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天，在内蒙古、青海、广西等地的部分地区，

农民们已经用上了钟瑾团队研发的青贮技术。

然而，时间回到 9 年前，这里却是另一番

景象。

2012年冬天，牧民金大泉遇到了一个棘手的

问题。他所在的青海省贵南县贵南草业牛羊繁育

场里，秋天时体重六十多公斤的羊，过了一个冬

天，就只剩下四十多公斤。金大泉的遭遇并非个

例，在这个畜牧大省，饲料浪费率高、营养含量低，

仅因冬季牛羊掉膘每年就要损失几十亿元。

正在一筹莫展之际，钟瑾团队研发的青贮菌

剂解了燃眉之急。

2016 年至 2017 年，农业农村部组织专家在

山东、山西、河南等地开展了全株玉米不同青贮

方式的饲喂对比试验，结果发现用这些青贮饲料

喂养的羊增重达到 11.8%，肉骨比和饲料转化率

更高。

试验结果虽好，想要说服当地老百姓采用这

项技术，却不是件容易事。

为了让更多人了解及认识到这项技术，钟瑾

和同事们在每个贫困点或示范点都会找来几个

青贮大户，免费提供给他们菌剂并示范青贮加工

过程。钟瑾甚至还把牛羊根本不碰的蒿草进行

打包贮藏，一年后看到草料新鲜、清香、不发霉，

牧民们这才算认可了。

和当地百姓熟识后，很多牧民都愿意找钟

瑾，向她询问技术应用上的问题。

“也许，女科学家更细心一点，也更容易共

情，自然而然地会换位思考老百姓的感受，所以

他们会觉得我亲切，也就没有距离感了。”钟瑾笑

着说，她很庆幸自己身上有这种亲和力。

为了把好技术送到更多地区，钟瑾和同事

们踏上了扶贫路。在广西，他们沿着用刀砍出

来的小路前行，一边是陡峭的山壁，一边是被

杂草遮蔽的悬崖，他们就用手抓住石缝间的杂

草前进；在云南和贵州的大山里，他们用上了

所有想得到的交通工具，有时车坏在半路，一

等就是几个小时。

一次次跋山涉水，使钟瑾意识到：“一定程度

上，恶劣的地理环境导致了贫穷，而越是自然环

境恶劣的地方，就越不能少了科技，越不能少了

科研力量。”

当被问及是否会再次上路时，钟瑾坚定地对

记者说：“有需求一定会去。”

悉心帮扶，技术终获牧民认可

一朵鲜艳饱满的紫色刺绣牡丹，下面坠着一只玲珑晶莹的红色石雕

蝴蝶，再点缀以流苏穗子。这件精美的小饰品是寿山石雕刻师叶子从业

30年后的最新创意：融合两项跨越千里的非遗技艺——宁夏刺绣和福建

寿山石雕。

去年年初，叶子作为福建省妇联闽宁协作公益扶贫人去宁夏，参观了

当地的刺绣等民间技艺。

“同行的人都在感叹这些作品好美，而我在想怎么能将雕刻与之结

合。”叶子说，“捐款捐物是一时的，我想用技艺提供一些更持久的帮助。”

