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
2020 年 4 月 1 日 星期三

新闻热线：010－58884102
E-mail：jiangjing@stdaily.com

■责编 姜 靖
KE JI REN WU 科技人物

人物点击

万书波万书波，，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党委副书记，，山东省作山东省作

物遗传改良与生态生理重点实验室主任物遗传改良与生态生理重点实验室主任。。出版著作出版著作 2121部部，，发发

表论文表论文 220220 余篇余篇，，授权发明专利授权发明专利 2626 项项，，制制（（修修））定行业标准定行业标准 2525

项项、、省级标准省级标准 4848项项。。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曾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3项项、、何梁何何梁何

利基金科技进步奖利基金科技进步奖、、中国作物学会科学技术成就奖等中国作物学会科学技术成就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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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正值春耕繁忙季，万书波的工作也按

下了“快进键”：他出现在创新基地，那里的科研

成果正在加紧实验推广；他出现在农田一线，给

农民兄弟“保春耕”提供技术支持；他出现在单位

实验室里，为今年实现花生亩产 800公斤突破紧

张攻关……

近四十年的持续攻关，让“创纪录”成为这

位山东省农业科学院院长、国内知名花生专家

的常态。他带队研发的花生单粒精播技术，在

春花生高产攻关田实收亩产达到 752.6 公斤，

又达到 782.6 公斤，屡屡创造我国花生实收单

产新纪录。

这些实打实的“新纪录”也让他斩获一项项

重量级奖项。三个月前，他领衔的“花生抗逆高

产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斩获了 2019 年度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在此之前，他成为山东省科

学技术最高奖获得者，并摘取了“何梁何利基金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此外，他做出了 3 项农业

部主推技术、7 项山东省主推技术、25 项行业标

准、49项地方标准……

万书波说：“一辈子研究花生，只为将科研成

果耕植于中国的土地里，让农民真正受惠。”

“为什么没有达到 800公斤？问题在哪里？”

“攻关田的基础设施需要提升，种植密度还能增

加吗？还有哪些可以增产的要素？”……

这一幕出现在去年山东省花生高产创建总

结会的现场。在连续打破了我国花生实收单产

纪录之后，万书波将农技人员、种植大户邀请过

来，在观点碰撞中，摸清痛点，抓紧攻关，以尽快

实现花生亩产 800公斤的突破。

万书波明白，打破纪录，是从尊重规律开始。

在植物王国里，花生是“独一份”的存在——

它地上开花、地下结果，在黑暗的土壤环境下才

能结出果实。但种了半辈子花生的山东农民老

孟不懂这些。按照惯例，他在每年春天会特意选

出粒大、饱满的种子，每穴两粒甚至三粒种子种

下去，然后期待着日后的丰收时刻。

“一穴凭什么非要放两粒？”这个问题萦绕在

万书波研究员的脑海里。在长时间的摸索之后，

他提出一个大胆的想法：能不能通过每穴单粒减

少播种量，并适当缩小株距增加穴数来增加花生

产量？

这似乎违背常理，却蕴含着科学逻辑。一方

面，传统习惯上的双粒种植，较单粒种植可有效

防止缺苗断垄的发生；但另一方面，双粒种植用

种量大、成本高，在高密度条件下，同穴两株中必

然有一株的生长和结荚受到较大影响，由此造成

群体质量下降，产量降低。

近几年，万书波团队在青岛平度、临沂莒

南、烟台招远、泰安宁阳、聊城冠县等多地进

行花生单粒精播技术试验示范，单粒精播比双

粒播种每亩减少 4000 粒左右，亩用种量减少

20%左右。

一年、两年、三年……42 岁的临沂花生种植

大户王言猛惊喜地发现，万书波的新技术在自己

花生地里表现出来的效果“颇为神奇”：亩总果数

达到 39 万个，比双粒播种多出 3 万个，亩均增产

5%以上。

打破纪录，是从尊重规律开始的

坚持 40 年如一日不容易，更何况要在细分

的花生领域做深、做透，但万书波做到了。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我国花生平均亩产不

