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就这样懵懵懂懂闯

入古生物的世界，盖志琨

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兴

趣。但他相信一个简单

的道理：“你要先把事情

做到极致，才能谈是不是

有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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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多月后我将要退休，可能会迎来一段

更忙的职业生涯，团队争取在两年内实现‘光测

无创血糖仪’的产业化。”天津大学精密仪器与光

电子工程学院（以下简称精仪学院）教授徐可欣

这般叙述他退休后的规划。

徐可欣自上世纪 90 年代初期开始“无创血

糖仪”课题的研发，经过 30 多年的深耕，课题组

开创出具有高精度人体（活体）测量的方法论

及有效可行的配套技术，授权发明专利 22 项，

已具备产品开发和保证测量精度所需的相关技

术途径。

结缘仪器有渊源

1976 年，徐可欣从北京分析仪器厂技校毕

业后，直接被分配到该厂机修车间当钳工。

1977 年，恢复高考，很多青年的人生轨迹因

此发生了改变。“我原本觉得自己以后就是钻研

技术、当个好技工了，突然命运又开出一辆‘末班

车’，唯有拼命补课备考。”徐可欣回忆说。功夫

不负有心人，1978年 9月，他如愿搭上了这趟“末

班车”，考上了哈尔滨科学技术大学（现哈尔滨理

工大学）精密仪器专业。

“我们那两届同学中，多数人都非常珍惜上

大学的机会。那时我们学习都很自觉，晚上不

到拉闸断电，大家是不会离开教室的。”徐可欣

回忆道。

开始专业学习后，徐可欣感到我国在精密仪

器领域与发达国家差距巨大。“机器的‘感官（传

感器）’不好使，获取和处理信息的能力差，造成

了我国科技研发与工业发展的滞后，我们要迎头

赶上。”徐可欣说。

本科毕业时，徐可欣考上了天津大学精仪专

业的硕士研究生，而后又在天津大学精仪专业攻

读博士学位。

博士毕业后，徐可欣想去企业，补足自己的

实践经验。他在机械行业的一个工贸公司干了

一段时间后，又意识到研发事业不仅需要科学技

术，还需要懂得经营管理、市场运作。

抱着开眼界、长才干的目的，1990 年徐可欣

自费去了日本。他选择到日本一家科技企业，从

事技术及市场推广工作。“日本企业先进的经营

思路与管理经验让我大开眼界，学到了很多宝贵

的经验，为我今后的成果转化工作奠定了很好的

基础。”他说。

跬步千里研发路

1992 年 4 月，徐可欣在日本的一个研究所，

开始了“人体血糖浓度无创伤检测方法”的研究。

早在上世纪 70 年代，无创伤血糖浓度测量

方法的研究就已启动，相关研发工作主要在美、

日、德等仪器强国开展，但时至今日，可满足临床

要求的无创伤血糖测量产品仍未出炉，其研发难

度可想而知。

“无创血糖仪的社会价值和市场价值都非常

高，如果研发取得突破，会带动我国在这一领域

的持续发展。”徐可欣觉得，无创血糖仪就是他作

为精密仪器专家应该做的项目。

在日本的研究持续近 8年，徐可欣亲历了研

发的整个流程。随着国内科研条件的改善，他觉

得回国能更好地开展这个项目。

2000 年 1 月，徐可欣回国，被天津大学聘为

教授，成立课题组，继续开展无创血糖仪的研发

工作。

“无创血糖仪的测量原理并不复杂，就是利

用光与糖的相互作用进行测量。”徐可欣讲解，糖

分子的振动频率与光的频率吻合的话，糖就会吸

收光子。糖分子越多，被“吃”掉的光子也就越

多，因此分析入射光与出射光之间的关系，就能

反推出糖的含量。

原理虽简单，但实现起来并不容易。实验室

里的测量环境非常简单，而在人体上做测量却复

杂得多，任何一个参数的改变，都会影响测量结

果的准确性。

“没有固定的测量条件是实现人体血糖浓度

准确测量的最大障碍，而我们找到了突破这个瓶

颈的有效途径：测量时必须遵循两个原则，即相同

测量条件原则和不可控干扰的影响消除原则。”徐

可欣介绍，“在研究中，我们在某一特殊的源探距

离下检测到牛奶等样品射出的光子数量不随介质

中糖的浓度变化而改变，继而提出了以‘浮动基准

参考测量方法’为代表的无创测量方法。”