于是，去年下半年以来，叶子兼纳石雕和刺绣之美，设计了挂饰、发夹

等一系列产品，为宁夏的手艺人增加了收入。同时，在不可再生的寿山石

资源渐趋稀少之际，用曾经被雕刻师们丢弃的小块边角料制作创意产品，

也为寿山石雕刻技艺寻得一条新出路。

作为为数不多的女性寿山石雕刻师之一，她认为自己的创作源于女

性丰富的情感和细腻的感悟。坚刀硬石中也有绕指柔情，30 年来，她的

手磨出茧子、磨变了形，但她却用匠心孕育出独特的女性力量。

1991 年，刚从美术学院毕业不久的叶子，有一天路过福州一石雕作

坊，偶然捡到了一块寿山石。在这场“一眼一生”的邂逅中，叶子感觉眼前

的石头“美得发光”，便将其带回家，随心雕刻起来。

“每天结束工作后，夜深人静时，我雕着石头，感觉好像在跟石头对

话，精神上很放松。”叶子回忆。

雕了一年后，叶子带着自己的一袋子作品来到福州一花鸟器物市场

摆了个小摊儿，一上午销售一空，还接到几个预定订单。又过了两三年，

叶子愈发觉得寿山石“越看越漂亮，越玩越有意思”，也靠着寿山石雕开起

了小店，便辞去工作，专职雕刻。

产于福建福州的寿山石莹润质软，色彩斑斓，适宜雕刻器件。历史悠

久的寿山石雕刻技艺有“一相抵九工”之说，讲求因循石材原本的条纹色

泽进行创作。

在她的作品《满堂红》中，黄白底色石材上的道道红纹，被雕成了池中

的游鱼。另一件名为《空山行旅》的作品中，石材中部天然的裂缝，则在她

的刀下变为山水间的空谷与漫步其中的行人。

“每块石头都有自身的气质，每次雕刻都好像遇见一位新朋友。”叶子

说。入行以来，叶子别出心裁的创作屡屡在展览、比赛中吸引关注，她本

人也获评福建省工艺美术大师。

近年来，除了创作收藏品，自学成才的叶子还尝试“让艺术品生活化、

生活品艺术化”。不仅是非遗刺绣，她还和一些手艺人或制造商合作，为

首饰、古琴、茶具等物件添上一块寿山石雕。在她看来，以现代审美进行

跨界融合，可以让寿山石雕更好地融入人们的生活，从而将古老的雕刻技

艺传播推广出去。

“寿山石雕刻是一个很广阔的领域，有着丰富的内容，其中不应缺少

女性视角的表达。”叶子说。

刀石下有绕指柔

匠心孕育“她”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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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程度上，恶劣的地理环境导致了贫穷，而越是自