足 100 公斤，被认为是“低产作物”。但万书波

偏偏不认这个“邪”。支撑他的是实验，是科

学，是数据。

经过 10 年定位试验，他首次证明化感物质

是造成花生连作障碍的关键因素，揭示了其对植

株生长发育和微生物区系的化感作用；他探明了

根际微生物种群失衡、根系化感物质自毒、磷钾

硼营养元素缺乏、土壤酶活性降低是连作障碍的

主要成因，创建出以“冬闲换茬、翻转深耕、施用

专用肥”为核心的连作花生高产栽培技术，万亩

核心区平均亩产 452.6公斤，较对照增产 17.4%。

山东省莒南县花生产业办主任杨佃卿是万

书波的老朋友了，谈起后者，他止不住感叹：“这

么多年过去了，他后来当了领导，但搞科研还是

原来那样子，遇到问题就爱较真，不解决不罢休；

一到试验地就和农民聊花生，常常忘了时间。”

较真，引领着科研人的脚步。1982 年，万书

波毕业进入山东省花生研究所。此后，在近 40

年时间里，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印，在高产栽

培、品质栽培和粮油均衡增产等领域取得重大突

破，支撑引领山东花生产业走在全国前列。

试验田的活儿又苦又累，还得像绣花一般精

细。万书波经常蹲在田里，一待就是半天，全身

湿透，虽然辛苦，他却乐在其中。“实践出真知，这

是从事农业科研的基本要求。既要进实验室，更

要走进田间地头，心沉安静处，砥砺耕耘中，不为

噪音所扰，不为利益所惑，倾尽所有只为大地丰

收。”这成为万书波的“座右铭”。

四十年来，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他后来当了领导，但搞科研还是原来那样子”

本报记者 王延斌

与别人不同，山东省菏泽市曹县种粮大户郭

玉宝换了新方法种地：压缩玉米种植株行距，每

4 行玉米间再种 3 垄花生。他发现，“当年测产，

亩产玉米 1100多斤，花生 300多斤”。

玉米产量不降，还多出来一季花生，如何解

释？“花生是低矮作物，且是地下结果，与玉米间

作能够充分利用光热资源，让玉米发挥边际效

应，花生发挥固氮效应，有效解决小麦玉米单一

种植模式造成的土壤板结、地力下降等问题。”万

书波说。

经过连续多年试验，万书波主导推进的“玉

米/花生间作模式”已近成熟，在保证玉米产量的

同时增产花生 130公斤以上，且农机农艺初步实

现了配套，具备了大面积推广的条件，2015 年被

国 务 院 列 为 转 方 式 调 结 构 技 术 措 施 之 一 ，

2017—2019 年已连续 3 年列为农业农村部主推

技术好不好，农民说了算

创新成果从实验室到成熟产品的过程常被

称为“死亡之谷”，从研发到产品，再到投入市场，

每一个环节都是“惊险一跳”。然而，对于晏敏皓

而言，这一步必须要干，而且要“干得漂亮”。

3月 31日，记者从环境友好能源材料国家重

点实验室（西南科技大学）——环境修复材料国

际研究中心获悉，为解决高放废液（高放射性、高

酸、高离子浓度）高效安全处理处置这一世界性

难题，在该中心主任晏敏皓研究员的带领下，他

们设计出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具有高选择吸附

效率、高稳定性、低成本等特点，可工业化生产的

特种树脂材料，即将投入生产。

而在不久前举办的第十三届中国产学研合

作创新大会上，晏敏皓刚刚获得 2019 年产学研

合作创新奖（个人）。

做核废物处理处置新材
料的探路者
“儿时在四川省绵阳市梓潼县‘两弹城’——

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九院）的成长经历，在我

的心里埋下了一颗科研报国种子。”晏敏皓说，随

着年龄的增长，这颗种子生根发芽、不断长大。

2013 年，晏敏皓主持了四川省海外高层次

人才“百人计划”项目。随后，在法国原子能委员

会工作多年的他毅然全职回国，回到中国（绵阳）

科技城，加入环境友好能源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

（西南科技大学）。而彼时，他已在法国小有成

就。

“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学成回国、报效祖国，

是顺理成章的事情。”晏敏皓说。

2018 年，环境友好能源材料国家重点实验

室（西南科技大学）——环境修复材料国际研究

中心正式组建，晏敏皓担任中心主任。他带领中

心团队致力于环境修复新材料，尤其是核废物处

理处置新材料的基础与应用研究。

为何要选择核废物处理处置新材料这个“少

数派”领域？

“截至 2019年 6月，我国已是全球核能/电在

建规模最大的国家，与此同时，我国核工业发展

中一些早期建设的核设施相继进入核退役节

点。如何对与日俱增的核废物进行安全、妥善、

长期的管理和处置是一个严峻的课题。”对此，晏

敏皓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我国相关领域的专业

人才、核心技术、核心材料与核心设备相对匮乏，

尤其缺乏整体解决方案，对进口技术、材料、装备

的依赖度较高，受制于人。”

