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 月的青藏高原，寒风凛冽，冷气逼人。在

位于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花土沟镇的

尕斯油田，科技日报记者见到的青海油田公司采

油一厂尕斯第一采油作业区采油班班长、采油技

能专家史昆，他身穿红色工服，正给年轻员工讲

解采油技术要点。

在青海油田公司，大家都称史昆为“创客”。

这一称呼毫不为过，他发明防冻取样阀，解决高

原油井冬季取样难题；开展岗位技术创新项目

91 项、创新成果获全国能源化学地质系统优秀

职工技术创新成果奖 2 项、省部级创新成果 13

项、企业级创新成果奖 40 项；获国家专利 16 项，

发表专业论文 19篇……

不断创新，让史昆收获了大量荣誉：全国劳

动模范、全国五一劳动奖章……最近，他带领公

司创新团队在 2020年中国创新方法大赛以参赛

项目《提高高含盐油井取样成功率》摘得青海赛

区冠军奖牌。

“荣誉属于过去，未来我还要继续努力，为祖

国献上更多石油！”史昆说。

从“采油小白”成长为技
能竞赛冠军

1977 年，史昆出生在山东。由于当兵的父

亲复员转业，上世纪 80年代初，史昆一家阔别故

乡，远赴青海定居。1995 年，从石油技校毕业

后，史昆来到青海油田生产一线从事采油工作，

这一待就是 26年。

初到采油作业区，史昆还不到 18岁，眼前的

苍茫戈壁、风沙肆虐，让他一度觉得“这是个没有

生命的地方”。

彼时，史昆还是个“采油小白”，连最基本的

压力表也不认识，完成本职工作都困难。“那时，

我真的感觉压力好大。”他回忆道，“我下定决心

跟着师傅好好学，一定要熟练掌握采油工的相关

技能，做一个懂技术的采油工！”

于是，史昆在工作中处处留心，白天上井时，

就把井上出现了什么情况，别人是怎么处理的，

都一一记在笔记本上，晚上一有时间就拿出来细

心揣摩。经过一段时间的勤学苦练，史昆熟练掌

握了量油、调参、碰泵、加皮带等采油工必须掌握

的技能。

1997 年，公司要举办技术比武竞赛，在同事

的鼓励下，史昆报名参与。“其实我当时心里没

底，我就是想检验下过去两年的学习成果。”他

说。

此后 20年，史昆似乎和各类技能比赛“杠上

了”。大大小小的岗位大练兵、技术大比武、专业

技能比赛，他参加了十多次。每场技能比试中，

史昆都能斩获桂冠，2019 年，42岁的史昆获得所

在油田最高技能职称。

一场场技能竞赛，让史昆迅速成长，但他也

逐渐意识到，以一己之力无法完成技术创新，需

要发挥团队的力量。

于是，在 2014 年 4 月，青海油田公司创建了

“史昆职工技术创新工作室”，着力培养采油技术

工人。短短几年间，史昆共完成近 2000 人次的

培训，参培人员中 2人被聘为青海油田公司技能

专家、2 人被聘为首席技师，有的则走上了技术

管理岗位，成为生产管理干部。

攻克高原油田“盐堵”技
术难题

在日常工作中，史昆善于观察琢磨，只要是

有可能突破的难题，他就敢尝试；只要是有助于

节能提效的点子，他就会埋头和同事一起研究，

努力探寻破解之法。

由于青海油田附近有许多天然盐湖，采油时

经常会采出水，导致原油中会出现结晶盐，从而

造成油井管线堵塞。长期以来，采油工人只能用

“热水浇灌”等土办法去疏通管道。

2020 年伊始，为解决“盐堵”难题，史昆带领

技术骨干进行现场调研、找到技术突破点，之后

他创造性地提出了 18个治堵方案，并将其中 3个

最优方案在一线进行实验。经过短短半年的调

试，“盐堵”问题得以顺利解决。

而点子不断的背后，是史昆 26 年如一日的

学习与积累。

朱怀超是青海油田公司采油一厂的一名地

质技术员，也是“史昆职工技术创新工作室”的成

员之一。说起自己的师傅史昆，朱怀超眼里满是

敬佩。

“每天工作再忙，师傅也会抽出两个小时，

或做一次井组分析，或绘制一幅图，或看一本

专业书。他常说，提升自己的最佳途径就是不

断学习。记得有一次参加技能大赛，大家对于

三维视图绘制这项技能都不太重视，觉得大赛

不会考，但师傅却告诉我们技多不压身。事实

证明，这项技能对于我们的工作是非常重要

的。”朱怀超说。

回首 26年的职业生涯，史昆觉得，采油对他

已不仅是一份工作，更是一份使命，而这份使命

的底色是对石油、对高原的热爱。

高原油田“创客”史昆：让油井管道顺畅无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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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追梦人

