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巾帼心向党，喜迎二十大。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在大力实施“三高四新”战略、奋力建设
现代化新湖南的新目标中，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发扬担当和奋进精神，攻坚克难、创新突破、砥砺前行，彰显建
功新时代的湖湘巾帼力量，勾勒奋斗女性的最美剪影。  
      继巾帼初心耀三湘——初心篇、传承篇、奋斗篇、先锋篇系列专题之后，湖南省妇联、今日女报 / 凤网再
次推出“巾帼初心耀三湘·强国复兴有我”专题报道，聚焦湖湘高层次女性人才，为您讲述“强国复兴有我”的
湖湘巾帼故事，展示她们凝聚着智慧与汗水的精彩人生，激励广大女性争做伟大事业的建设者、敢于追梦的奋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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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瑾，苗族。1981 年出生。工

学博士，教授。九三学社社员。湖

南人文科技学院材料与环境工程学

院院长。2018 年起任娄底市新化县

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团长，新化县

科技副县长。以第一发明人申报发

明专利 3 项，实用新型专利 5 项，

获授权发明专利 2 项，实用新型 5 项，

转让专利 6 项。

人物档案

从 9 家到 20余家，她为传统陶瓷插上科技翅膀

2018 年，精准扶贫正如火

如荼开展着。为了能够倾听陶

瓷厂主和陶瓷生产工人的真实

心声，帮助他们提高陶瓷附加

值，文瑾主动报名，成为了新

化县科技扶贫专家服务团团

长、科技副县长，带领科研人

员到新化开展服务，“全省总共

51名挂职科技副县长，我是唯

二的女性之一”。

新化，曾是国家级贫困县

和科技弱县。要发展，没有科

技“赋能”，“山窝窝”如何与

发达地区竞争？从担任新化县

科技副县长的第一天起，如何

让新化科技创新“活”起来，

是文瑾一直在思考的问题。到

达新化的第二天，她立即带队

到县里的陶瓷企业进行调研，

“我挂职的时间有限，每一分

一秒都不能浪费”。

世界陶瓷科学院院士林华泰

教授是业界权威，文瑾想要把

林教授请到新化来，为新化的陶

瓷产业注入最新的技术活力，在

新化建一个院士工作站。可要想

请到这样的专家并不容易。

为了请到林华泰，文瑾曾

两次南下广州，一次北上沈阳。

一次次坚持，终于促成了林华

泰的新化之行。经他牵线搭桥，

新化县的多家陶瓷企业和大企

业达成了合作协议，新化陶瓷

产业科技含量获得显著提升。

为让新化企业家接触更多

前沿科技，文瑾带领他们先后

赴厦门稀土研究所、景德镇陶

瓷行业等考察学习，参加上海

国际先进陶瓷研

讨会与展览会、

在长沙举办的

村田电子元器

件技术研讨会

等，还组织企业

到高校和研究所

对接专家。一开始，

面对文瑾的学习号召，

大家都不愿意参加，认为是浪

费时间。后来，看到文瑾把专

家从外面一个个引进来，大

家这才发现文瑾并不是在说空

话，而是真的在帮他们。这之后，

每次文瑾一组织学习，大家的文瑾一组织学习，大家的

积极性都�分高�。都�分高�。�分高�。

2019 年 5月25日，在由中

国硅酸盐学会发起的第�一届

先进陶瓷国际研讨会上，文瑾

受邀介绍新化陶

瓷产业的发展

历程和发展现

状，新化陶瓷

因此获得了极

大关注。

对于其他产

业如文印产业，作

为科技副县长的文瑾也

有求必应，积极为其对接专家，

成立北京中科院老专家技术中

心新化工作站，将湖南大学 3

位专家，聘为科技专家服务团

成员，为新印科技的墨粉研发、

安全复印、软件开发等提供技

术保障。同样受惠的还有养殖

产业，在文瑾的牵头下，新化

石蛙养殖团队与贵州石蛙养殖

公司开展了深度交流合作。

“既然不能继续在实验室

里进行科研，那我就转换思路，

用科技来服务产业。”2011年，

从中南大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又有着公派留学到日本名古屋

大学的经历，文瑾很顺利地入

职了湖南人文科技学院化学与

材料科学系，成为了这里的一

名讲师。

文瑾1981年出生于湘西土

家族苗族自治州泸溪县，在求

学期间，她的研究方向是功能

粉体材料研究，她原本计划，

在任教的同时，继续完成自己

关于金属粉体的研究。

但没过多久，文瑾就发现，

受多方限制，当下只能将工作

重心放在教学任务上。于是，

第一年，文瑾就承担了物理化

学、物理化学实验、大学化学、

专业英语等课程的教学任务。

教学工作逐渐熟练起来，

