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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刘成昆/文

（上接第一版）
江西森泰药业有限公司是一家化工企业，于 2005年底

开始建设厂房，2007年 3月正式投产。据了解，当时在引进这
家企业的时候，鹰潭工业园做了细致的选址论证。鹰潭市志
记载，鹰潭常年以东北季风为主，为给这家从浙江引进的化
工企业选一处合适的厂址，当时，鹰潭工业园区特意在园区
西南方比较偏僻的地方，找到了一块 80 亩的土地交付该企
业使用。

经过当地政府细致论证，理应是合理科学的方案，可为
什么却让企业陷入泥淖呢？

事情还得回溯到 2005年，在森泰药业落户鹰潭工业园
之前，划拨给该企业使用的 80 亩土地旁，大约 1000 米之外
有个叫上张村的村子，住着百来户人家，该村还是当地新农
村建设示范点。

森泰药业总经理陆志豪认为，按照国家有关环保规定，
化工企业离居民房应该保持至少 500米的距离。而公司初盖
厂房时，最近的村庄离厂区有近千米的距离，这也是企业得
以通过环保部门审批的重要原因。

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大约在厂区基建施工完毕、准
备投产的时候，与厂房西侧仅一墙之隔的地方，就有村民
开始建民房。化工企业生产区与村民生活区相隔仅有 50
来米，这直接导致了废气扰民事件的发生。

5 月 30 日，记者来到鹰潭工业园，找到这家化工企业，
接近厂区偶尔能闻到一股刺鼻的臭味。记者在森泰药业厂
区附近看到，与该企业生产区仅相隔一条马路旁排列 10
来栋村民楼房，而且上张村村落有朝化工企业生产区靠拢
的趋势，二三十栋民房距离厂区的直径距离在 500 米以
内。

经过记者走访调查了解，村民们的房子是经鹰潭经济
技术开发区管委会规划批准建设的，房产证明上盖有“鹰
潭市工业园区社会事业局”公章，而签发的房产证最早时
间为 2005 年 12 月。在森泰药业落户鹰潭工业园区后，鹰
潭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在如此近距离的地方批准村民
建设房屋，为后来企业与村民的纠纷埋下了祸根。

鹰潭工业园区负责人在接受江西媒体采访时候承认，
有关部门当初在规划审批时，确实存在失误之处。

陷入泥淖

记者在上张村采访时，村民纷纷反映因刺鼻难闻的废
气，村子里很多小孩和老人呼吸道都受到了影响。有村民
说，一闻到这股味道就想吐痰，一吐痰喉咙就痛。
尽管缺乏证据，但是村民坚持认为废气是诱因。村民

张冬华说：“六岁大的儿子，经常感冒咳嗽，患上了咽喉
炎。”
有些村民为了不让小孩免遭废气之害，甚至将小孩送

到外地上学去。村民孔娟丽说：“只要企业一生产，就能问
到刺鼻的臭味，前些年感觉还没这么严重，去年感觉特别
明显，怕儿子身体受影响，已经把他送到南昌读书去了。”
陆志豪坦言，从 2007 年 3 月竣工试投产到 2008 年，企

业与村民都还相安无事。到 2009 年、2010 年，企业被投诉
就特别多了，而企业的二期项目也因纠纷而不得不搁置。
“化工企业会产生一定污染，这是无法避免的，但是我

们的排放都是达标的。”陆志豪介绍说，这种让村民们反映
强烈的气体，叫丁醛，它仅仅是让鼻子过敏，对人体并不会
造成很大损害。

记者查阅资料发现，2008年 6月 17日，鹰潭市人民政府
网站公布了江西森泰药业有限公司项目一期竣工环境保护
验收公示。验收监测结果显示，项目废气、锅炉烟气符合《锅
炉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GB13271-2001）二类区 II时段标
准，工艺废气中排放符合《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16297-1996）中的二级标准。验收监测单位是鹰潭市环境
监测站。

与此同时，2010年 2月 24日，鹰潭市人民政府通报表彰
2009年度全市环保工作先进单位和先进个人，江西森泰药业
有限公司环保主管倪旭良赫然在列。
一方面是村民对企业排放废气的强烈愤怒，而另外一方

