性难题 开创水性防水涂料领域世界先例
“目前，全国

用于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的聚合物乳液，

涂料关键技术已经成熟，在长期浸水环境

防水涂料行业都

配方实验量多达一千多组，但是未能明显

中其耐水性能由现有市面产品的 50%增

存在水性防水涂料耐水性差的问题，
我作为

改善其耐水性能。”
“ 难道这个课题就此夭

至 80%以上。”韩光称虽然已经在东方雨

防水行业龙头企业东方雨虹的一名在站博

折？”这一挫折使韩光博士意识到由于整

虹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作两年多，马上面

士后，
有责任为国家解决水性防水涂料耐水

个水性防水涂料行业都缺乏对原材料的

临出站，但他表示仍会继续在该科研工作

性差的难题。”2015 年 7 月进入北京东方雨

深刻认识，所以只进行单纯的配方开发，

室工作。
“东方雨虹是一个技术创新型企

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博士后工作站的

根本不能解决现有的问题。认识到这点

业，可以为科研工作者提供良好的发展平

的韩光博士，决定带领自己的团队从原材

台，两年的时间已经让我融入了这个团队

水性防水涂料耐水性差这一难题。如今，
在

想法的韩光，经过与公司领导多次沟通

料入手。
“ 想要创新必须从原材料入手，自

当中，未来的时间我会利用自己所学进一

他与团队两年的不懈努力下，
研制出高耐水

后，将自己博士后研究的目标锁定在东方

己合成新的、满足要求的聚合物乳液。”

步解决企业的实际问题。”

性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关键技术，
该项技术

雨虹最急迫解决的水性防水涂料耐水性

为了更好地研制新型聚合物乳液，韩

说到接下来的目标，韩光博士笑着表

开创了水性防水涂料领域的世界先例。

差这一难题，力争在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工

光博士由东方雨虹委派至美国里海大学

示，
“水性防水涂料的耐水性问题是制约水

挑战极限 超越自我

作期间，能给企业留下自己的科研成果，

聚合物乳液中心（EPI）进行为期一年的访

性防水涂料发展的最主要问题之一，
目前我

推动企业创新，
为企业解决难题。

学。访学期间，他白天做实验，晚上查阅

们已经成功获得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的高

乘风破浪 勇于创新

韩光博士，
将自己的博士后科研课题瞄准在

1988 年 5 月生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
的韩光，毕业于大连理工大学高分子材料

资料、写报告，经常还要与东方雨虹相关

耐水技术，
下面我们将完成技术向产品的转

“随着环保要求的越来越高，
水性防水涂

领导、同事进行视频会议。由于时差关

化。同时，
我们还将继续进行单组份水性防

分 子 化 学 与 物 理 专 业 攻 读 博 士 学 位。

料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
但是现有水性防

系，他时常只能休息 2-3 小时。经过一年

水涂料高耐水技术的系统研究，
彻底、全面

2015 年，他获得理学博士学位后，加入北

水涂料在长期浸水环境下存在性能大幅衰

的不懈努力，他带领团队终于制备出具有

解决水性防水涂料耐水性较差的难题。”

京东方雨虹防水技术股份有限公司博士

减、
涂膜整体溃烂等现象。而我们研发的高

疏水自交联性能的聚合物乳液，将其应用

后科研工作站，担任该公司产品研发中心

耐水性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可以很好地解决

于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中，可大大提高聚

专项技术经理兼特种功能防水材料国家

这一难题。”
据韩光博士介绍，
水性防水涂料

合物水泥防水涂膜浸水后的各项性能保

据悉，
目前顺义区共有23家博士后

重点实验室材料基础研究小组组长，主要

一般分为单组分和双组分两种，
聚合物水泥

持率。
“ 那段时间很难熬，但是当看到结果

科研工作站、
10家园区分站、
3家创新实

负责特种水性防水涂料的研究与开发，以

防水涂料属于双组分水性防水涂料，
该种防

时觉得一切都是值得的。”
韩光兴奋地说。

践基地和12家基地工作站，
先后培养博

及防水材料基础研究课题的统筹与规划。

水涂料具有性价比高、
柔性可调、
与潮湿基层

不忘初心 持之以恒

士后、
青年英才55人，
行业涉及新能源、

与工程专业，之后被保送进入南开大学高

“我更喜欢具有挑战性的工作！”获得

粘接性能较好等优点，
目前市场需求较大。

如今，在韩光及其团队两年的不懈努

博士学位的韩光，毕业后在高校、国企、外

选定课题之后，韩光博士带领团队马

力下，已为东方雨虹成功研制出高耐水性

企、私企众多机会中，坚定地选择了飞速

不停蹄进行研究。首先建立水性防水涂

聚合物水泥防水涂料关键技术。该技术

发展的上市企业——北京东方雨虹防水

料耐水性评价体系，然后对现有水性防水

应用于生产后，大大提高企业的核心技术

技术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雨虹），

涂料的耐水性能进行系统的评价与分析，

竞争力，同时该技术开创了水性防水涂料

并进入该公司博士后科研工作站从事研

发现聚合物乳液是影响其耐水性能的主

领域的世界先例。

究工作。
“ 成长与压力成正比！”秉着这一

要因素。
“我们在市面上几乎找了所有适

“现在我们高耐水性聚合物水泥防水

背景材料

信息技术、
生物医药、
现代农业、
现代制造
业等领域。博士后科研工作站先后承担
863、
973等国家级项目10项，
北京市级科
研项目27项，
单位科研项目197项，
申报
各项专利151项，
完成专业论文188篇，
科
研成果获得省部级及以上奖励32项。
文/记者 孔令阳 供图/韩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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