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宁夏吴忠市盐池县素有“中国甘草之乡”美

誉，但由于多种原因，这里的野生甘草自上世纪

90年代以来呈逐渐萎缩之势。

有这样一位科技工作者，他被老百姓亲切地

称作“甘草榔头”，在他的大力推广服务下，当地

农民的种植观念有了很大转变，产业结构逐渐向

绿色中药材方向发展。如今的盐池县，多个村

庄，如柳杨堡土沟麻黄村、城西滩芍药村、王庄子

甘草村，成为远近闻名的中药材专业村……

他就是盐池县科技局高级农艺师、宁夏中药

材产业技术服务专家李生兵。

前不久，中国科协公布了 2020 年宁夏“最美

科技工作者”名单，李生兵榜上有名。

对254种野生中药材如数家珍

今年 51 岁的李生兵成长在农村，从小就目

睹了农民生活的不易，他誓要用知识改变农村的

现状。最终，他如愿考入原宁夏农学院农学系

（现宁夏大学农学院）。1994 年毕业后，他来到

盐池县科技局工作。

对于盐池这片土地，李生兵有着超乎寻常的

爱。参加工作以来，他几十年如一日，研究、调查

沙生中药材，对其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多年的积

累，让他对 254种野生中药材如数家珍。

同事们都很好奇，李生兵是如何做到这一

点的？

只有李生兵心里清楚，先后六次作为全区中

药材普查盐池片区的普查员，自己是怎样用一双

赤脚，走遍了全县大大小小的沙塬丘陵。

“作为中药材方面的科研人员，熟悉药材只

是基本功。”李生兵常对单位的年轻人说。

辛勤耕耘必有收获。

2005 年以来，李生兵承担的课题多次荣获

宁夏回族自治区科技进步一等奖、三等奖，宁夏

吴忠市青年科技创新奖等奖项。由于工作业绩

突出，他本人也当选宁夏区委组织部“自治区专

家服务团成员”、吴忠市政协委员。

带队“制服”人工甘草天敌

盐池县所产的甘草质量上佳，品质在全国范

围内都非常突出。“要把这么好的东西推广出去，

不能浪费优势资源。”李生兵曾如是说。

李生兵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做的。他先申

请去宁夏农林科学院、宁夏大学、宁夏医科大学

等单位学习，一边请教专家，一边实践摸索，搞起

了人工甘草种植。经过 20 多年的耕耘，他不仅

让人工甘草种植面积逐年扩大，还不断升级相关

栽培技术。

有了甘草，接下来，李生兵思考的是：如何将

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效益？

他首先调动一线科研团队，鼓励他们从选种

育种、下地播种、虫害防控、田间管理等环节进行

实验和思考。在他及团队的努力下，科研人员

“制服”了胭脂蚧这一长期破坏人工种植甘草的

害虫。此外，李生兵还探索出了甘草深翻沟播技

术、甘草直栽技术、甘草深翻平栽技术、林（薯）药

间作技术。

经过多年研究、开发，2000 年盐池县“8613”

“西部专项”等一批中药材研究项目区，成为甘草

种植的样板。

实现年经济效益1.2亿元

“科学研究上有底气，成果转化上接地气。”

这是李生兵的职业信条。

正是秉着这样的信念，他左手科学研究、右

手成果转化，两手都不放松。

这些年，李生兵通过承担多个大型科研项

目，总结出了甘草覆膜育苗技术、中药材除草及

应用技术、中药材机械化种植及采挖技术，发表

论文 11 篇，还与宁夏农林科学院甘草专家合著

《甘草研究》和《宁夏栽培中药材》。

在成果落地方面，从 2006 年开始，他大力帮

助盐池县先后成立了 23家与成果转化相关的合

作社及企业。每逢天阴雨湿的天气，他都要来到

田间地头进行观察观测，确保发现的问题及时得

到解决。

“我要保证所有参与人工甘草种植的人，劳

有所获、勤有所得。”李生兵说。

目前，盐池县全县甘草种植面积达 44万亩，

中药材种植加工、流通每年产生的经济效益可达

1.2 亿元，带动 1.2 万人就业。“盐池甘草”被成功

申报为国家驰名商标、宁夏第七届著名商标，成

为宁夏百姓十大最喜爱的商标之一。

面对成绩和荣誉，李生兵说：“人的生命是有

限的，为人民服务却是无限的。前路漫漫，我将

继续前行。”

搞科研、斗害虫，这把“榔头”种出金甘草

周一有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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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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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很短，要做的事情