文瑾开始坐不住了，她希望能

够走出校园，对接企业和生产

一线，用自己的所学为当地的

产业服务。

为此，文瑾尝试着接触了

娄底的一家企业，但这次试验

最终以失败告终。文瑾没有气

馁，她了解到，国家为加快边

远贫困地区、边疆民族地区和

革命老区的科技建设，推出了

“三区人才项目”，于是，她报

名成为了老家湘西泸溪县的科湘西泸溪县的科泸溪县的科

技特派员，为当地生产铝粉的

企业提供技术服务。帮助对方

在生产技术上进行改进，降低

铝粉生产成本的同时，也提高

产品的性能。

和泸溪企业对接的同时，

文瑾也在寻找服务娄底当地企

业的方法。2015 年，文瑾跟随

娄底市领导带队的调研团队，

调研了新化县当地的陶瓷产业，

近距离观看了陶

瓷材料生产的

过程。

新化县曾

有“电子陶瓷

之乡”的美誉，

但由于人才后备

力量不足，新化县

陶瓷产业的技术含量还

有更高的提升空间。为此，从

新化回来后，文瑾将陶瓷复合

材料也纳入了自己的研究方向。

两年后，她又带着几位研究方

向和陶瓷材料生产有关的博士

研究生组建了一个科技服务团

队，为企业提供技术服务。

与此同时，文瑾也没有��

视自己的科研计划。一次，在自己的科研计划。一次，在

指导学生论文的过程中，文瑾

突然获得灵感，想要对泡沫陶

瓷进行研究。

“泡沫陶瓷是一种具有高

温特性的多孔材

料，已经应用

到 隔 热、 吸

音、电子、光

电、传感、环

境生物及化学

领域。”在翻阅

多种文献后，文瑾

决定，组建团队，研究

碳化硅泡沫陶瓷的制备方法。

“学院的实验室里有一个小

小的烧窑炉，我们就在那里开

展研究。”在文瑾和团队一年多

的努力下，一种全新制备碳化

硅泡沫陶瓷的方法问世了，通

过文瑾和团队的研究，这种新

制备出来的碳化硅泡沫陶瓷性

能更加优越。

很快，文瑾和团队为这个

新发明申请了发明专利，“目前，

我们正在试验着将这种制备方

式正式投产于工业化生产”。

在新化工作的过程中，文

瑾深深地发觉，新化陶瓷产业

的发展急需人才，除了引进人

才，培养本土人才会更有利于会更有利于更有利于

可持续化的发展。

早在来新化任职之前，文

瑾就曾在学院选了一批优秀学

生，送到新化的企业进行为期

半年的顶岗实习，学生对企业

的认可度很高，企业对学生的

能力也非常肯定，但由于当时

新化县的产业园区配套不够，

这些学生最终都走了。

到新化履职后，文瑾越发

认识到人才问题的紧迫性。一

方面，她通过与企业沟通，引

导企业转变观念，重视人才，

同时就如何吸引、招聘、留住

人才，为企业出谋划策，如提

高工资待遇、规范员工发展制

度、改善员工工作环境等；另

一方面，她为新化各主要产业

企业牵线搭桥，组织企业到娄

底职院、潇湘职院等学校开展

人才招聘座谈交流会，建立实

习基地和产学研研究基地。

同时，她与新化县当地的

职业中专学校对接，和湖南人

文科技学院开展合作，提出了

在新化职业中专建立陶瓷学院

的方案，希望能够为产业培育

人才和留住人才打下一个好的

基础。

经过一系列的措施，新化

县陶瓷高新技术企业从 4 年前

的 9 家发展至如今的 20 余家，

陶瓷的科技含量也大大提升。

如今，挂职即将结束，文

瑾并没有停下对新化陶瓷产业

发展的思考。她告诉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自己接下来将继续

围绕陶瓷来开展科技服务，下

一步，她打算促成新化县�县促成新化县�县新化县�县

政府和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材料

与环境工程学院一起合作，在

新化县经济开发园区建立一个

产业孵化基地，为陶瓷企业的

研发提供更多便利。

C   培养人才，为陶瓷产业持续发力

B   请来院士，为陶瓷产业增值助力

A   转换思路，从科研到教学再到产业服务
经过一系列的措施，新化县

陶瓷高新技术企业从 4 年前的 9
家发展至如今的 20 余家，陶瓷
的科技含量也大大提升。7 月刚
刚结束，文瑾即将卸任自己在
娄底市新化县科技副县长一职，
过去的 4 年里，她驻扎在新化
县，用科技的力量和科学的手
段，服务当地的陶瓷产业，在
助力新化成功脱贫后，继续帮
助新化县实现乡村振兴。

文瑾是湖南人文科技学院材
料与环境工程学院院长、教授，
从 2011 年入职湖南人文科技学
院以来，文瑾最开始的想法是
在传道授业的同时继续科学研
究，但随着脱贫攻坚和乡村振
兴轰轰烈烈地开展，文瑾也坐
不住了，“我要用我的所学来服
务产业”。为此，她主动报名，
成为了新化县科技扶贫专家服
务团团长、新化县科技副县长。

如 今， 挂 职 即 将 结 束， 文
瑾并没有停止自己对新化县陶
瓷产业的科技帮扶，她想“要
让新化陶瓷的产业链更加完善，
陶瓷附加值更高”。 

今日女报 / 凤网记者 欧阳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