面则是政府对企业做出合格的环评验收报告。
江西省环保厅环境监测中心站大气监测室主任章克斌

认为，对于丁醛这种废气的排放浓度及其危害程度，国家有
关部门并无定论，不排除森泰药业有限公司排放的废气中，
掺杂有其他气体的可能。
上张村村民多次投诉，也引起了企业与当地政府的重

视。为解决废气扰民问题，鹰潭工业园区召开过多次协调会。
村民们的意见是：企业要么搬，要么支付损失费。记者了解
到，企业曾投入 300 余万元进行技术改造，但效果达不到村
民们的要求。在停工的要求得不到满足的情况下，村民们曾
私自断电，迫使企业停止生产。

北上山东

据了解，为了解决废气扰民现象，2010年下半年，经过多
方协商，企业答应在三个月至半年时间内停产。
之后，企业又在鹰潭下辖的余江县锦江镇一处偏远地带

重新选定了厂址，但在投入上百万元进行土地平整和围墙修
葺后，再次遭到当地村民的阻挠而不得不选择放弃。在鹰潭
选址的失败，让企业下定决心把生产线迁到其他省份，前不
久，企业在山东泰安选中了厂址，准备将化合生产线移走。
据知情人士透露，把生产线上的原料用完后，该企业的

化合生产线就要搬迁出鹰潭了，包装、销售、研发还将留在鹰
潭工业园。

原本想在鹰潭大有作为的森泰药业，却因当地政府的规
划失误，不仅企业没到得到蓬勃发展，计划投资的二期项目
也不得不搁置，而且还耗费了大量资金，余江选址失败就耗
费了 100多万元。陆志豪说，生产线搬离鹰潭的话，搬迁费用
在上千万元以上，而且现在手头上订单损失还不包括在内。

5月 30 日，在江西森泰药业厂区内，记者看到大片长满
荒草的土地仍闲置在一边，而该企业厂房上涂刷的“坚持以
安全生产、环境保护并重的可持续发展之路”大字格外引人
注目。

从 2007 年投产，到今年 5 月初停产，在这 4 年时间里，
企业遭受经济损失，村民健康安全受到威胁。从这起事件中，
我们该反思什么？
江西省人大环保赣江行检查采访组成员刘锡秋认为，由

于规划欠妥当，导致企业与村民产生几年的纷争。政府有关
部门要从此事中汲取教训，在对企业进行环境影响评估时，
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坚决不让高污染企业落户。同时，对于
已经落户的企业，要给予贴心的帮助，尽力优化招商引资环
境。

企业从绍兴迁徙到鹰潭，再被迫从鹰潭把生产线远迁山
东，当地政府规划的失误，如今却要让企业为之买单，不禁要
问，到底谁让企业在水深火热的夹缝中挣扎？

5月 31日，鹰潭市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工作人员以领
导不在为由，拒绝对此事置评。而记者登陆鹰潭经济技术开
发区官网，首页“客商满意是我们最大的追求”依然格外醒目。

民企流浪记

“老校长张一伟当时对我说，‘现
在这情况怎么办呢，我无所事事，太无
聊了，哪天去你家过组织生活。’但没
等过组织生活，他就生病住院，然后就
去世了。”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一位退
休老教师，对本报记者无奈地说。

张一伟何人？爱国将领张治中的
侄子，我国著名地质专家、能源专家，
1986年至 1989年担任华东石油学院
副院长，1989 年至 1994 年任石油大
学（北京）校长、党委书记，1994 年担
任中国石油大学校长，2009年 5月 24
日逝世。

让张校长深感郁闷的是，中国石
油大学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处于实质
性的分裂状况，而在 2009年他去世
后，校本部也随之完全失去作用。“双
方谁都不愿意提取消本部的建议，现
在本部只有一个叫田莹（音）的女士留
守。”某退休教授告诉记者。
“两所大学已经完全独立，只有在

申请科研项目时还会联合申请，其他
的没有任何联系。”中国石油大学（北
京）一位校方行政人员说。
“两校仍是一所学校，但是仅仅剩

下校务委员会在起协调作用。”中国石
油大学（华东）有关人士却如此告诉记
者。

根据教育部资料，中国石油大学
是教育部直属的全国重点大学，由中
国石油大学（北京）和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两个“办学实体”组成，属国家
“211工程”和“985工程优势学科创新
平台”重点建设高校，拥有 5个国家重
点学科、2个国家重点实验室。