经过临床实验，应用徐可欣课题组提出的稳

定测量条件和消除不可控干扰的方法论可有效

提高测量精度。

研发育人两相宜

作为资深教授、天津大学精仪学院前任院

长，徐可欣深知仪器研发事业中人才的重要性，

因此他在担任院长的 10 年里，十分重视加强基

础知识教学和新兴学科的引入工作。

他首先解除对教师的束缚，打破原有硬性的

数值目标考核制，大力推动团队考核制，发挥资

深教授的中流砥柱作用。每个团队由一位资深

教授作为负责人，团队内的成员根据特点发挥自

己的所长。“有擅长教学的、有擅长科研的，最终

按照整个团队完成项目任务的情况来进行综合

考核，充分发挥了每位教师的特长。”徐可欣说。

为了培养高端工程技术人才，徐可欣参考国

外先进大学的经验，发起了设立“工程科学”本科

生专业。他在院长任上时还大力引进人才，从海

外招募学术带头人。

同时，徐可欣不忘初心，一直没有放松科研

成果的转化工作，带领团队走出产学研用结合的

道路。徐可欣挂帅“应用光谱测量及仪器”课题

组，聚焦医疗健康、环境、食品等“无创及在线检

测方法及仪器”的研发。为积累核心技术并完成

后续的产品化，他先后参与创建了 3家产学研结

合的公司。其中，于 2016 年创立的一家研发环

境在线监测核心分析仪的公司，其开发的产品目

前已持续给上市公司供货。

30 年砥砺前行，徐可欣与我国精密仪器行

业共同成长。如今，他即将踏上新征程，为实现

“光测无创血糖仪”的产业化贡献力量。

徐可欣：以光为“针”测血糖

舱门缓缓开启，一缕来自地球的清新空气扑面而至。“你们好，欢迎

回家！”舱门口，三位航天员最先看到的，是冯毅那张灿烂的笑脸。

9 月 17 日，神舟十二号飞船返回舱稳稳降落在东风着陆场。冯毅就

是返回舱“开舱手”，是航天员返回地球后看到的第一个人。

在航天搜救领域，开舱绝对是个技术活儿，不仅要求全面掌握开舱技

术，还要有强大的心理素质。返回舱在返回地球过程中，与大气发生摩

擦，外壳产生高温，导致舱内气压和舱外气压不平衡。开舱时，要用特殊

工具精准地插入锁孔，通过减压阀平衡舱内外气压。如果泄压太快，航天

员身体一下子适应不了，泄压太慢，会耽误航天员出舱时间。对开舱手而

言，技术能力和心理素质缺一不可。

返回舱刚落地不久，搜救队员乘坐的直升机已降落在一旁。直升机

刚停稳，冯毅背起 30公斤的装具，就跳下飞机向前直奔。

在老开舱手李涛的配合协助下，冯毅观察舱门，按下平压气阀，固定

舱门……一系列动作一气呵成。他隔着舱门向舱内喊：“你好，我要开舱

门了，请注意一下！”