说起爆炸，普通人可能会感到害怕

甚至避而不谈，但 38 岁的师燕超却总会

滔滔不绝地讲上一阵子。

这个青年天天“搞爆炸”，不是为了

制造危险，恰恰是为了守护安全。

“你看，超压荷载 12 兆帕能测出这

样的波形真是很难得，测到的数据也很

完美！”天津大学建筑工程学院副院长师

燕超在电脑上向记者展示着自己测出的

近距离爆炸荷载时程曲线图。

师燕超的脸上洋溢着笑容，别人看

得出他的喜悦——这项科研成果填补了

世界上该领域的空白，建立了全新的近

距离爆炸荷载统计模型；但只有他自己

知道，这个笑，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为

做这个研究，他和团队连续攻关两年，在

野外被“炸”了四次。

民用建筑抗爆专家师燕超本来是学

习土木工程专业的，学生时代的一次访

学经历，让他开始对建筑抗爆产生兴趣，

并在这个“冷门”行业越扎越深。

“从全世界范围看，百姓的生活中可

能会遇到恐袭爆炸或意外爆炸，因此，根

据需要对重要建筑进行抗爆设计十分必

要，而分析确定建筑可能面临的爆炸荷

载是关键。”师燕超说，远距离爆炸荷载

相对好测，但国际常用的确定爆炸荷载

的经验公式和图表均未考虑炸药形状、

起爆点位置等不确定性，用其计算近距

离爆炸荷载实际误差可能高达 500%。

师燕超意识到，必须建构一种新型

的近距离爆炸荷载模型，确定近距离爆

炸强度的动态曲线。但是，近距离爆炸

往往伴随高温、火焰、电磁辐射等干扰因

素，其测试是一个国际性难题。

在历经数十次的试验方案论证后，

2017 年起，他和团队开始进行野外近距

离爆炸试验。

“近距离爆炸荷载测试必须保证试

验建筑物的刚度，这样才能使其在被炸

时震动干扰不至于太大。开始我们采

用了实际的钢筋混凝土结构做试验，结

果……”师燕超叹了口气，指着电脑屏

幕上第一次试验获取的爆炸荷载时程

曲线图说，“你看这个曲线，震动干扰太

大了。”

差不多半年后，师燕超第二次来到

试验基地，这次他选择了很厚的钢板作

为被爆炸物，为了稳定，将钢板直接固定

在地面上测试，没想到还是没测出符合爆炸荷载变化规律的曲线。

“准备一次试验，需要很长时间，中间要经过无数次论证，而且每次野

外爆炸试验，还可能会面临装在被爆炸物上的传感器被破坏等突发状

况。”师燕超说，第三次又没成功，而此时，一些跟他搞测试的学生都已经

毕业了。

“接力干吧。”时间已经到了 2019年 8月，师燕超带着一些新补充进来

的团队成员，第四次来到试验场。这一次，他们先在地面固定好架子，然

后把厚钢板固定在架子上，牢固安装并调试好传感器，做好传感器及测试

设备防护，确保现场安全后，点击起爆器按钮，远程引爆 TNT 炸药，嘭！

一声巨响后，他们赶紧查看荷载监测曲线，发现成功了！

师燕超回忆说，当时并没有欢呼雀跃，“失败也有失败的意义，在研究

成功前发表的论文中，我也乐于将失败的分析放进去给学界同仁参考。”

