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走进浙江大学信息与电子工程学院智能传

感所副所长杨宗银的办公室，可以看到，在电路

焊接平台上，电烙铁、电路板、各种零配件一应俱

全，办公室俨然是一个实验室。

“我很享受制作机械电路的过程，比打游戏

有趣。”杨宗银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继 2019 年在《科学》杂志发文后，今年杨宗

银作为第一作者撰写的综述，又在线发表于

《科学》。该文章首次系统性总结了光谱仪微

型化的技术方案和发展历程，引起国际科学界

关注。

把心路写进实验记录本

杨宗银研制的世界上最小光谱仪，直径在一

百微米以下，不到头发丝直径的一半。

“这么小的尺寸很适合装进我们的手机中。”

他说。

这样一个比头发丝直径还小的器件，杨宗银

前前后后研究了 8年。

在剑桥大学电子工程系攻读博士学位期

间，杨宗银每天都是该系实验楼最晚走的那

个人，但每一次回寝室前他都对实验结果不

甚满意。

打开杨宗银的实验笔记，上面用英文密密麻

麻写着各类实验优化的细节，但每天都有几句中

文格外醒目。

“刚开始做实验是非常有新鲜感的，但是失

败次数多了自己也会感到很无力。”他说，于是自

己便在笔记中记下实验中的灵光一闪或勉励自

己的话，“每天都期待好结果，同时又期待新一天

快快到来”。

“当时，我写了整整 3大本笔记。”杨宗银说，

偶尔也会心灰意冷，但是内心的那份热爱驱使他

再尝试一次。

2018 年 8 月，历时 3 年、历经 150 次失败，实

验终于成功，他的论文于次年 5月投稿给《科学》

杂志，7月便被接受。

评审专家评价这个工作是“集合了世界上

最先进的材料合成工艺，配上最高超的器件制

作水准、实验技巧和巧妙的算法，是一个惊艳

之作”。

荣誉随之而来，杨宗银获得了剑桥大学国际

生全额奖学金和国家优秀自费留学特别优秀奖，

还被选为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研究员，是该学院第

一位华人研究员。

相信兴趣是最好的老师

杨宗银这份愈挫愈勇的劲头，在他求学浙江

大学期间就已显现。

在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完成本科学业时，

杨宗银就把机器人、机械设计等领域的各类竞赛

都参加了一遍，还拿过全国大学生机械创新设计

大赛一等奖。

浙江大学机械工程学院教授顾大强经常教

导杨宗银“要用最巧妙的机构完成一件复杂的事

情”，这种思维训练对他来说终身受益。

后来，杨宗银被保送到浙江大学光电科学与

工程学院攻读硕士学位。“交叉融合的求学经历为

我后来的研究提供了便利条件，当没有现成的实

验设备时，我可以直接自己做一个。”他回忆道。

“我从小就喜欢做点小发明，比如随着光照

自动响的闹钟、光控灯，或者把家里收音机、闹钟

等拆开，研究其中的机理。为此，我没少挨父母

的批评。”杨宗银笑称。

绘制一个领域的“藏宝图”

回到浙江大学任职后，杨宗银的研究是将微

型光谱仪进一步推向应用，“光电技术终究要落

到实际应用中才更有意义”。同时，向全球科研

探索者们展现微型光谱仪领域的“全景”也是他

的工作之一。

在杨宗银看来，文献综述就是俯瞰“全景”的

窗口。“一篇好的文献综述，就是一张‘藏宝图’。”

他说。

杨宗银认为，只是把技术原理和研究进展介

绍清楚是远远不够的，还要有全局观，用一个清

晰的脉络把全文串起来。“我把整个领域的几百

篇文献捋了好几遍，对内容做到了然于胸，最后

像介绍老朋友一样把它们串起来讲。”

“在后续的修改中，我和另外几位合作者讨

论了几十次，不厌其烦地对文章进行精雕细琢。

记得在准备文章图片的时候，我盯着屏幕好几天

就为了不让它们有一点瑕疵。”他说。

如何用好“藏宝图”？杨宗银有自己的独家

秘籍。担任博导的他，会给新生“打样”，面对面

教学生如何读文献、管理文献。“每读完一篇文献

后，在软件里做个标签，这样日积月累，大量的文

献就能理出一个脉络，后续根据这些标签迅速找

到需要的文献。”他对学生说。

此外，他还手把手指导学生如何使用实验仪

器，自己也乐在其中。“如果说，科研的成就感在

于做出独创的贡献和价值，”杨宗银说，“那么带

学生就是自我价值的延伸。”