很多。做高原医学，最需要

的精神就是奉献，留在青藏

高原，是我一生最正确的决

定。这条路，我走对了。

吴天一

中国工程院院士、青海省高
原医学科学研究院院长

◎新华社记者 张旭东

刚刚过去的假期，青岛启迪能源与动力技术研究院院长肖炀没顾上

休息，依旧在实验室里忙个不停，为斯特林发动机在农村地区推广应用作

准备。

斯特林发动机是一种外燃机，燃料在气缸外壁燃烧，加热气缸，让气

体推动活塞做功，将热能转化成机械能，其突出特点是能适应极端环境，

而且运行稳定。但由于斯特林发动机成本高昂，国内目前仅在航天、潜水

器等领域有所应用。肖炀的想法，就是要让斯特林发动机走下“云端”，走

进乡村。

肖炀 1985年出生，本科和硕士就读于乌克兰敖德萨国立技术大学核

工程专业。2010 年回国后，在华北电力大学任教，开始接触斯特林发动

机并产生了浓厚兴趣。后来，他公派到日本大阪大学留学，专门学习斯特

林发动机相关技术。

在日本完成学业后，肖炀选择回国。“随着我国经济实力、科技水平和

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升，对先进技术的需求越来越多，这对留学生有着巨

大吸引力。”肖炀说。

由于斯特林发动机对气密性要求非常高，而且要适应六七百摄氏度

温差的工作环境，这对加工工艺、合金材料等都提出了苛刻要求，也决定

了它的高成本。为了让斯特林发动机走出“贵族殿堂”，肖炀回国后开始

研究成本和性能兼具的斯特林发动机。

“我们从设计思路和理念入手，避开对材料和加工工艺的苛刻要求。

在降低成本同时，满足斯特林发动机运行的条件和要求。”肖炀说。

这条路比肖炀预计的要困难许多，预订的零件不符合要求，他们得一

个个重新加工；机器组装起来了，气压就是上不去，又从一个个细节开始

检查……

2016年 10月以来，从定型、开模到加工组装，他们经历了一次又一次

的挫折和失败。期间，由于样机的排烟没处理好，他们不得不戴着防毒面

具工作，然后跑到外面换口气。

2017 年 6 月 18 日，样机终于转起来了，不少人当场流下眼泪。肖炀

激动地给父母发短信：“发电了！”

肖炀团队使斯特林发动机的成本下降了 50%，使用寿命大大延长。

试验成功后，肖炀将斯特林发动机的应用场景瞄准了农村地区的供电和

供暖。他们配套开发了有机物气化设备，将农村的秸秆、树枝、木屑等作

为原料，为斯特林发动机提供燃气，其产生的电力供农户日常使用，多余

的燃气则供农户做饭和供暖。

“这既大幅降低了农村用电、用气的成本，而且实现了零排放。农民

将秸秆、树枝卖给我们还能增加收入。”肖炀说，“今年，我们将在青岛、淄

博、聊城等地农村进行试点。”

采访了解，除了用于农村发电，肖炀还尝试将斯特林发动机用于超低

温冰箱，更有效地降低能耗。目前，样机已基本定型，下一步将申请相关

专利。

他让“云端”发动机走进乡村

李生兵（左）在采挖甘草苗 马莉摄

◎本报记者 王迎霞

吴天一吴天一（（左二左二））为藏族群众义诊为藏族群众义诊 青海高原心脏病研究所供图青海高原心脏病研究所供图

“教室排课、行车路径规划、航班调度、大数据挖掘、金融分析等，可以

说，进化计算的应用领域无所不在。”在郑州大学电气工程学院的教室内，

梁静正在为学生们讲授《进化计算》课程。

“怎样在一定时间内排更多航班，最大化地利用机场现有资源？怎样

优化投资组合，让收益更大、风险更低？怎样设计机器人的路径，让其躲

开障碍物，同时机器人之间不会互相干扰？怎样优化车间流水线工序，在

约定工期以更节能减排的流程完成各类工件生产？”梁静说，建设智慧城

市时，上述智能调度问题都可以应用进化计算进行解决。

1981 年出生的梁静，目前担任郑州大学电气工程学院院长。近期，

她正带着团队攻关，力求在进化计算的应用方面有所突破。

1999 年，梁静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控制科学与工程系。大学毕业

后，她拿到了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开始攻读博士学位，从

此一头扎进了进化计算研究领域。

进化计算虽是数学问题，但在实际生产生活中无处不在。“比如点外

卖的时候，让派送员去取货后再给我们送货，那么他沿途经过哪些商家，

路上是不是可以再多取多送一些，怎样去高效完成这样的任务，背后其实

就是一个进化算法的优化问题。”梁静说。

读博期间，每次暑假回国，家乡的变化都给她留下深刻印象。“我觉得

在国内虽然可能有挑战，但有机会去做更多我想做的事情，发挥的空间更

大些。”梁静说，博士毕业后，面对地方政府机关、国外科研机构抛来的“橄

榄枝”，她最终一一婉拒，“我还是想继续做科研，为国家和家乡做一些力

所能及的事情，这是自己的初心。”