就是这样一所国家重点、拥有几
万学生的著名大学，却处于纠缠不清
的对立和割裂之中，甚至没有统一的
校本部协调组织。除了两校分别设立
的地球科学资源、石油工程、化学化
工、机电工程等专业造成教育资源不
合理配置之外，彼此之间激烈的人才
争夺和科研项目的互相挤压，削弱了
我国骨干石油人才的培养，也造成了
石油化工技术进步的阻碍。

仓促创办

中国石油大学经历了多次变故，
而学校的迁移、分裂更像一部精彩的
故事。在 50年的校史中，中国石油大
学经历多次搬迁和分拆，并形成了今
天实质性分裂的结果。
这所大学的历史，可追溯至 1953

年 10月，并历经北京石油学院、华东石
油学院、石油大学三个重要发展阶段。

1969年备战备荒，石油学院正式
迁至东营，学校改名华东石油学院，改
革开放后，华东石油学院在北京设分
校，成立研究生部，后成为北京分校，
2005年，两个学校分开办学，成了两
个独立的实体，留在东营的学校成为
了中国石油大学（华东）。

1952 年，我国院系调整，学习苏
联经验成立了农业、林业和水利等 12
所专门学校。其中，以清华大学地质
系、采矿系、化工系的石油组为基础，
汇合天津大学四个系的石油组以及北
京大学、燕京大学的力量，建立了清华
大学石油工程系。

建立石油院校能够获得国家的高
度支持，也与朝鲜战争有关。石油不但
是经济的血液，也是战争必需的储备
物质，而我国当时尚没有大规模的油
田，也没有专门的高校培养人才。而在
燃料工业部和石油管理局的呼吁下，
国家同意成立专门的石油学校，地点
就定在北京。1953年院系调整时，集
中了清华、北大、天大等名校的石油石
化学科专业及专家教授，组建成立北
京石油学院，是当时北京学院路著名
的八大学院之一。1960年，发展成为
全国重点大学。
按照一切从快的要求，石油学院

于 1953年 4月动工，7月份完成校舍
建设，9月份计划招生开学。但由于时
间太紧，无论如何也不能按期开学，最
后学校只得通知学生晚几周入学，仓
促到第一学期的实验课都要借用清华
大学实验室的地步。

石油学院成立时，确实吸引了不
少的优秀人才为国家的石油建设出
力。除清华大学石油工程系班底、天津
大学院系班底外，还有北京大学的傅
鹰和张锦夫妇，除高校教师，还有厂矿
专家，如玉门的蔡伯民等。后又陆续从
全国抽调高校老师进入石油学院。

学校第一任校长是由人民大学调
入的阎子元，阎作为学校最高行政领
导全面主持学校工作。贾皞作为校党
总支书记配合校长工作。这个时期的
石油学院对我国的石油勘探开采等发
挥了一定的作用。

1957年以前，我国勘探重点在大
西北，但从新疆、甘肃等地开采炼制的
油等运到东部，运输也要消耗大量油
品，远水解不了近渴，邓小平要求余秋
里领导的石油部加大东部勘探，当时
勘探队很快在大庆发现大型油田，当
时石油工业部要求全行业投入大庆会
战，石油学院作为石油部的一个子单
位，全体师生 700人参与到会战中，学
生边投入生产实践边学习，毕业后就
地分配工作。

紧急外迁

文革前夕，中央精神认为高校要
建在生产现场，石油部接到中央指示
后，立即要求石油学院联系搬迁地点。
石油大学领导知道学校不能继续留北
京，派了两拨师生队伍考察去处。当时
有两个地方比较理想，一个是大庆油
田，一个是胜利油田。当时学生在两处
进行学习和工作，同时进行学校建设。
但文革发生后，学生们几乎全部回来
参加文化大革命活动，学校外迁的事
暂时告一段落。

1969 年，中央发布一号令，要求
各单位备战疏散，各大院校也必须迁
出北京。10月 22日开始，北京石油学
院 4000师生从北京五道口整装上火
车，只用两周的时间全部迁出北京，改
名为华东石油学院，在东营开始了新
的学习生涯。
“当时真是狼狈，并且损失惨重。”