杨宗银：历经150次失败，造出世界最小光谱仪

一到冬天，八步沙的林场里就安静了下来，少了春日里万人压沙治沙的

火热场景。林场党支部书记、场长郭万刚依然没闲着，跟林场职工们一起忙

碌着冬季防火的事宜。他总说，治沙、护林本就是一项四季无休的事业。

“最近一段时间冬季防火的压力很大。我们分成几个小队，白天巡

护，晚上就住在八步沙里。”郭万刚说，这里的每一棵草木都成活不易，容

不得马虎。

八步沙位于甘肃省武威市古浪县北部，腾格里沙漠南缘。上世纪，这

里曾饱受风沙肆虐之苦，沙漠中刮来的沙尘以每年 7.5米的速度吞噬着庄

稼和村庄。

1980年，郭万刚的父亲郭朝明等 6位庄稼汉，以联户形式组建了八步

沙集体林场，在原本几乎寸草不生的荒漠区治沙造林。

几年后，当时在古浪县土门镇供销社上班的郭万刚辞去了工作，接替

日渐年迈的父亲，也走进了这片沙窝里。

最初的日子苦闷而艰辛，他有时会怀疑自己的选择，发愁手中这把铁

锹如何能战胜肆虐的黄沙。

1993年，一场黑沙暴席卷了古浪县城。漫天的黄沙把白天变成了黑

夜，下工后的郭万刚艰难“摸”回了家。第二天他才知道，这场黑沙暴夺走

了 23条生命，其中还有好几个学生娃娃。

多年以后，每次谈及那段往事，他都会声音哽咽。也是从那时起，郭

万刚坚定了信念，“沙漠不退人不退，草木不活人不走。再也不能让黑沙

暴把人吹走！”

从此，他卷起铺盖，住进了沙漠里，带领着一百多人的治沙队伍，向腾

格里沙漠南缘挺进。

如今，郭万刚和林场三代治沙人一共完成治沙造林 25.7万亩，封育管

护面积达到 43万亩，八步沙周边的沙漠已经基本治理完毕。

郭万刚没有停下脚步。“我们不仅仅要守住八步沙，还要向更远处、更

深处前进。”

近两年来，八步沙林场治沙造林的步伐以每年近2万亩的速度向外拓

展。目前，古浪县已经在沙漠前沿形成了乔、灌、草结合的防风固沙体系。

从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到持续推进绿色发展、建设美丽中国，这

里的绿洲在一天天“长大”，八步沙也迎来了新机遇，走向了提质增效的新

阶段。林场开始发展“沙产业”，建立梭梭接种肉苁蓉基地和枸杞、红枣等

经济林基地，同时利用林间空地散养沙漠土鸡。

林场里也多了年轻人的身影，他们不断创新治沙方式，将“蚂蚁森林”

项目引入古浪县，还通过短视频平台，把治沙造林的故事告诉更多网友，

开展直播“带货”等电商项目。

今年以来，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但自发前来林场参观的全

国各地访客数量超过 6万人次，沙漠体验游正逐渐成为这里的新名片。

郭万刚等治沙人的坚守，换来了八步沙及周边的林草丰茂，也赢得了

外界对治沙人的认可。11 月 5 日，郭万刚被授予第八届全国道德模范荣

誉称号，是 13名全国诚实守信模范之一。

如今，郭万刚已年近古稀，虽然有时要去全国各地宣讲，但只要返回

古浪县，他几乎每天都在林场里忙碌着，去林草管护站巡查、压麦草方格、

给秋季栽植的苗木做沙土保温套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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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誓把荒漠变绿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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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研究环境和人的相

互作用，目的是让自然环境

变得更好，终极目标是让人

类更加幸福。

陈发虎

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青
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 陈发虎陈发虎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新华社记者 任延昕

◎新华社记者 邬慧颖 孙 楠

近日，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宣传部、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科技部联合印发了《关于