然环境恶劣的地方，就越不能少了科技，越不能少了科研

力量。

钟 瑾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新华社记者 褚萌萌 陈思琪

◎本报记者 史俊斌 通讯员 关 颖

“青贮饲料是牛羊口粮中最重要的一种，世

界范围内，该饲料在饲料总量中的占比超过

55%，但在我国这一比例还有待提升。”前不久，

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钟瑾为地处青

藏高原的牧民录制了一段科普视频。

视频中提到的青贮饲料，就是指把牧草等青

绿饲草原料压实封闭并发酵，从而减少养分损

失，是一种利于动物消化吸收的草料贮存方式。

在这一加工过程中，需要用到乳酸菌剂，它在其

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在长期劳动实践中，我国人民摸索出一套

传统的草料贮存方法，但这一方法的应用效

果不理想。而从美国、日本等国进口的乳酸

菌剂价格昂贵，加工一吨青贮饲料有的就需

要几十元，这使新的草料贮存技术难以得到

普及。

而乳酸菌就是钟瑾的研究对象，在过去十余

年里，她带领团队打造出一支国产“菌”队，让地

处高原地区的牛羊吃上了青贮饲料，帮助高原牧

民增产增收、打赢脱贫攻坚战。

今年年初，由于在扶贫方面作出的突出贡

献，钟瑾被评为 2020 年中国科学院年度感动

人物。

乳酸菌广泛存在于人体中，如口腔、肠道、生

殖道等，也存在于植物表面、动物肠道、土壤中。

它可被用于发酵食物，也可被用于调节人体肠道

菌群、加工草料……在钟瑾的世界里，乳酸菌意

味着许多可能性。

2003 年，钟瑾获得北京大学博士学位后，进

入中国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入职没多久，她就

在以乳酸菌作为防腐剂的应用研究上小有成就。

2010 年，在时任青海省科技厅厅长解源的

邀请下，钟瑾和同事前往青海省进行考察。彼

时，因为缺乏牧草贮存技术，该地牛羊饲养陷入

“夏肥秋壮、冬瘦春亡”的怪圈，牧民们一年的辛

苦常在短短几个月内就付之东流。而进口青贮

菌剂价格较高，牧民们难以承受，这导致当地居

民人均收入一直难有突破。

“刚开始接触扶贫时，我觉得扶贫不是科学

家的主业，后来我去了才知道，农民竟如此渴望

科技。”钟瑾回忆道。

为了改变这一局面，回到北京后，钟瑾决定

研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青贮菌剂。青贮过程

非常复杂，涉及的微生物种类繁多，乳酸菌的种

类和数量在不同发酵阶段也会出现巨大变化。

看似简单的菌剂研究，要求科研人员对微生物有

非常细致及深入的了解。

钟瑾带领团队成员从全国各地采集并分离

了几千株乳酸菌，并从中筛选出十余株功能菌，

将其研制成系列青贮复合菌剂。

“这项工作利用了中科院长期的科技积累力

量，为扶贫工作不断‘造血’。”时任中国科学院院

长白春礼对此评价道。

打破怪圈，研发国产青贮菌剂

苜蓿是一种优良的豆科饲草植物，其蛋白质

含量非常高，又被称为“牧草之王”。荷兰、丹麦

等乳品行业发达的国家，都拥有优质的苜蓿饲养

体系。长久以来，受制于加工技术，我国苜蓿产

业未得到较好发展。

2015 年夏天，钟瑾到内蒙古通辽市库伦旗

进行考察时，被眼前饲料贮存的一幕惊呆了：田

间地头随手挖个坑就是窖池，打开封口，臭味伴

着霉味扑面而来。

“由于苜蓿粗蛋白质含量很高、糖分少，若青

贮技术不过关，它容易腐烂、变臭，贮藏的饲料不

仅不能用于饲喂，而还会污染环境。”钟瑾说。

2016 年夏天，钟瑾与呼伦贝尔农垦集团谢

尔塔拉农场合作，在该地尝试采用她团队研发的

青贮菌剂及加工技术来青贮苜蓿。

然而，这场试验进行得并不轻松。

此前一年，谢尔塔拉农场场长吴宏军已有过

一次失败的经历。当时，他们虽然用了菌剂，并

请来技术人员进行指导，但是最终整窖苜蓿完全

腐败发臭。按照每吨苜蓿成本价 1000 元计算，

窖贮 1000 吨苜蓿，失败带来的损失至少是百万

元级别。

费用高、压力大，到底还要不要一试？

我国苜蓿的产能不足，每年都有 140万吨到

180万吨的缺口，需要从美国、西班牙等进口，每吨

售价超过 2000元。对于大多数养殖业经营者来

说，这都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若国产青贮苜蓿能部

分替代进口苜蓿干草，将大幅降低养殖业的成本。

顶住压力，钟瑾和吴宏军最后决定——做！

青贮当天，为了把控每个技术细节，钟瑾全