余世诚教授说，“原来有 14万平方米
的教学生活房舍，突然变成只有 4000
平方米的干打垒，并且教师队伍损失
过半，700人的教师队伍最后只剩 300
多人，很多老师为了避免两地分居，干
脆申请离开石油大学。10年间积攒起
来的设备也损失过半，很多大型设备
一时运不出来，只能放在北京。教学固
定资产由 800万减至 400万元。图书
也损失了 1/3。北京、天津、德州、济南、
东营各地，到处都是石油学校从火车
上丢的东西，运到哪儿丢到哪儿。”

虽是干打垒的房子，无论人口多
少，一家也只能分一间，很多人口较多
的家庭只能挤在一间房子里，从北京
运来的家具全都堆在学校的空场上。
当时附近的百姓全都去捡东西，并且
当时还流行一句话是“石油学院是我
家，进进出出随便拿。”有很多百姓套
着牛车去拿东西。

当时有许多教授白天给学生上
课，晚上却要挨批斗。文革期间，石油
部办了好多石油类高等院校，都在文
革后解散，华东石油学院在这种情况
下坚持了下来，并且培养了 3000多名
工农兵大学生。

1978 年，我国高等教育恢复正
常，石油学院是否要继续在东营办学，
成了摆在华东石油学院全体师生面前
的问题。当年有教师给已升任教育部
长的蒋南翔写信，希望学校能迁回北
京，但石油部坚决反对，它的意见是学
校迁址可以，甚至石油部可以拨钱给
石油大学帮助迁校，但不能回京。

得到石油部批示，学生和教师情
绪波动较大，当时主管行政的副校长
杨光华对全校师生说，学校从北京迁
到东营元气大伤，现在还没有恢复到
北京石油学院的水平，如果再迁校必
然又要大伤元气，当务之急是把学校
的科研教学搞上去。除非是回京，否则
我们就不动。

1977年 10月 12日，教育部发布
《关于高等学校 1978年研究生招收工
作安排意见》一文，要求有条件的高等
院校要积极招收研究生。1978年，华
东石油学院开始招收研究生，但是，由
于这所学校地处偏僻，条件简陋，招生
工作不理想。1978年计划招收 20名，
1979年计划招收 5名，都未完成招收
任务。1980年，计划招收 11人，但报
考者只有 11人，并且无一录取，在此
情况下，石油学院利用北京的种种有
利条件，在原石油学院校址内建研究
生部。

1981年 6月，石油部和教育部同
意石油学院在北京设立研究生院，允
许招生 400人，当年招收到 55名学
生，超过之前的总数。

而到了 1984年，决定在北京昌平
建新校。原先的石油学院因被各单位
占用，已经容不下越来越大的办学规
模，学校要想发展，必须找到一个新的
办公地点。1986年，昌平校址建成，部
分研究生开始在昌平学习，华东石油
学院两地办学的格局正式形成。

两校分裂

而此时，国家关于教育的指导思
想有了较大的转变，教育部提出大石
油学院的主张，把有关石油的多所学
校都放在一起，办一个大石油高等院
校。当时主要有四所学校，除北京和东
营的石油大学分校外，还有北京石油
管理干部学院和广州外语培训中心，
四所学校全是石油大学的分校，但功
能有所不同，石油大学（北京）注重培
养研究生，东营分部注重培养本科生，
广州分部培训学生英语，而管理干部
学院培养石油管理干部。

1988年，华东石油学院更名为石
油大学。1989年 5月，中石油发文时
正式使用石油大学（北京）、石油大学
（华东）的字样。7月，中石油任命杨光
华为石油大学校长，石油大学校本部
设在原石油学院内，各分校校长同时
担任石油大学副校长。校本部在办学
方向、发展规模、基建规划、学科及专
业设置等方面统一规划。协调华东和
北京在教学、科研和人事方面的合作。
至此，石油大学的布局正式形成。

这一年，华东和北京校区开始在
招生工作中打破原来的限定，北京校
区除招收了 103名研究生外，也招收
了 116名本专科生。华东除了继续招
收本科生，也开始招收研究生，1990
年，招收 35名研究生。

但两地办学时遇到很多问题，原
来人、财、物在新情况下变得极为复
杂，校本部和中石油为协调两地关系
耗费很大精力。当时的管理体制为党
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而各校区党
委分属各省市和中石油党组，本部的
党组织关系挂靠在北京校区的临时党
委之下，本部党委反受分校党委领导，
它的领导作用极其受限。北京和华东
校区都开始按照自己的发展招收本科
生和研究生，原来的规划完全打破。