表彰第六届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和专业技术

人才先进集体的决定》，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员陈发虎入选全国杰

出专业技术人才名单。

走进陈发虎的办公室，墙上挂着各种地图：

世界的、中国的、青藏高原的、地貌地形的……会

议桌上堆着一些书籍资料，随手打开一本已经被

翻旧的《地理与世界霸权》，书页中留有许多记

号、文字等阅读痕迹。陈发虎说，这本书只是茶

余饭后的消遣。

显然，陈发虎是个地理迷。

“我的研究一方面是气候和环境变化，另

一方面是人类如何进入和适应青藏高原，包括

生理适应和文化适应。”陈发虎告诉科技日报

记者，青藏高原是生物演化和适应的主战场，

是猿向人演化的关键基础区域。同时，跨大陆

的文化交流在人类社会演化中发挥了重要作

用，青藏高原地处欧亚大陆，其屏障阻隔作用

是影响的关键。

在 30 多年的科研生涯中，陈发虎利用湖

泊岩芯、黄土沉积等地质载体，在黄土研究、

气候变化、环境变化、环境考古与史前文明演

化等方面取得了很多成果。特别是在亚洲中

纬度地区气候变化的“西风模态”，以及史前

人类永久定居青藏高原的过程和机制等方面

提出了创新性认识，深入揭示了环境变化与文

明演化的相互关系。

2019年 5月，陈发虎带领的环境考古团队在

《自然》杂志上发表研究成果——“青藏高原中更

新世晚期丹尼索瓦人的下颌骨化石”。他们从甘

肃省夏河县白石崖溶洞发现的一块古人类右侧

下颌骨化石上找到了新线索，将青藏高原上的人

类活动历史由距今 4万年提前至距今 16万年，向

前推进了 12万年。

该研究团队进一步工作发现，神秘已消逝的

丹尼索瓦人，在夏河县白石崖溶洞中持续生活到

距今 4万年前后，并将基因融合到现在生活在青

藏高原的人群中，新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

“早在现代智人到来之前，丹尼索瓦人在中

更新世晚期就已经生活在青藏高原高海拔地区，

并成功适应了低压高寒缺氧环境。”一说起古人

类，陈发虎开始滔滔不绝。目前的研究可以反映

出丹尼索瓦人可能曾经在东亚广泛分布，但就目

前发现丹尼索瓦化石的两处地点，还不能推测出

具体的迁移路线和分布范围。

陈发虎说，距今约 20 万年前，生活在青藏

高原上的古人类已经相当聪明，拥有复杂的行

为技能。比如，在拉萨市堆龙德庆区邱桑村的

温泉附近发现的古人类手脚印，可以将其理解

为一种艺术表达，就好比好莱坞大道上明星们

的手印。

探索环境和人类的相互关系

野外考察是地理学的基础，陈发虎大部分的

科研时间是在野外度过的。“年轻的时候出野外

没有导航，路况、车况、沿途条件也差，现在想想

很危险。”但回忆起当年的情景，陈发虎觉得特别

有滋有味。“那时不知道什么是害怕，或者说，因

为热爱，所以勇敢。”

“1998 年夏天，我们几个人开一辆越野车穿

过巴丹吉林沙漠，考察湖泊和沙漠的变化情况。”

陈发虎说，“进入沙漠后，风景很美，有沙山、小

湖，湖里有小鲫鱼，还有牧民村落。”