为此，针对国家在核退役与核废物安全处理

处置方向上的重大需求，晏敏皓带领团队以基础

创新为起点，开展特色鲜明、导向明确的国际前

沿基础研究与应用基础研究，孵化孕育出拥有自

主知识产权的核废物处理处置的核心技术与“硬

核”材料。

很快，在基础研究方面，针对高放废物深地

质处置中的迁移扩散问题，晏敏皓团队与北京大

学、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以

及欧洲同步辐射光源合作，通过研究锕（镧）系元

素在“矿物—水”固液界面上的反应机制，为准确

评估处置库天然屏障在实际工程应用中有效吸

附/去除水环境中锕系元素提供科学参数与依据。

“科学研究不是阳春白
雪，要接地气”

随着团队基础研究越深入，产出了越多领先

的成果，晏敏皓却越焦虑，看着陆续发表的科研

论文，晏敏皓扪心自问：这些就是我们工作的终

点和目的吗？他意识到，只有通过成果转化与产

业化推进，才能尽快解决核废物安全处理领域的

实际问题。

但是，科研人员的产业化之路谈何容易？

“最重要的是需要转变思维。”晏敏皓说。

“从科研的角度，看到自己孕育的技术，就像

自己的孩子一样宝贵和无价。但从市场和资本

的角度来看，技术的先进性只是一个部分，更为

重要的是市场是否有极为迫切的需求和成熟稳

定的技术和工艺。”晏敏皓说，即使满足了这两个

条件，也需要去打动客户，敲开市场，而这些，仅

靠科研人员一己之力远远不够。

如何克服这些困难？在晏敏皓看来，科学研

究不是阳春白雪，要接地气，要找准市场需求的

定位，切合实际，强强联手，共同推进。2019年 4

月 22 日，他着手成立了四川长晏科技有限公

司。随即，他又担任了国家核技术工业应用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四川核清科技有限公司总

经理。

在放射性废物的安全处理与处置方面，晏

敏皓带领团队针对放射性废液尤其是高放废液

处理中的痛点与难点，通过巧妙的分子/纳米结

构设计，制备出在极端环境（高酸、高放射性、

高离子浓度）下，高效、高选择性吸附/萃取高

放射性元素（钚、镅等）的新材料，且实现了工

业化量产。

“下一步，即将在中核集团某专业乏燃料后

处理厂的废液处理线上开展实际工程化应用。”

晏敏皓说。

在核设施退役方面，反应堆堆芯拆除一直是

业界头疼的难题。晏敏皓他们联合中国工程物

理研究院核物理与化学研究所等单位开展了联

合攻关。

“我们在机械工程、通信工程、核工程等多个

领域交叉合作，有望破解耐辐射性能、自动耦合精

准控制等多个难题，3到4年内实现核退役机器人

国产化，这将填补该领域的空白。”晏敏皓说。

晏敏皓：将核废物放进“安全匣”
本报记者 马爱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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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2017年和 2019年被山东列为主推技术，累

计推广面积近百万亩。

2015 年 起 ，万 书 波 及 其 团 队 又 以 花 生 带

状间作轮作为该技术模式的核心，逐渐探索

出花生棉花带状轮作、花生高粱带状轮作、花

生谷子带状轮作、花生油葵带状轮作等栽培

模式。山东省农科院科研处处长张正告诉记

者，“从近几年的生产实践看，这几种栽培模

式，都能帮助农民实现增产增收，且普遍能够

节氮 10%以上，提高土地利用率 10%以上，增

收 20%以上。”

好技术，农民兄弟当然愿意做“代言人”。

在聊城市高唐县小李楼村的试验田里，种

粮大户李洪木不断地向参观者推介上述新技

术 ——“玉米/花生宽幅间作一体化播种机”，

“集‘翻耕、玉米播种、花生播种’三位一体，具有

作业效率高、作业质量好，便于田间管理作业和

机械化收获作业等优点。”

