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糜林糜林，，19631963 年年 88 月出生月出生，，江苏省江苏省““时代楷模时代楷模”，”，生前系江苏丘陵生前系江苏丘陵

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果树研究室主任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果树研究室主任、、研究员研究员，，江苏省江苏省 333333高高

层次人才培养对象层次人才培养对象，，主持省主持省、、市级研究课题市级研究课题 3030多项多项，，创新草莓创新草莓、、梨梨、、

桃桃、、葡萄等应时鲜果技术葡萄等应时鲜果技术 5050多项多项，，育成果树新品种育成果树新品种 77个个。。科技成果科技成果

陆续推广到中西部地区陆续推广到中西部地区 44 个省个省、、1717 个县个县，，累计培训农民累计培训农民 1616 万多人万多人

次次，，帮助农民增收帮助农民增收 1010亿多元亿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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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二有约

贝赫和斯维纳通——戴尔猜想

（简称 BSD 猜想），与黎曼假设、庞

加莱猜想、霍奇猜想等世界难题并

称为世界七大数学难题。

2017 年，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

统科学院（以下简称中科院数学

院）研究员万昕和合作者用岩泽理

论证明了任意情形（包括非正规情

形）秩为 0 与 1 时的 BSD 公式，也证

明了椭圆曲线的岩泽理论主猜想，

相关研究成果陆续发表在《剑桥数

学 杂 志 》（Cambridge Journal of

Mathematics）等国际顶级期刊上，

被国际同行评价为“集数十年来发

展的几乎所有方法之大成的皇冠

性成果”。

当 时 ，万 昕 入 职 中 科 院 数 学

院不到两年，就能够如此快速地

做 出 这 般 重 要 的 成 果 ，为 什 么 ？

带着这个问题，笔者近日对万昕

进行了专访。

他的研究领域很“小众”

万昕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读

博士和在哥伦比亚大学工作期间，

一直从事的研究领域是岩泽理论的

自守形式方法，在国际数学界真正

懂得这一领域的人并不多，它最早

可追溯到 80 年代 Ribet 的一个想

法，很多人误以为在 Ribet 之后没

有什么新进展，只有一些平凡的推

广。事实上，后来新的想法和技术

非常多，而且难度也非常大。在

BSD 猜想研究中，自守形式方法是

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这也正是万

昕的研究内容。因为研究领域“小

众”，能够欣赏的人不多。有些失落

的万昕萌生了想要离开美国回国开

展科研的念头，于是他向自己在普

林斯顿大学时期就熟识的华人数学

家张寿武教授请教。

张寿武是美国科学与艺术学院

院士，美国数学学会会士，主要研究

领域包括数论与代数几何。岩泽理

论正是数论中的一支。张寿武一直

密切关注万昕的研究，对他的性格

也熟知，于是在征得万昕同意之后，

张寿武给杨乐和丘成桐两位先生写

信，推荐这位年轻人到中科院数学

院工作。让万昕没想到的是，数学院晨兴数学中心的负责人很快就联系到

他，跟他商议回国工作的事宜。他后来才知道，在张寿武的推荐信发出后的

那两周时间里，数学院不止组织田野等人对万昕的科研进行多方位评估，杨

乐和丘成桐还与院领导反复讨论，希望能够为这位年轻人提供更适宜的科

研环境，以及尽可能高的待遇。这一切，都超出了万昕原本的期待。

冷板凳对他来说再适合不过了

2016年 6月，万昕入职中科院数学院，他的科研状态也渐入佳境。该院

在数论的相关方向实力强劲，回国后的万昕如鱼得水，如虎添翼，在这里日

常科研讨论、交流都非常方便。比如，实表示论可以找孙斌勇，p 进表示可

以找胡永泉，算术代数几何有郑维喆、申旭，岩泽理论有田野等……有段时

间，万昕经常找孙斌勇讨论需要的实表示技术，即便 2019 年孙斌勇当选中

国科学院院士之后，他们之间的交流也依旧频繁。

万昕很喜欢这种氛围，他认为交流对萌生研究灵感很重要，从探讨中会

得到启发和解决方案。有时候有些东西自己不知道，比如不知道还有哪些

工具，通过交流就可以彼此借鉴，从而解决自己的问题。近几年回国的知名

学者越来越多，国内做出的好成果也越来越多。万昕认为将来必然达到国

际一流水平。

万昕的研究成果，对于基础数学领域是极其重要的进展，但他偶尔也会

被不明真相的人质疑：你的研究能创造多少 GDP？万昕总是会很诚实地回

答：零！基础科学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虽然眼前看不到对 GDP的贡献，但将

来也许会对国家和人类的文明有贡献。科学的发展是一个积累的过程，就

像个有机体，不能简单的分为有用或者无用。“就像人的身体，一般人不会说

身体的哪个部分是没用的吧？虽然可能看不出明显的用处。”