程在现场进行技术指导，不放过每个环节，甚至

连喷洒菌剂的角度，她都要近距离观察。粉碎苜

蓿产生了大量粉尘，搅碎的苜蓿叶碎片肆意飞

舞，飘进她的眼睛里。没过多久，钟瑾的双眼就

肿了起来，几乎睁不开眼，但她却始终不肯离开

现场。青贮结束后，她跑了两家医院，才把苜蓿

碎片从眼睛里取出来。

苜蓿被封存起来了，但钟瑾的心却一直悬

着。几个月后，青贮窖打开的那一瞬间，一股清

香扑面而来，苜蓿颜色黄绿鲜亮。开窖几天后，

苜蓿也没见腐败，她的心终于缓缓放下。

钟瑾算了一笔经济账：采用新的苜蓿青贮技

术后，每头牛每日的饲养成本可减少约 4 元，同

时产奶量得到提升，每天每头牛可多产一公斤

奶。由于产奶质量提高，奶牛的收购价格每斤也

提高了 1 毛 9 分钱。综合下来，每头奶牛每天可

以降本增收 10元左右。

“老百姓得到了实惠，自然更愿意接受新技

术。”钟瑾说，此后新菌剂技术在大草原上扎下了

根，为那里留下阵阵清香。

顶住压力，在农场冒险开展试验

草原脱贫攻坚战场上草原脱贫攻坚战场上
有一支她的国产有一支她的国产““菌菌””队队

潮霉之气扑面而来，眼前的景象让杨文宗既震撼又难过。

1200多年前的壁画，虽被时光剥蚀，其色彩、线条仍清晰可辨。但原

本成组的壁画，却因多年前盗墓者的破坏，有些已经残破不全。

这里是深达 12 米的唐墓墓室。墓主韩休，盛唐时期名相，也是唐代

著名画家韩滉的父亲。墓室四壁，绘有朱雀、玄武、山水、乐舞，画风俊逸、

题材罕见。

这是一次对被盗墓葬的抢救性发掘保护。

做好前期准备后，杨文宗屏住呼吸，手执毛刷，轻点均涂之间，加固空

鼓部位、修补残缺画面、回贴起翘颜料。

从西北大学文博专业毕业后，杨文宗一直在文物保护一线工作。在

他眼中，一件件存有病害的文物，就像是饱经风霜的“老人”，而自己就是

为这些“老人”治病去疾的“医生”。

“墓葬壁画的保护修复，是从给它们‘搬家’开始。而这些壁画，就像

是上了年纪的病人，大都存在开裂、空鼓、剥落、发霉等‘症状’，要先给它

们吃‘补药’，通过加固稳定让它们‘体力’逐渐恢复，才能开始‘搬家’和

‘手术’。”作为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的杨文宗说。

修复古墓壁画漫长又枯燥。

墓室中，一阵微风、一束强光，都可能对壁画造成伤害。

杨文宗说，有些古墓壁画看似保存完好，其实画面中的胶结质历经千

年已经分解无存，颜料以粉状形态附着在壁画表面，一次稍重的呼吸都可

能导致颜料脱落。

为了完善规范揭取壁画的技术流程，在制作夹板、烘干、加固、涂胶等

各个环节，杨文宗和他的同事们不知反复实验了多少次。他还对以往文

物修复中采用的传统工艺、设备及工具进行了多项技术革新，逐步形成了

古墓壁画保护修复的行业标准。

韩休墓的抢救性发掘始于 2014 年，对其壁画的保护与修复，是我国

文物保护专家进行的一次全新尝试：以全方位科学完整的方式，系统性实

施墓葬壁画的保护修复。

仅对壁画“搬家”就用了近两年时间，每幅壁画的修复更是一个漫长

的过程，其中的“山水图”“乐舞图”的修复到今天还在继续。

杨文宗说：“这是个需要极大耐心和耐力的职业，比如为了清除壁画

上的土锈而不伤及颜料层，一个剔除动作就要重复几千次。”

30 多年来，陕西历史博物馆研究馆员杨文宗用自己的巧手与勤思，

已修复数千件珍贵文物，不仅包括古代壁画，还有青铜器、陶瓷器、金银

器、砖石质文物等。

现在，杨文宗会时常去陕西历史博物馆的唐代壁画珍品馆走走看

看。这座建在地下的展厅，展陈着章怀太子墓《客使图》《马球图》、懿德太

子墓《阙楼图》《仪仗图》，永泰公主墓《宫女图》等壁画珍品近百幅。

这里的许多壁画，杨文宗都参与过保护修复。他说：“这 30 多年来，

我亲历了我国文物保护修复技术突飞猛进、理念不断更新的过程，也见证

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保护技艺的传承与振兴。”

文物医生杨文宗：

让“年老”壁画重焕生机

◎新华社记者 杨一苗 韩 啸

钟瑾在考察芦苇的饲用化利用情况钟瑾在考察芦苇的饲用化利用情况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记者见到陈岚时，已接近深夜，忙了一天，

她终于能腾出一点时间接受采访。

对于这样的工作节奏，这位中国航天科技

集团有限公司第五研究院西安分院（以下简称

西安分院）副总工程师，习以为常。

前不久，陈岚被评为 2020 年度全国三八红

旗手标兵，不过获奖也没能让这位“工作狂”放

慢脚步。

“我只是航天队伍中的一员，还有很多的航

天科技工作者在默默奉献着。”面对荣誉，陈岚

如是说。

从“杂家”蜕变为“台柱子”