“好的！”舱内传来回答。

这是冯毅第一次开舱，为了这一天，他等了 4年。

“这个岗位是我之前一直羡慕却不敢想的，没想到今天我真的站在了

这个岗位上。”冯毅说。

开舱手并不只是掌握开舱技术，还要具备应对返回舱降落在不同地

域的综合处置能力。为了适应岗位需要，冯毅经历了残酷的陆上、水上、

空中搜救训练。

无论是炎炎夏日，还是大雪纷飞，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训练场上总

能看见冯毅的身影。除了体能、理论等基础训练外，他还进行了无人机操

作、直升机索降及抗眩晕训练等 30 多个课目的针对性训练，全面锤炼各

项搜救技能。

此次搜救任务是发射中心时隔 5 年再一次执行航天员返回搜救任

务，也是首次在沙漠戈壁执行航天员返回搜救任务。为了圆满完成任务，

冯毅跟“老大哥”李涛虚心请教，力求学细学实。他经常一个动作一天练

习上千次，开舱手柄都练坏了四五把。

为了处置返回舱掉入湖泊这种特殊情况，“旱鸭子”冯毅主动请缨要

求参加潜水训练。他本是十分怕水的人，一下水就全身发硬。但为了能

够成为一名掌握综合能力的开舱手，冯毅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克服恐惧。

长达一个多月的潜水训练，他一场都没落下。

正是凭借着这股拼劲、干劲，冯毅圆满完成了开舱手岗位一系列项目

的训练和考核，成为少数考取潜水证的人之一。此外，无人机操作证、吊

车驾驶证、装载机平拖证……被冯毅一张一张“攻克”。

“给返回舱开舱门，接航天员回家，责任重大。组织把这个岗位交给

我，是对我的信任。”冯毅说。 （据新华社）

他是“神十二”航天员

返回地球看到的第一个人

◎张 梦 奉青玲

◎新华社记者 杜 刚

前不久，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客座教授李渝生一行 8

人，连续在高原奔波、在险峻的陡坡取样、忍受着高原反应进行测绘、深夜

撰写工作日志……在 28天中，科考队员 4次穿越喜马拉雅山脉南北坡，先

后抵达青藏高原、冈底斯山、喀喇昆仑山、昆仑山、塔里木盆地南缘，完成

了我国第二次青藏科考任务中的喜马拉雅山脉灾害链考察工作。

李渝生说，这是我国第一次全面系统调查喜马拉雅山脉地质灾害链

的形成环境和条件、发展演变的基本规律。

科考队员如同法医，解剖着喜马拉雅山脉的“上古灾害”，包括泥石

流、滑坡以及堰塞湖等。然而，多数堰塞湖已经溃决，经过数万年演变，

“死去”的滑坡上已经建起了村庄，泥石流堆积体也经历了风沙活动的改

造，因此，“上古灾害”并不容易辨别、寻找。

在喜马拉雅山脉东部一个山脚下，满脸胡须、面部黝黑、嘴唇皲裂的科

考队员王昊，指着垂直地面高达百米的沉积剖面说，从这些大型倾斜层理

可以看出，数万年前，西藏日喀则市定结县区域内存在一个巨大的堰塞湖。

王昊和同事们爬上这个沉积剖面，将手腕粗、30 厘米长的空心铁皮

管一端塞入棉花，再用锤子将其打入沉积物内，进而获得未经曝光的沉积

物测年样品。

除了取样，他们还通过无人机勘测获取高精度地形高程数据，分析几

百年、几千年、甚至数万年前的地质灾害，以便后期建立一个堰塞湖数据

库，进而全面研究它们的形成与演化，为喜马拉雅山脉区域未来可能发生

的泥石流、滑坡和冰川堵江等不同原因导致的堰塞湖及其溃决的应急处

置，提供“药方”。

西藏日喀则市亚东县境内，超过海拔5000米的冰川下有一个湖泊——

朗错。通过分析坝体形态特征，科考队初步分析判断这是一个冰川终碛体形

成的堰塞湖，即冰湖。冰湖是喜马拉雅山脉常见的堰塞湖类型之一。

“这个堰塞湖在 1966年前溃决过一次，溃口形态非常典型，有较高的

研究价值。总体来看，很多堰塞湖的溃决缺乏实时观测数据，所以我们需

要调查包括朗错在内的不同类型堰塞湖留下的证据，进而总结堰塞湖的

演化规律。科考人员和相关部门了解并建立这类灾害的数据库后，可以

制定相应措施。”王昊说。

经过28天调查，科考队发现，在喜马拉雅山脉中，很多堰塞湖的持续时

间很长，它们的库区已被沉积物填满，在坝体上游形成了宽阔的河谷，很多

村庄都建在这里。王昊说：“这个现象很有启发性。并不是所有堰塞湖都

会溃决，有些堰塞湖可以存在成千上万年，其塑造的地形也成为峡谷中重

要的人类聚居地。在现代堰塞湖的处置中，若能够分析确认堰塞湖坝体的

稳定性，就可以将其充分利用。这也是我们研究堰塞湖的最终目标。”

一生致力于工程地质研究的李渝生认为，王昊的想法具有实现的可

能性，因为巴基斯坦的阿塔巴德堰塞湖就通过加固坝体，使其成为一座水

库，造福一方。

科考队员们返回单位后，要花费数月在实验室进行大量的样品分析

和数据处理，撰写报告。

这群“地质医生”