万昕并不是一个爱热闹的人，相反，他更喜欢独处，并能享受寂寞。都说科

研要坐冷板凳，但冷板凳对于万昕来说，简直再适合不过了。作为年轻人，万昕

不打游戏，几乎不看电视，几乎没有什么娱乐。“我是会想尽一切办法把时间放

在工作上的，有时候对于家里的家务事都会‘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优先保证自

己的科研。”被视为国际数学界“新星”的万昕，已经是两个小朋友的父亲，内心

却依旧像个孩子，保持着赤子之心，保持着对数学的热爱与执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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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著名水稻专家袁隆平院士有个“禾下

乘凉”的水稻梦，作为袁老的“粉丝”，中国科学

院植物研究所海南分子育种基地高级工程师刘

华招博士也有个水稻梦。

近日，记者走进位于海南陵水安马洋国家

南繁科研育种基地，见到了正顶着烈日，在田里

查看稻穗长势情况的刘华招。为了从事南繁水

稻育种，这些年，他基本上全年的时间都要待在

南繁育种基地。眼下，他正在培育一款新的籼

稻品种。

刘华招曾是黑龙江垦区水稻科研一线工作

者，还担任过黑龙江省农垦科学院水稻研究所

哈尔滨试验站主任。他从东北农业大学毕业

后，一直从事着自己喜欢的水稻育种工作，与诸

多同仁们共同追逐水稻梦。

他的专著被农民当作选种指南

刘华招已经在水稻科研一线耕耘奋斗 15个

年头，如今 42岁的他，潜心科学研究和实践技术

推广应用，深入基层、农户和田间地头推广普及

水稻育种理论基础，给当地经济、农户带去了实

实在在的效益。

刘华招说，袁隆平院士和著名寒地水稻专

家徐一戎是他最敬佩的两位前辈。作为徐一戎

的学生与助手，刘华招谈到，徐一戎先生将毕生

奉献给水稻，实现水稻连连增产、单产 650 公斤

的伟大事业，他希望自己也能一直循着前辈的

方向，针对目前水稻种植存在的实际问题，深入

研究骨干亲本、亲本的选配原则、遗传多样性、

优良性状的遗传传递等育种技术问题，实现更

多的技术突破。

袁隆平曾说：“只要方向是对的，尽管有挫

折和失败，通过努力，最后还是会成功的。”在

实践过程中，刘华招针对目前水稻育种倒伏

（耐密差）、遗传基础窄等问题深入思考，2014

年出版了专著《半直立耐密型水稻育种》。核

心内容是亲本选配原则以骨干亲本为核心配

制杂交组，构建半直立耐密型水稻选育参数选

育新品种，应用“三圃一密”（展开圃、选种圃、

系统圃、耐密鉴定）选种技术路线进行本田选

种。该书的出版受到了国内外育种专家的关

注，目前垦区水稻育种者人手一本，一线农民

常常作为选种的指南。经过时间的检验，理论

与实践双管齐下，水稻形态得到较大的改善，

取得显著成效。

给梦想插上创新的翅膀

刘华招说，创新是在面对困难时能有效突

破瓶颈的直接方法。不断进取、不断创新是他

秉持的一贯理念。针对许多地方水稻生产存在

用肥量大、安全用药意识低、用水严重浪费等问

题，刘华招尝试打出“组合拳”，研究并综合组装

了寒地水稻优质高产配套技术进行推广。

这项技术核心内容是建立核心区、示范户，

通过培训辐射带动周边农户，推广的内容是减

肥增密节水栽培、安全用药种植，减轻化肥、农

药对环境和土壤的污染。该技术至今已累计建

立 70 个核心区，1000 个示范户，培训农技人员

和 水 稻 种 植 户 1.5 万 多 人 次 ，累 计 辐 射 带 动

3416.9 万亩水田增产，为多地水稻可持续生产

做出了贡献。2012年获黑龙江省农委农业丰收

一等奖，2014年获农垦科技进步三等奖。

刘华招还先后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

业生态研究所、扬州大学、黑龙江大学开展技术

合作与交流，近日与中国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

业生态研究所合作研究的人工改造水稻不同开

花基因的组合方式，选育适合当地的水稻品种

方面的合作研究也取得重大突破，其研究成果

发表在知名国际植物学杂志上。

让农民水稻生产保持优质稳产是刘华招一