2009 年，梁静选择回到家乡郑州工作。刚开始确实有些不适应，不

过，这种不适感很快便消失了。她笑着列举国内日常生活的体验，比如电

子政务的便捷、空气质量的改善、疫情防控的成果、晚上在外散步时的安

心等，“现在国外电子支付不如国内普遍，出国消费时反而很不适应”。

如今，简历上的她，科研成果和成绩十分耀眼：在进化计算国际会议

上组织过多次优化算法竞赛，所制定的标准测试函数集被全世界 67个国

家和地区、45个学科领域的学者认可和使用。

生活中的她，兼顾着科研、管理和家庭。作为博士生导师、院长和两

个孩子的妈妈，梁静的备忘录上每天挤满了各种待办事项，做起事来风风

火火。

一个人的力量总归是有限的，随着国内引才政策越发优厚，越来越多

的青年才俊加入梁静的科研团队，团队的研究范围也从偏重理论扩展到

更多应用领域。

谈及未来，梁静认为，自己的工作还处于应用前端，如果要让进化计

算发挥更大价值，就需要搭建一个拉近优化算法设计人员跟工程应用之

间距离的平台，才能更好地设计出新算法，解决智能电网、生物医学工程

等方面的实际应用问题。

智慧城市背后有她的神机妙算

◎新华社记者 张浩然

“吴院士，您曾创造在青藏铁路唐古拉山作

业的 14余万名筑路员工无一人因急性高山病死

亡的医学奇迹，川藏铁路动工在即，我们希望您老

出山，为高原筑路工人的身体健康保驾护航……”

高原初春，寒风凛冽。4月 8日，中国工程院

院士、青海省高原医学科学研究院院长吴天一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前，一通长途电话响起，

让这位年逾古稀的院士打开了话匣子……

现年 84 岁的吴天一，身材清瘦、白发丛生，

可精神矍铄、记忆力超群。

他是医者，被牧区群众亲切地称为“牧民的

好曼巴（藏语曼巴意为医生）”。他也是科学家，为

获取重要论证数据“粉身碎骨”；为揭开藏族适应

高原低氧环境之谜，耄耋之年编纂 340万字巨著

《吴天一高原医学》，填补世界高山医学空白。

1937 年，在新疆伊犁的一个知识分子家庭

里，一个名叫依斯玛义尔·赛里木江的塔吉克族

男孩呱呱坠地，随父母迁居南京后，这个新疆男

孩有了汉族名字——吴天一。

1958 年，吴天一以优异的成绩从中国医科

大学毕业。此时的他，已在部队当过一年的骑

兵、荣立 3次三等功、并参加了抗美援朝战争。

1962 年，吴天一背起行囊，只身踏上青藏高

原荒凉的土地，在中国人民解放军 516医院担任

主治医生。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青海省百废待兴，为服

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国家出台移居政策，十几

万中原人民响应号召，浩浩荡荡从平原地区移居

高原青海，在青海海拔最高、自然条件最艰苦的

青南地区开荒种地。

不过，问题也随之而来。

由于高原地区严重缺氧，对此毫无经验的移

居百姓抵达青海后，纷纷出现了不同症状的高原

反应，大量居民患上了不同类型的高原病。苦于

青海医疗条件和水平有限，很多高原病被当作普

通肺炎、肺充血症进行治疗。

作为内科医生的吴天一，彼时曾接诊过一位

从河南移居青海的老人。“患者当时 60 多岁，由

于缺氧引发了躁狂症，注射镇静剂却不见效，我

只能眼睁睁看着老人离世。那一年，我 21 岁。”