不过，由于缺乏翻越沙山的经验，下坡时越

野车陷进了沙里。“我们就开始挖车轮下面的沙，

想把车挖出来，可是沙子特别软，越挖车就陷得

越深。”陈发虎说，幸好那是一个有人烟的沙漠，

一位好心的村民路过，教他们要从四个角齐发力

往上抬车，流沙自然填补到轮胎下，然后帮着一

起把车一点点给抬了出来。

出野外的常规操作，是至少两辆车一起走，

野外科考是研究乐趣所在

为什么学地理？

“世界那么大，我想去看看”，这因果关系看

起来简单，但像陈发虎这样，把梦想干成事业，并

且几十年始终热爱，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生长在陕西商洛山区，秦岭山与山之间

的天然阻隔，我这个山里娃很想走出去看看。”陈

发虎报考兰州大学地理学专业的原因如此朴

素。而且，陈发虎不喜欢死记硬背，在他看来，学

地理适合自己，比较注重逻辑思维。

“学生的成长，好老师的作用太关键了，而我

有幸遇到兰州大学的一批好老师。”他说。

得益于良师指路，引导他选择自己感兴趣的

科研方向，陈发虎在兰州大学一口气读完本科、

硕士、博士。

陈发虎的研究生导师是我国地貌学家、第四

纪地质学家、冰川学家李吉均。读博期间，一方

面没有足够的科研经费和合适的机会开展青藏

高原的古冰川研究；另一方面当时中国黄土沉积

及其记录的冰期—间冰期旋回变化成为国际研

究热点，兰州是世界上黄土沉积最厚的地区，有

得天独厚的区域优势和便利条件。陈发虎产生

了对黄土记录研究的兴趣，导师也鼓励他做这项

工作。

“李老师非常有前瞻性，他还鼓励我以今论

古，因为只有理解现代过程才能更好理解过去发

生的变化，也鼓励我从气候变化角度理解古冰川

变化。”陈发虎说，这是后来他开展全新世古气候

和环境变化研究，也始终将古气候变化与现代气

候变化机制相联系的重要原因。

保持着兴趣和热爱，不断产出成果，30 多年

来，陈发虎如愿在世界许多地方留下野外考察的

足迹，也一直进行着自己的思考。“我们研究环境

和人的相互作用，目的是让自然环境变得更好，

终极目标是让人类更加幸福。”他说。

30余年保持热爱不断产出成果

陈发虎陈发虎：：
用一沙一石拼出人类青藏高原用一沙一石拼出人类青藏高原““攀登攀登””史史

◎本报记者 杨 雪

这样互相可以有个照应。但由于当时条件有限，

一辆车坐满人就出发了。野外考察耗时耗力，他

们要跟时间赛跑，有时还会临时起意，就近多跑

一些地方，以提高效率、摊低成本。“毕竟山高路

远的，来都来了，得多去看一些地方。”他说。

陈发虎还记得 1995 年有一次在新疆博斯特

湖打完湖泊钻，临时决定穿越塔里木盆地翻过阿

尔金山到柴达木。他们计划在一天内开到，但天

黑还没开到，只能找地方先住下。“朝着有灯光的

方向开，足足开了 3 个小时，住下时已是夜里 3

点。”他回忆道。

广袤的青藏高原，就是这样一个“望山跑死

马”的地方。这里是地球演化科学的天然实验

室，也是陈发虎的科研乐园。

突托腊梅是江西省赣州市特有的珍稀濒危植物，高云山林场葛坳分

场是主要分布区。

2014年 5月，23岁的陈芳珍刚来林场不久，一位老职工便喊上他和其

他几位刚来上班的年轻人一同上山。“前辈说山上有宝贝。”高云山林场葛

坳分场护林员陈芳珍说。

上山途中，几位年轻人一路讨论着“宝贝”会是什么亮眼的奇花异

石。走到山腰处，带队的前辈停下脚步，指着一旁翠绿的灌木说：“这是突

托腊梅，目前林场内只有不到 3000簇，特别珍贵！”

望着看似有些普通的突托腊梅，陈芳珍不免有些失望。

但是，在 2014年年底的一天，陈芳珍像往常一样上山巡护，走到突托

腊梅生长核心区时，只见一片突托腊梅竞相盛开。“淡黄色花朵直径虽不

到 1 厘米，却很精致。盛开的突托腊梅给寒冷的深山带来了温暖。”陈芳

珍说，从那之后，除日常工作外，他开始将越来越多的时间放在突托腊梅

的普查与繁育工作上。

“逐渐地，我们发现突托腊梅结子率很低，仅靠它们自我繁殖，数量增

长比较缓慢。”陈芳珍说，为了保护与扩大突托腊梅种群，他萌发了扦插育

苗试验的想法。

在林场领导的支持和帮助下，自 2017 年起，对突托腊梅已有一些研

究的陈芳珍与同事每年都会进行扦插育苗试验。

他们常常早上 7时出门，上山剪下半木质化枝条，中午前下山进行枝

条消毒处理、浸泡生根液、晾干后，立刻将枝条带回山上进行扦插，再用透

明薄膜保护……一天时间里，仅陈芳珍一个人，就要扦插 1000 枝。2018

年，他大约扦插了 4万枝。

由于资料十分稀少，他们只能一边尝试一边了解突托腊梅的生长习

性。每次试验期间，大家最开心的事就是看到枝条苗生根，生根就代表着

大概率存活。

在陈芳珍的办公桌上，摆放着几本手册，上面记录了每次扦插育苗时的

土质、生长环境、枝条长短、杀菌次数、生根剂浓度等，还有他的观察笔记。

陈芳珍告诉记者，每个细节都与突托腊梅生长息息相关。通过试验、

参加培训、上网向专家请教以及邀请专家前来调查研究，陈芳珍越来越了

解突托腊梅了。

如今，林场内已建立集管护、培育、科研于一体的突托腊梅种质资源

保护区。通过陈芳珍等人的不断努力，突托腊梅人工繁育的存活率得到

较大提高，林场内突托腊梅数量已发展至 4万余簇。

扎根深山林场数载

她甘当濒危植物守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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