直以来从事这份职业的使命。在采访中，刘华

招常常被电话打断，这些咨询求助电话，有从祖

国北端打来的，也有海南当地农民，刘华招总是

一一耐心解答。他每年到各处授课，为农民解

决生产中遇到的问题。农民打来的求助电话，

刘华招有问必答，如果电话中解决不了，就会第

一时间赶去现场进行分析。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梦想，中国梦需要每个

人的坚持努力。”刘华招说。针对黑龙江生育期

短、光照充足、春季回暖慢、秋季降温快的气候

特点，他希望尽快育成适合黑龙江气候的半直

立耐密型水稻品种，选出高产、优质、抗病、耐冷

等综合性状优良的品种。

针对海南优质米品种少的特点，刘华招则

打算在原先培育的南香丝禾系列大米的基础

上，培育出一款清香可口、黏弹劲道的适合当地

籼稻品种，广为推广，实现南北水稻优质栽培高

产的水稻梦。

袁隆平粉丝的水稻梦
本报记者 王祝华

眼下正是桃熟瓜甜的时节，可任凭树上的

瓜果再怎么香甜，江苏镇江市无数果农的心中，

翻涌的却是一股股苦涩滋味。

那个又黑又瘦、面带憨笑的农技专家，那个

他们最信任的朋友，那个 24小时随叫随到的“果

树保姆”，再也不会来自家的果园了。

走进江苏丘陵地区镇江农业科学研究所果

树研究室，糜林的办公室仍然保持原样，办公桌

上一尘不染，立着一块党员示范岗牌，一台红色

电话机，抽屉里整齐地码着 11盒名片，它们的主

人大多是农民、水果种植户。

糜林去世后，手机里还不断涌来果农的咨询，

“不好意思，我父亲2月18日已经去世了。”深思熟虑

后，女儿糜蓉决定把父亲的微信转给万春雁使用。

“你好，我是糜林的徒弟万春雁，我将继续

为您服务。”当万春雁的声音通过糜林的电话传

递出去时，人们明白，糜林为农民服务的事业，

以另一种方式在继续。

在日本农文协电子图书馆，糜林至今仍保

持着一项纪录——日本本土外专家访问阅读

量，世界第一。

从农民的儿子到令日本人敬佩的专家，糜

林的双脚一直踩在泥巴地里。

1963 年 8 月，糜林出生于镇江丹徒千里村

一个普通农民家庭。1987 年 7 月，糜林从句容

农校毕业，进入镇江农科所工作。

在那个年代，对于农村孩子来说，好好学习

考上一所学校是跳出农门的最佳甚至唯一的选

择，但是糜林兜兜转转一圈，还是回到了黄土地。

“我本身就是农民家的孩子，因为看多了农

民的苦，才立志学习农业科学技术，帮助农民致

富。”后来，糜林对身边人常常这样说起当年的

选择。

糜林的一生，谈不上有什么惊天动地伟大

发明，也没有拿得出手的 SCI论文。但是，农民

需要什么，他就研究什么，草莓、梨、桃、葡萄、甜

柿、无花果、蓝莓、薄壳核桃、柑橘、大樱桃……

糜林本是林学专业出身，却因为农民需要，就毅

然把果树新品种、新技术、新模式作为自己一生

的研究方向。

上世纪 80 年代，镇江农业在农科所专家的

指导下，从大田作物向果树等经济作物转型。

那时候，水果还是新鲜事物，农民对果树栽培技

术更是一无所知。糜林便率先从日本引进无花

果种苗，开展适应性研究。同时，他刻苦钻研，

不断研习日本最新果树种植技术，不知不觉中

就创下了日本农文协电子图书馆的那项纪录。

糜林常对团队里的年轻人说：“国内外好的

品种和技术，我们不能照搬，要消化吸收创新反

复试验，成功后教会农民用，这样他们就可以少

走弯路、减少损失。”

2007 年，为了让农民直起腰站起来劳作，降

低劳动强度，糜林开始研究高架草莓，但是高价

的“高架”却让农民望而却步。于是，他带着团队

一起研究“土高架”，成本只有原先的十分之一。

如今，镇江农科所驻地句容市，已经是华东地区

最大的大棚草莓生产基地、国家级标准化示范

区，是业界公认的高架草莓栽培技术高地。

“不专一”的农技专家

过去一年多了，但那片叶子时不时还会像

一粒石子，投进镇江农科所助理研究员陈成的

心湖。

2019 年 7 月的一个早晨，陈成刚进单位

大门，就被门卫张映顺叫住，一个 50多岁的妇女

攥着一片叶子急着找糜林。陈成领着她在草莓

苗圃找到糜林时刚七点半，汗水已经湿透了他

的衣服，把他裸露的黑皮肤镀出了光。

他立即搁下手中的活，接过叶子仔细观察

后下了诊断，“这无花果的炭疽病是由于温度

高导致的，从下往上发病”，他嘱咐农妇买代森

锰锌和多菌灵配合打，又现场给她讲解无花果

读懂植物的“语言”