到了 1992年，两校在经费、人事
和行政等方面各自独立，1993年，学
校各项活动基本都计划单列，校本部
的职能和作用大大降低，只起协调作
用。2005年，教育部撤销海淀区本部，
改由华东和北京两地独立办学。

后遗症

在山东，高校曾掀起一股往青
岛迁校的风潮，山东大学、中国石油

大学（华东）和山东科技大学都或迁
往青岛，或在青岛建有校区。
“东营太偏了，留不住教授，教授

走了就拿不来好项目。”东营校区一
名大四学生告诉记者。这也反映了
现代高校普遍遇到的问题。对教授
而言，生活在三线城市，获得前沿信
息的机会也较一二线城市的教授
少，与同行交流也很不方便。高校许
多课题往往需要不同高校不同专业
的教授共同完成，东营只有中国石
油大学一所高校，无法与其他学校
产生协同效应。

北京到东营没有直达的火车，旅
客只能从济南中转。并且《中国石油
大学校史》介绍，当年北京石油学院
迁到东营时，几乎没有任何社会依
托，学校为了发展，不得不办起车
站、幼儿园、煤气站等市政工程。“当
时的情况不是社会办学校，而是学
校办社会。周围除了农村，没有任何
社会依托。”退休的老教授告诉记
者。

地域的原因阻碍了教授有更大
的作为，并且对个人生活而言，在社
会依托较差的东营，也会感觉生活
不方便，影响自己的眼界。除 1969
年从北京迁到东营时流失大量教师
外，学校迁入东营后，也不停地有教
授流失。
“迁到青岛之后，学校生源明显

提高，社会知名度也大大提升了。”
一石油大学工作人员告诉记者。

不过 1978 年 11 月 10日，华东
石油学院接到石油部的要求是命令
其坚决在东营办下去，并下达华东石
油学院建校计划任务书，要求建校规
模达到 5000人，研究生 800人。

接到石油部的指示，这个学校开
始大规模地进行建设。1983 年 9 月
23 日，院庆 30 周年时，提出思想政
治、教学科研和管理水平全部恢复
到原北京石油学院的水平，局部有
所发展或超过。华东石油学院时期
这一目标基本实现。

虽然石油大学不能完全迁回北
京，但这个学校也没有放弃迁校的
努力，据余世诚教授说，当初在北京
建研究生部时，是瞒着原石油部老
部长康世恩进行的，并且在石油大
学 40 年校庆时，也没有请这个反对
学校回京的老部长。

除了在北京建研究生部，杨光华
在任华东部校长时曾考察过威海和
青岛市区，希望在那里建校，因各种
原因一直不能定下来。

2000 年开始，石油大学（华东）
决定迁址青岛市黄岛区并获得支
持，青岛校区开始建设，从 2004 年
开始，部分院系已经开始迁往青岛，
研究生一年级在青岛校区学习，二
年级开始在东营校区跟着导师实
验。并且部分本科生一二年级在青
岛、三四年级回东营。

2011 年夏天之后，几乎全部的
统招学生将迁至青岛市的黄岛区，
东营校区主要用做成教学院和自考
学院校区。而据中国石油大学（华
东）学校行政人员介绍，青岛校区只
是一个窗口，因规划原因，校园面积
无法扩展，无法将全部学生迁来，具
体规划正在制定中。青岛校区侧重
于“两个中心”建设，即知识创新和
技术创新中心，开放合作和学术交
流中心；东营校区侧重于“两个基
地”建设，即产学研结合的科研中试
和成果转化基地，教学实习和学生
实践基地。

不过记者在采访中听人提起，
原对中国石油大学（华东）迁校出力
颇多的原黄岛区委书记姜杰，现已
调往东营市任市长，有学生告诉记
者，现在姜杰又希望大学留在东营。
不知这是否与当年中国石油大学
（华东）希望迁校，而现在否认迁校
有关。

分裂的“石油大学”
除了两校分别

设立的地球科学资

源、石油工程、化学

化工、机电工程等专

业造成教育资源不

合理配置之外，彼此

之间激烈的人才争

夺和科研项目的互

相挤压，削弱了我国

骨干石油人才的培

养，也造成了石油化

工技术进步的阻碍。

中国石油大学在近几十年里，一直处于实质性的分裂状况 CFP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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