1986年从哈尔滨工业大学毕业后，陈岚这个

川妹子就来到了西安分院。这一干，就是36年。

“刚来到这里时，条件还有些艰苦。”陈岚回

忆道，当时单位周围全是麦地，仅有一辆公交车

途径这里。虽然条件艰苦，但她从未想过放弃。

在西安分院，陈岚是航天队伍里的“杂家”，

这得益于她入职初期的经历。从设计岗开始，

与航天工程相关的众多岗位，她基本都干过。

正因为干过的岗位多，陈岚非常熟悉整个

型号的研制过程。在参与神舟飞船研制任务

时，她凭借已有积累，游刃有余地协调处理完成

了各类事务。

在同事们眼里，陈岚永远是团队里最忙的

一个。她是项目组的“大管家”，既要充分理解

上级用户和总体单位的需求，还要将其准确地

传达给院内基层工作人员，把任务合理地安排

下去，确保如期保质完成。

慢慢地，陈岚成了西安分院载人航天研制

队伍里的“台柱子”。对于自己在队伍中的角

色，她谦虚地说：“在整个神舟飞船的研制过程

中，自己仅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

靠信念走过16载探月路

从嫦娥一号任务开始，到嫦娥五号探测器

成功完成“绕、落、回”三步走任务，陈岚和“嫦

娥”相伴整整 16年。

在参与嫦娥系列任务中，陈岚带领团队研

制的微波测距测速敏感器，确保飞行器能够安

全落月；为人类第一颗月球中继卫星提供的测

控分系统、中继通信分系统、天线分系统等核心

产品，保证了嫦娥四号与地面永不失联；研制的

测控天线、数传子系统等设备有效保障了信息

传送。

“测控天线，就好比是嫦娥五号探测器的

‘手机’，在地月转移、变轨环月、交会对接等阶

段，‘嫦娥’也能与地球进行测控通信。”陈岚说。

研制嫦娥五号相关产品，陈岚带领团队整

整耕耘了 10年。研制过程以嫦娥一号到嫦娥四

号的成功实践为基础，整体技术难度又超越前

四次。十年磨一剑，他们突破多重技术难题，为

我国首次完成地外天体采样返回任务，提供了

坚实的技术保障。

“在十几年的探月任务中，我们遇到过不少

技术难题，但队员们从未退缩，大家都有一股拼劲

儿，即使再艰难，我们也坚信没有攻破不了的难

关。”陈岚说，团队里每个人都有很强的信念感。

在嫦娥三号微波测距测速敏感器的研制过程中，

为了解决一个技术问题，她和团队经常要先讨论

问题、找出方案，再去做试验验证，最终连续攻关

整整40天才得以把问题解决。

“这个过程艰难而漫长，正是因为大家都抱

着不服输的态度，想方设法解决问题，我们才能取

得成功。在完成的一刹那，所有的付出都值得。”

陈岚说。

是“铁娘子”也是“贴心人”

在工作中，陈岚是“铁娘子”，她对产品质量

要求极高，但她也有柔情的一面。回忆过往，陈

岚的同事告诉记者：“陈总虽然对工作要求严

格，但对同事非常随和、亲切，走进办公大楼，她

会和每一个碰到的人主动打招呼。”

在完成神舟七号飞船中继终端研制任务

中，为了赶进度，在研制进入最后 1 个月倒计时

时，生产现场几乎是 24 小时不停工。作为研制

总指挥，陈岚不仅要把控研制进度，还要承担后

勤保障工作，每日调度车辆送加班员工回家。

那段时间，她每天都留到最后，与最后一个离开

的同事一起回家。

航天器在进入太空前都要经历严苛的地面

试验，校飞试验就是繁多的地面检测之一。在

参与探月工程时，陈岚带领团队在零下 15 摄氏

度的甘肃敦煌，顶着严寒咬牙完成了校飞试验。

彼时，为了保证研制的进度，加班到深夜，

对于陈岚和团队成员来说，已是家常便饭，大家

的工作压力都很大。为了给大家鼓劲，陈岚主

动和团队成员唠家常，工作之余她还带领年轻

人一起健身。

工作占据了陈岚太多的时间，北京、发射基

地、西安，陈岚的生活几乎是三点一线。相应

地，她陪伴家人的时间就少了很多。

采访最后，陈岚把记者带到办公室窗前，指

着对面一栋灯火通明的小楼说：“那是我们的

科研楼，通常那里整晚都亮着灯。这就是航天

精神，它已融入到我的血液，今后我要继续干

下去。”

陈岚：给嫦娥五号探测器配上“手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