在喜马拉雅解剖“上古灾害”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以

下简称中科院古脊椎所）副研究员盖志琨的办公

室就在北京动物园对面。与动物园中生龙活虎

的飞禽走兽形成某种奇妙的呼应，他的办公室里

堆放着数亿年前的古脊椎动物化石，它们被认为

是脊椎动物早期的祖先之一。

这间办公室活像个小型自然博物馆。化

石有序堆叠在一起，环绕着办公桌，盖志琨伸

手就能拿到它们。桌子对面的书架上整齐摆

放着天然矿石，墙上则挂着他在野外科考时捡

来的巨大耗牛头骨。盖志琨每天就坐在这里，

在这些沉默不语的石头中寻找着生命演化的

蛛丝马迹。

在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科考的日子里，盖志

琨从一枚核桃大小的瓣齿鲨牙齿化石开始，读出

了一个史前巨鲨跨大洋迁徙的故事。这枚首次

在中国发现的瓣齿鲨属牙齿化石，大大扩展了瓣

齿鲨在北半球的古地理分布范围，为瓣齿鲨跨古

特提斯洋迁徙提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

前不久，相关研究成果以封面文章形式发表

于国际学术期刊《地质学报（英文版）》。

就像生物进化总是充满巧合，盖志琨对于

瓣齿鲨的研究发现同样是一个奇妙的巧合。

盖志琨此前的主要研究对象并非鲨鱼，而是与

其相去甚远的无颌类盔甲鱼。不过，在机缘巧

合下，盖志琨从山西阳泉的地方科研人员那里

得知了瓣齿鲨化石的存在，“这几枚化石几年

前就被发现了，但一直被存放在展览馆里没人

研究”。

彼时，正因疫情哪也去不了的盖志琨，打算

让这几枚被“雪藏”的化石“复出”。“当时，我只是

想拓展一下自己的研究视野，做一个两三页的简

报就差不多了。”他回忆道。

但随着研究逐渐深入，他发现这颗牙齿并不

简单。在历史上，曾有两位瓣齿鲨的发现者。瑞

士古生物学家路易斯·阿加西最早发现这一物种

并进行了初步命名，“但他没有发现这其实是一

个全新的分类”。到了 1840年，英国古生物学家

理查德·欧文爵士再次发现瓣齿鲨，并将其作为

一个新物种进行了归类命名。不仅如此，瓣齿鲨

同样与我国缘分不浅。我国古脊椎动物学奠基

人杨钟健曾在上世纪 50年代发现过瓣齿鲨类牙

齿化石。

“原来一颗牙齿后面有这么深的历史底蕴。”

在明确物种归属后，盖志琨发现该属种化石此前

仅被发现于美国和欧洲，在我国属首次发现。地

质研究表明，2.9 亿年前的山西阳泉曾是一片靠

近赤道的温暖浅海，而瓣齿鲨属牙齿化石在此出

现，说明其当时已具备了跨大洋的迁徙能力。同

时，其刃状牙齿边缘上布满的大量垂直细槽和其

具有的巨大咬合面表明，瓣齿鲨或许能对猎物肌

肉组织进行撕咬，生态位类似于现代大白鲨，是

古生代海洋里的顶级掠食者。

至此，一个数亿年前具备跨大洋迁徙能力的

史前巨鲨形象被他逐渐勾勒清晰。

机缘巧合发现史前巨鲨

瓣齿鲨只是盖志琨科研历程中的“番外篇”，

他的主要研究对象是比鲨鱼小得多的无颌类盔

甲鱼，“这是一种中国特有的无颌鱼类”。

颌，在脊椎动物进化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

色，“有了颌，它们的进食方式就可以从滤食变为

主动捕食，这是进化的一大步”。但从无颌到有

颌，这中间仍有大片的进化空白等待填补。无颌

类盔甲鱼恰巧位于两者之间，为颌的演化进程提

供了重要证据。

读研期间，盖志琨在浙江等地陆续发现了一

批无颌类盔甲鱼化石，他完成了这些化石外部形

态的大部分描述性研究工作。2006 年，临近硕

士毕业时，盖志琨拿到英国皇家学会提供的全额

奖学金，获得了出国深造的机会。

为颌起源研究带来曙光

虽然取得了一些成果，但盖志琨愿意将部分

功劳归于“好运”。因为他清楚地明白，有所发现

只是少数时刻，一无所获才是科研中常有的事。

他至今记得导师、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朱敏告

诉自己的话：“对古生物研究者来说，野外就是你

最大的实验室，像搞物理化学实验一样，你也要

面临许多次失败，但只要你不轻言放弃，持之以

恒地做下去，总有一天你会有收获！”