病患的离世，深深刺痛了吴天一年轻的心。

“青藏高原缺氧、低压的恶劣环境，阻碍了人

类开发高原的步伐，也威胁着这里居民的健康和

安全，必须找出高原病的致病原因并不断研究下

去。”这一决定，让吴天一走了一生，也让他和高

原病较了几十年劲儿。

此后，吴天一开始了对高原病和藏族群体的

研究工作。

1963 年，吴天一首次在世界范围内提出发

生在青藏高原的“高原肺水肿”并对其加以论证，

而在此前很多文献都把高原肺水肿称为高山肺

炎。这一重大发现如一声惊雷，对世界高山医学

研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此后12年，吴天一对青藏高原不同海拔、不同

民族的人群进行了高原病调查，他通过对比研究得

出结论：我国藏族群众已从器官、细胞和分子水平

上，对高原环境建立起完善的整体适应机制，但其

中依然有低氧易感的个体。这一研究揭开了藏族

群众适应高原低氧环境之谜，相关成果立即在国际

医学界引起强烈反响，纠正了一度流行的、主观臆

断的“青藏高原居民不存在慢性高原病”的论点。

纠正学界对高原肺水肿的错误认知

科研之路并不易走，在青藏高原从事科研，

更是难上加难。回顾自己的科研经历，吴天一将

其形容为“九死一生，粉身碎骨”。

自 1980 年起，为获取生理资料和病理资料，

为获取资料十年走遍青海牧区

2010 年 4 月 14 日，青海玉树发生了 7.1 级强

烈地震，在 4000米的高海拔地区，高原反应严重

威胁着来自全国的救援队员的健康。

当时，已 74岁高龄的吴天一闻讯立即请战，

要求前往抗震救灾一线。因他的年龄，青海省卫

生厅未敢答应。

“我当时就去找主管副省长，只说了两句

话 ：玉 树 发 生 高 原 地 震 ，我 是 从 事 高 原 医 学

的。我必须去，而且现在就走！”于是，吴天一

任组长，率领 14 人组成的高原病防治专家组

赶赴灾区救援。

4 月 16 日早晨，他们到达玉树，成为最早到

达玉树灾区的高原病防治医疗队。

吴天一到达灾区后，不顾年事已高，驱车前

往了 17 个抗震救灾工作点，先后走进灾情最

重、海拔最高的上拉秀、禅古、扎西科等乡村。

吴天一马不停蹄地从一个救援点奔赴下一

个救援点，爬上废墟，走进挖掘点，进入简陋帐

篷，为参与救灾的部队、消防官兵、医疗队员讲解

高原疾病预防知识，现场参与和指导急性高原肺

水肿的抢救治疗，他还发挥精通藏语的优势，对

灾区群众进行心理疏导，为在震后第 3 天便将

3000 多名重伤员全部运出灾区立下了汗马功

劳。

如今，虽已年过八旬，吴天一的脚步却依然

匆忙。

2020 年末，340 万字的医学巨作《吴天一高

原医学》出版发行，这本书展示了吴天一 50多年

来在高原医学研究领域的研究成果和学术思

想。其中，除了论述高原病外，吴天一还第一次

从语言学、人类学、考古学和基因组合学等方面，

论证了藏族群体在世界高原群体中已获得了“最

佳高原适应性”这一观点。

50 余年来，吴天一对发生在青藏高原的各

型急、慢性高原病从流行病学、病理生理学和临

床学方面做了系统研究。他提出的慢性高山病

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纳为国际标

准并命名为“青海标准”，于 2005 年在国际上统

一应用。

拖着一身“负伤”的“零件”，吴天一依然乐观

坚毅，无悔付出。采访结束时，他这样对记者说：

“人生很短，要做的事情很多。做高原医学，最需

要的精神就是奉献，留在青藏高原，是我一生最

正确的决定。这条路，我走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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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天一用了10年时间，踏遍了青海高原牧区的每

一寸土地。这十年，他得到了10万份重要数据。

上世纪八十年代，位于青海省海拔最高地

区的玉树藏族自治州、果洛藏族自治州，交通

闭塞、自然条件恶劣。为采集藏族居民样本，

吴天一每天都带领团队骑马前行，牦牛则驮着

X 光线检测仪、心电图仪、脑电图仪等设备跟

随其后。

在此期间，一次严重的车祸，曾让吴天一险

些送命。1985 年，在外出调研途中，吴天一乘坐

的汽车从青海省橡皮山山顶翻至山脚下，吴天一

满身是血、动弹不得。幸运的是，一位司机师傅

路过，赶忙叫来附近的老乡进行施救。

这场意外，令吴天一全身 14根肋骨骨折、髌

骨粉碎性骨折、腿部胫腓骨全断，至今他体内还

有一根十几厘米长的钢板。

除了在高原地区进行现场采样外，吴天一的

另一项重点工作，就是进行高低压舱模拟实验。

1995年，吴天一在青海高原心脏病研究所设计并

启动了首个模拟高海拔环境的高低压实验氧舱。

当时动物实验都已做过，第一次人体模拟试

验由谁进去？吴天一几乎没有犹豫：“技术设计

是我做的，当然应该我第一个进去。”

实验开始后，操作人员缺乏经验，当大气压

从海拔 8000米标准开始下降，由于降速太快，刹

那间吴天一头疼欲裂、鼓膜被打穿……彼时，吴

天一虽然听力已严重受损，却摸清了舱体运转的

安全系数。

1990 年，吴天一在国内首次组织国际阿尼

玛卿山医学学术登山队，为获取大量人在特高海

拔的高山生理学资料，他连续两个月面对皑皑雪

山，导致双眼患上白内障。而当时植入他眼中的

人工晶体，也在“服役”20 年后“退役”脱落，需要

再次进行手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