“我们要帮农民想想办法。”这是糜林的口

头禅。

“会了吗？”每次技术指导，糜林都会习惯性

地问果农，如果不会，他再从头示范。

“有我在，你放心！”当农户遇到困难时，糜

林的一句承诺就是农民心中的“定海神针”。

靠着过硬的技术和不变的初心，糜林成了

农民有求必应的“百宝箱”和停不下来的“陀

螺”。 当地农民，无论认不认识糜林，只要得到

他的手机号，就得到了一个有求必应、随叫随到

的“果树保姆”。

糜林这一生，对于农民，从不吝啬时间，对

他自己，却极为苛刻。他的大门牙掉了一颗，直

到生命最后一刻也没时间补上；去年 10 月体检

后，医院催促复查他却抽不出时间。

这些年，为了让农民过上好日子，哪里穷糜

林就往哪里跑，贵州沿河县、新疆克州、重庆万

州等几个极度贫困县都留下了他的足迹。

2019年 12月 16日，糜林冒雨在果园里修剪

到天黑，擦完剪刀，对助手万春雁说，“感觉身体

有些吃力、很累，但工作不敢往后拖，事情安排

得满满的。”这是万春雁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听到师父说“累”。

2020年 2月 4日，糜林觉得身体实在扛不住

了，自己开车去了医院，被确诊为肝癌晚期。2

月 8日上午，糜林给万春雁发送了一条微信，“因

肝脏毛病，已于 2 月 4 日来南京住院治疗，恐近

期不能并肩作战了，望不用挂念。”10天后，糜林

与世长辞，生命定格在 57岁。

2月19日，四面八方的村民赶来送糜林最后一

程。因疫情受阻，乡亲们只能按照规定，分批次将

花圈放在通往殡仪馆的路上，以此泪别。摆满花圈

的小路弯弯曲曲，向殡仪馆外绵延数公里……

糜林 57 年的生命，33 年扎根三农一线。帮

助农民增收 10亿多元，据估算，至少有 200万农

民靠着他精湛的果品栽培技术走上了致富路。

他对农民从不吝啬时间

本报记者 张 晔 实习生 王溪佳

万昕万昕

（图文由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提供）

糜林糜林（（右右））生前在果园进行技术指导生前在果园进行技术指导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他走过的地方瓜果香他走过的地方瓜果香、、果农乐果农乐
——追记倒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果树栽培专家糜林追记倒在脱贫攻坚一线的果树栽培专家糜林

谈不上有什么惊天

动地伟大发明，也没有

拿得出手的 SCI 论文，

但农民需要什么，他就

研究什么，33年扎根三

农一线，帮助农民增收

10亿多元……

的种植要点。

周围的人都很奇怪，就凭一片叶子，糜林为

什么能读懂植物的“语言”。

但是，霍恒志并不惊讶。作为镇江农科院

果树研究室同事，糜林在工作中的较起真来没

有第二人能比，正是这种较真，让果园里的一棵

棵果树成了他的一个个“孩子”。

2008 年初，镇江农科所刚刚组建果树研究

室，糜林带领研究室的同事们开展草莓杂交育

种工作，这项研究是首次，能否成功，谁也不敢

确定。

“那个时候我们所还在市中心，一点点草莓

杂交种子，糜主任当作宝贝一样，亲手把它们播

进穴盘，小心翼翼地盖上细土，然后浇上水。”那

段时间，糜主任好像跟种子较上了劲，不仅坚持

每天观察，甚至一天能去两三次。

回忆起当时的情景，霍恒志脸上写满了对糜

林的敬佩之情：“糜主任就这样一直坚持观察20多

天，到第30天的时候，小苗吐出了真叶。他高兴地

对我们说：你看这张叶子，虽然叶片没有分离，但

能看出草莓三出复叶的样子。太好了，我们的草

莓杂交种子育苗成功了，终于能看到苗了！”

一直以来，糜林总是把农民的事当做自己

的事，对田地比农户还上心。为乡亲们服务不

分昼夜的，电话永远 24小时开机。女儿糜蓉说：

“帮农民脱贫致富是他毕生的追求。”

刘华招刘华招（（右一右一））在水稻田间选种在水稻田间选种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