谈及入行的原因，盖志琨毫不避讳地说，这

同样是一个巧合。高考前食物中毒，他被调剂到

了没填报过的地球科学系，学了一个他“没听说过

的专业”——资源环境区划与管理。大学4年，盖

志琨逐渐摸到一点门路，他打算继续读研。为了

避开令他苦恼的数学，他选择了古生物学，“最初

就是想着学古生物不用考数学，我就报了”。

就这样懵懵懂懂闯入古生物的世界，盖志琨

也不知道自己有没有兴趣。但他相信一个简单

的道理：“你要先把事情做到极致，才能谈是不是

有兴趣。”

第一次去浙江长兴科考时，盖志琨就住在老

乡家里，包吃包住，一天 30元。他每天骑着老乡

借给他的自行车，去“鱼点”找化石。所谓的“鱼

点”，不过是采石场，有时也可能是建筑工地。“前

面采石场工人还在采石头，我就跟在后面捡。”他

说。

在野外的一个月里，盖志琨越来越觉得这个

专业有意思。他仍记得自己第一次发现新物种时

的兴奋，“那种感觉，就是给我一百万元也不换”。

盖志琨看重科普的价值，他想把古生物的乐

趣带给更多的人。此前他做的关于鸭吻鱼的研

究被报道后上了“热搜”，大众对古生物的兴趣让

他受到鼓舞。“没想到大家对这么奇怪的古生物

感兴趣，这让我们研究起来也更有动力。”他说。

鸭吻鱼的相关研究是盖志琨与其指导的本

科生共同完成的。古生物专业较为冷门，学生人

数相对较少，“所里一直是老师多、学生少”。因

此，盖志琨格外重视对学生的培养。

今年年初，从一张简单的化石照片开始，盖

志琨指导本科生完成了关于鸭吻鱼的重要研究，

成果最终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历史生物学》。

“我带的本科生一般可以发两篇文章，一篇一

作、一篇二作。”盖志琨认为这是他的责任，“既然带

了学生，就得带好，对学生、自己都要负责任。”

那次意外的“热搜”也让盖志琨更加笃信，无

论是研究还是教学，把事情做到极致，总会有意

想不到的收获。

左手科研、右手科普，盖志琨说，未来自己要两

手抓，在古生物这条科研路上，继续“极致”前行。

把事情做到极致

他从他从““雪藏雪藏””化石里化石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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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都 芃 国外求学时，盖志琨把实验室叫作“小黑

屋”，“屋子很小，没有窗户，没有阳光，不开灯就

是漆黑的”。他的工作与盲人摸象无异，利用瑞

士同步辐射光源扫描仅凭肉眼看不见的化石内

部，得到一张张在外人看来有些模糊、分辨不出

具体形状的黑白图片。然后他要凭借着对盔甲

鱼的足够了解，用这些二维图片重构出盔甲鱼化

石内部的三维结构，拼凑出一头完整的“大象”，

在其中寻找颌演化的轨迹。

盖志琨在这间“小黑屋”里坐了 3 年，2 万张

图片反复看了不下 10万次，共计复原重构出了 7

个盔甲鱼化石标本的内部三维结构。但可惜的

是，直到 3 年奖学金资助时间截止，他只复原了

标本，还未进行深入的研究，更无成果可言。“去

英国什么也没干，全耗在实验室里了。”盖志琨感

到苦闷。

“那段时间，我非常郁闷，一个字也写不下

去。”他决定走出低谷，准备回国。

2008 年，盖志琨带着一路陪伴他的化石和

复原重建好的标本踏上归国之旅。他努力调整

自己的心态，相信触底反弹，“反正已经不能再差

了，剩下的就只能是往上走”。

回国后，他每天早上 4 点起床，在无人打扰

的清晨独自上路。“哪怕我每天就写 200字，也比

一点不写要好。”他明白了科研要坐“冷板凳”的

真正涵义，开始反复打磨与修改文章。

一晃 3 年又过去了。2011 年，《自然》（Na-

ture）杂志以封面推荐论文形式发表了盖志琨在

无颌类盔甲鱼方面的研究成果。该成果为研究

脊椎动物颌的起源带来了新的曙光，这个发现于

浙江的小鱼也因此被命名为“曙鱼”。而以此研

究为基础，盖志琨完成了 400页的博士论文。这

本厚重的博士论文今天仍被摆在他的办公室，盖

志琨将其视为代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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