最终，基于试验结果，师燕超提出并建立近距离爆炸荷载的统计

模型，将有关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权威期刊上。“这个统计模型充分

考虑了近距离爆炸荷载的不确定性，在指导建筑抗爆设计时可以根

据需求合理确定爆炸荷载，确保建筑的抗爆安全性。”师燕超的脸上

写满了“值得”。

近年来，在国家出版基金资助下，师燕超与其导师合作出版了我国民

用建筑抗爆领域的首部专著《建筑结构抗爆分析理论》，作为骨干成员参

与编制了我国首部《民用建筑防爆设计标准》，参与修订《建筑结构抗倒塌

设计标准》，首次将结构抗爆炸连续倒塌设计写入其中。

师燕超说，因为变量极大，抗爆领域还有诸多科学问题没有解决，因

此，随着研究的深入，他和他的学生对这个“冷门”研究得越来越宽。“我的

学生，有的研究爆炸引起建筑物中人体耳鼓膜、肺部损伤的范围，有的研

究如何优化门窗玻璃尺寸提高其防爆性，有的研究爆炸灾后建筑性能评

估等，几乎每个研究生都有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师燕超说。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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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燕超（右一）在为野外爆炸试验做前期准备 新华社发

评价一个科学家，要看他做出什么成果，而不是以头衔

论英雄。提到牛顿、弗莱明，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他们的

头衔，而是万有引力、青霉素。科学家做出什么东西来最

重要，这是可以被写进历史的，头衔只是辅助。

李文辉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院教授

◎实习记者 代小佩

李文辉李文辉：：找到乙肝找到乙肝
病毒进入人体的病毒进入人体的““门门””

2021 年春节前夕，记者在北京生命科学研

究所（以下简称北生所）见到李文辉时，他正专注

地阅读一篇英文文献，这位北生所资深研究员、

清华大学生物医学交叉研究院教授似乎忘了约

好的采访时间。

李文辉的办公室面积大约只有 4平方米，刚

好能放下一张办公桌和几张椅子。“办公室不大，

但有张桌子有台电脑，能看文献就够了。”他说。

前不久，美国乙肝基金会宣布李文辉因发

现乙肝病毒入侵肝细胞的受体而获得了 2021

年巴鲁克·布隆伯格奖。该奖项被认为是乙肝

相关科研和治疗领域的最高荣誉，2020 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哈维·阿尔特也曾获得

该奖。

对李文辉而言，获奖并未给他带来太多改

变。“得奖并不意味着什么。我还是该干啥干啥，

做科研其实蛮辛苦，到了一站后，得往下一站

走。”他说。

李文辉的下一站，在何处？

年少时住在乡村卫生院的后院，李文辉看过

太多饱受病痛折磨的人。从那时起，他便希望自

己以后能为病人做点什么。

“医生都想治病救人，但受限于医学发展水

平，很多时候也是无能为力。要想制服病魔，就

要大力发展基础研究。”于是，李文辉选择走进生

命科学大门。

2001 年，李文辉在协和医科大学获博士学

位，随后赴美国哈佛医学院从事博士后研究，后

担任讲师。

2003 年“非典”疫情暴发后，李文辉和同事

率先发现“非典”病毒的受体——ACE2，引起国

际高度关注。“非典”疫情结束后，李文辉想做“更

重要的事”——制服乙肝病毒。

我国目前有 1.2亿乙肝患者，每年大约 70万

到 80 万人死于乙肝。乙肝尚无法得到根治，该

病患者必须终身服药。

2007 年 ，李 文 辉 辞 去 哈 佛 大 学 医 学 院 讲

师一职，回国加入北生所，开始寻找乙肝病毒

受体。

自乙肝病毒被发现以来，科学家们一直在寻

找其相关的细胞表面受体。这个受体，是乙肝病

毒入侵人体的“大门”。自上世纪 70年代乙肝病

毒被发现后，全球科学家前赴后继寻找乙肝病毒

受体，皆无功而返。

李文辉很清楚，他可能也找不到。

但，这是乙肝研究领域最难、最亟待解决的

问题。找到乙肝受体，就能为研制相关药物开拓

新路，为乙肝患者带来更多希望。

“一步步来。科学是一个探索的过程，只要

敢于探索，就有成功的希望。”李文辉知道，这不

是一两天或一两年就能出的成果。

探索未知前沿，让李文辉觉得很“烧脑”也很

过瘾。“走别人走过的旧路和你自己蹚出一条新

路，感觉完全不一样。自己摸索，前面是一片黑

暗，得自己找到一丝亮光，这非常具有挑战性。”