日前，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员仝小林团队披露

三项科研成果。研究结果显示：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轻症患者病情无一

加重，重型/危重型患者死亡率降低八成多，康复患者症状改善复阳率低。

从大年三十抵达武汉，仝小林已经在那里奋战了两个多月。到达武

汉后，仝小林和专家们深入社区，提出将治疗关口向社区前移的思路，并

拟定中医“武汉抗疫方”，在治疗轻症及减少轻症转重症方面发挥了重要

作用。

作为国家中医医疗救治专家组组长，仝小林每天要巡诊多家医院。

每到一处，第一件事就是先到病房诊治患者，问诊、看舌、把脉，每个细节

都不放过。

中药防控，必须要有一个通治的中医药方。仝小林与当地专家拟定

出“武汉抗疫方”，又称“1号方”，通治新冠肺炎轻症、普通型、疑似病人和

居家隔离的发热病人。随后武汉市卫建委发文在全市推广“1 号方”，广

泛应用于方舱医院和隔离点，并推广到湖北各地。截至目前，湖北省范围

内已发放 70多万副“1号方”药，5万多病人服用了此药。

“首先是先改善症状，很多病人在 1 到 3 天之内，他的整个发热也退

了，咳也减轻了，有些腹泻也止住了，包括他的整个食欲也改善了，所以这

个对整个病情的控制，特别是向重症发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仝小

林说。

仝小林表示，从轻症、重症/危重症到康复期，是治疗新冠肺炎的三个

不同阶段，构成一个完整链条。治疗新冠肺炎，中医药全过程起效，彰显

其独特的优势和作用，为全球抗击疫情贡献了中国智慧。

（综合人民日报客户端和央视报道、图片来源于百度百科）

仝小林：
披露新冠治疗
三项最新成果

乌克兰小伙阿列克谢·查波夫（Alexey Tsapov）是一位 10年工作经验

的专职翻译，擅长英语、德语、西班牙语、俄语、乌克兰语 5种语言。3月 20

日，他成为《新冠肺炎防治手册》的翻译志愿者，最新上线的俄语版手册就

有他的心血。

“翻译这份手册的时间是我平时翻译其他工作的 3倍，但能参与其中

我觉得很荣幸，因为救人也是救己！”他说。

《新冠肺炎防治手册》由数十位中国抗疫一线医护工作者编写，综合

了中国国家卫健委诊疗指南和医护人员亲身实战经验。

由于手册中涉及大量的医学词汇，有时候，翻译 1000 个单词阿列克

谢·查波夫就需要花 3个小时，而平常他只需要 1个小时。因为新冠肺炎，

阿列克谢·查波夫的家人生活受很大影响。1 周前，他开始自我隔离，除

了去超市买必须的生活物资，其他时间几乎不出门。按当地的习惯，朋友

见面是要拥抱或者是行贴面礼，现在，他和好朋友见面只挥挥手。

阿列克谢·查波夫仅仅是翻译志愿者团队中的一员。目前，仅在阿里

翻译众包平台上参与相关翻译的志愿者就已有近百人。此外，浙江大学

医学院附属第一医院也组织了 4家专业的翻译公司对手册加紧翻译。

《新冠肺炎防治手册》意大利语、西班牙语、法语、日语、德语、印尼语、

波斯语、土耳其语、塞尔维亚语、荷兰语、泰语、俄语等 12种语言版本均已

上线。其中，后 5种均为各国网友志愿翻译。另有韩语、葡萄牙语等其他

志愿者翻译手册也将于近日发布上线。

（综合澎湃新闻等媒体报道）

阿列克谢·查波夫：
乌克兰小伙翻译
中国防疫手册

随着甘肃蔬菜产业的蓬勃发展，蔬菜产量越来越大，然而，由于外销

蔬菜对品相要求高，加工越来越精细，导致蔬菜生产区废弃的尾菜数量增

多，大量的尾菜堆积如山。尾菜废弃物的污染问题已经成为蔬菜种植区

的一大公害。

甘肃省农业资源环境保护（尾菜处理利用）省级专家组专家、甘肃农

业大学研究员晋小军是最早关注尾菜问题的学者之一。

尾菜的季节性强，含水量高，他提出的堆肥、沤肥、直接还田、工厂化

有机肥生产技术现已成为甘肃省尾菜资源化处理利用的主要技术。

农民们把尾菜拨下后，可以堆在自家地头。尾菜经过微生物处理，

腐殖后就变成肥料。尾菜含水量高，在腐殖的过程中，水分又回到了田

里。经过腐殖后的尾菜就变成了肥料。经检测，尾肥含钾量高，是很好

的钾肥。

这个方法简单易行，适宜推广。大量的尾菜经过这样的处理，既得到

了充分利用，又美化了环境。

“什么是最好的技术？越简单越好，一学就会，有利于推广的才算好

技术。”晋小军说。 （文图均据每日甘肃网）

晋小军：
变废为宝
破解尾菜处理难题

跟花生跟花生““较真较真””
他让低产作物突破高产纪录他让低产作物突破高产纪录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