他说。

北生所所长王晓东也不否认，挑战的结果可

能是“竹篮打水一场空”。“但要做‘从 0到 1’的原

始创新，不就是在无数的不可能中，找那一丁点

儿的可能性吗？”王晓东说。

“做别人没做过的事，总是有风险的。你在

最前沿，你也不知道你到底可以干成什么。不光

是我，我觉得所有做创新性研究的科学家都是如

此。”李文辉说。

但他相信，所有科学都是实事求是的，只要

往前走就可以了。

就这样，“冒险者”李文辉在同事、领导的支

持下，以树鼩为模式动物，带着几个学生，踏上寻

找乙肝受体的旅程。

做重要且有挑战的课题

在与病毒、树鼩不断“较劲”中、在一次次失

败中，5 年倏然而逝，李文辉的实验室团队迎来

了国际评估。

国际评估是北生所每个实验室负责人都要

经历的“大考”，不能通关就出局，没人例外。

然而，自 2007 年加入北生所到 2012 年，这 5

年来，李文辉的实验室团队只在《生物化学杂志》

上发表过一篇关于手足口病的“小文章”，没有一

篇“重量级”的 CNS（《细胞》《自然》《科学》三本

国际权威期刊英文名称的首字母）论文。

为了让李文辉安心攻坚克难，北生所领导破

例将李文辉实验室的国际评估延期。

李文辉没有辜负这份信任。2012 年年中，

李文辉实验室确认发现乙肝病毒和丁型肝炎病

毒进入人体细胞的关键受体——钠离子牛磺胆

酸共转运蛋白（NTCP）。2012 年 11 月，相关成

果在线发表在学术期刊《eLife》上。

这是李文辉实验室团队发的第一篇关于乙

肝的文章，也是因为这项研究，李文辉获得 2021

年巴鲁克·布隆伯格奖。

如今，回首那 5 年，李文辉十分感谢北生所

给予他的信任和支持。“做出科学成果需要勤奋、

运气，也需要支持。搞科研是一件奢侈的事，尤

其做前沿科学，不光需要物质条件，更需要精神

上的自由。”他说。

2015 年，李文辉成立华辉安健（北京）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专注于研发乙肝新药 HH003，目

前已接近完成一期临床实验。

研 发 HH003 占 用 了 李 文 辉 一 些 时 间 ，但

他已习惯了在科研工作者和药物研发者这两

攻克乙肝病毒受体难题
在王晓东眼中，李文辉是个很“二”的科学

家。“他有‘二不申’：不申奖项、不申院士。”王晓

东说。

对此，李文辉表达了自己的想法：“评价一个

科学家，要看他做出什么成果，而不是以头衔论

英雄。提到牛顿、弗莱明，人们首先想到的不是

他们的头衔，而是万有引力、青霉素。科学家做

出什么东西来最重要，这是可以被写进历史的，

头衔只是辅助。”

最近三四年，李文辉很少晚上 12 点以后还

待在实验室。“十多年前，我刚来北生所时，真

不觉得累。早上 7 点就到实验室，一直干到凌

晨 2、3 点，都不觉得有啥。北生所提倡‘Em-

power Young People’（为年轻人赋能），这个思

路很对，要给予年轻人支持，让他们放手干。”

李文辉说。

不仅要让年轻人干，更要让年轻人成长起

来，这是李文辉坚信并践行的一点。李文辉的团

队氛围很融洽，这里没有让学生言听计从的“老

板”，也没有人说了一定算，大家都是平等的。“大

家时常一起讨论，新想法层出不穷。这里就像富

有活力的‘热带雨林’，而不是单调的‘白桦林’。”

李文辉说。

李文辉常跟学生说：“不应崇拜权威，但应该

了解一个人是如何成为权威的，他做了什么、为

什么有成绩。一个人成为权威后，是不是意味着

他说的就都对，这有一个大问号。”

有学生评价李文辉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为

人低调谦逊，和他相处让人感觉如沐春风。

对于他人的评价，李文辉坦言，自己“不太在

乎”。多年来，他最在意的，是自己是否还在做

“最难、最重要、最有意思的科学”。

希望年轻人自由成长

种角色之间切换。“我现在走两条路，一是认

识乙肝病毒本身，侧重于基础研究，二是推动

改善未来的治疗手段，侧重于成果应用。搞成

果转化，可以把在药物研发中遇到的问题反馈

给 科 研 人 员 ，科 研 的 进 展 又 能 指 导 药 物 研

发。”他说。

李文辉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李文辉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周维海周维海摄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