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种子是农业的“芯片”。一粒种子，关系着

中国人的饭碗安全。

这是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水稻品

质育种所所长、研究员聂守军常挂在嘴边的话。

20 余年前，黑龙江黑土地上，有许多主栽品

种源自国外，一些自育水稻品种品质优，但易倒

伏、产量低。“要给水稻种子装上‘中国芯’。”聂

守军用 26年的时间，践行了这句话。

前不久，聂守军参与的合作项目“水稻遗传

资源的创制保护和研究利用”获得 2020 年度国

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不过，因为疫情，他没能

到人民大会堂领奖，“但坐在办公室看颁奖大会

报道，一样心潮澎湃”。

“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让黑龙江的每寸黑土

地都能种上我们选育的优质高产水稻品种。”聂

守军说。

“累了地头打个盹，手里
常握调查本”

“小时候，我的梦想就是，天天都能吃上香

喷喷的米饭。”正因如此聂守军与水稻育种结

缘。

平日里，聂守军低调、谦和，话不多。有时，

他蹲在地里看水稻，一天下来都说不了一句话。

聂守军把一肚子“话”都留给了水稻。“水稻

育种需要观察、思考，你得学会和它们‘交流’。

有时，田里一株水稻突然出现的独特优良性状，

就能为育种工作带来突破，为一个新品种育成

创造可能。”他说。

在 2000 年到 2010 年间，黑龙江省第二积温

带缺少主栽品种，国外品种富士光、莎莎妮等冲

击着该地区的水稻市场。当时，生产上应用较

多的品种“垦稻 12”“绥粳 4号”，其种植效果都不

甚理想：“垦稻 12”产量高但抗倒伏性差，导致生

产成本高；“绥粳 4 号”品质优、有香味、抗倒伏，

但产量低。

为了解决这一难题，聂守军带领团队付出

了常人难以想象的艰辛。

为了能随时获知水稻长势、及时捕捉到水

稻的独特性状，聂守军和团队成员每天都要察

看各个试验田。拉线规划、拔秧运秧、调查苗

情、测量株高、选择单株和收脱小区……他们每

年都要把这些工作干上一遍，周而复始。

“渴了一瓶水，饿了一桶面，累了地头打个

盹，手里常握调查本。”同事们说，这就是聂守军

的工作常态。由于聂守军对水稻特别痴迷，大

家都叫他“聂水稻”。

聂守军早已习惯了这种忙碌。

历经多年努力，聂守军选育出绥粳系列优

质、抗逆、广适的水稻新品种 50 余个，结束了

国外水稻品种垄断黑龙江省第二积温带种子

市场的历史。通过开展广泛的科企合作，推

动成果转化落地，目前他们团队培育的水稻

新品种已累计推广 1.4 亿亩，增产稻谷近 76 亿

公斤。

在他育成的众多品种中，“绥粳 18”是最耀

眼的一个。都说“十年磨一剑”，而培育一个水

稻新品种周期至少需要 12年，聂守军培育“绥粳

18”则整整用了 14年。

从 2017 年至 2018 年，“绥粳 18”成为我国单

年推广面积最大的水稻品种，年推广面积超

1000万亩。

“育一个品种，惠一方
百姓”

“育一个品种，惠一方百姓。”这是聂守军挂

在嘴上的育种理念。

聂守军不仅投身水稻育种事业，还与水稻

种植户结成科技支农对子、帮助农民致富。黑

龙江省绥化市绥棱县克音河乡向荣村村民王忠

艳是一名水稻种植户。5 年来，在聂守军技术指

导下，她家的稻田每亩节约种植成本近 50元，平

均亩产提高了 48.7 公斤。这不仅使她家的经济

收入大幅提升，还让她成为当地小有名气的水

稻种植能手。

在聂守军的牵线下，绥棱县上集镇诺敏河

村的许多村民，通过种植聂守军育成的水稻新

品种“绥粳 18”“绥粳 28”“绥粳 302”实现了大幅

增产，累计使农民增收 3200万元以上。

为 了 进 一 步 加 速 水 稻 新 品 种 成 果 转 化 ，

聂 守 军 提 出 了 科 企 合 作 的 新 思 路 ：企 业 搭

台，科研唱戏。他带领团队先后与多家单位

开 展 科 企 合 作 ，推 动 水 稻 产 学 研 、育 繁 推 一

体化发展。

有人曾计算过，聂守军的育种成果，相当于

让 14亿中国人每人多添四斤半粮食。

“未来，我要继续用科技力量，守护好大国

粮仓。”聂守军信心满满。

他的育种成果，让每个中国人多添4斤半口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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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大的理想就是，让黑

龙江的每寸黑土地都能种上我

们选育的优质高产水稻品种。

聂守军

黑龙江省农业科学院绥化分院水
稻品质育种所所长、研究员

◎本报记者 李丽云 通讯员 王红蕾

在我国，对于有充分

数据证实的、具有危及环

境、健康或农产品安全的

农药采取一票否决制。

这要求我们的工作必须

严谨，不能出一点差错。

卜元卿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卜元卿卜元卿 受访者供图受访者供图

◎本报记者 金 凤

前不久，刚刚获得 2021 年江苏省“最美科技

工作者”称号的卜元卿像往常一样，奔波在苏南

城市的长江口、内湖口，一次次采集水样，检测其

中是否含有污染物……

识别环境中的有毒有害污染物，特别是农药，

并评估它们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建立农药环境安全

测试技术，评估农药生态风险，为农药的登记上市

提供环境依据……这些几乎占用了这位生态环境

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研究员所有的时间。

十余年来，她和团队创建了微生物农药环境

风险评价和安全使用技术体系，完善了化学农药

对环境生物的毒理学测试方法与标准体系，并用

环境安全评价引导农药企业科技创新，走绿色发

展之路。

“如果没有农药，不仅农业安全会受到巨大

影响，生态安全甚至国家安全也会受到威胁。但

想用好农药，并不容易，中国作为农药生产和使

用大国，一定要有自己的关键核心技术。”她说。

放眼未来，卜元卿想不断拓宽人类对污染物

的认知，鉴定出更多环境新污染物并对其进行追

踪溯源。

走进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国家

环境保护农药环境风险与污染控制重点实验室，

你一定能与蜜蜂、蚯蚓等生物不期而遇。

卜元卿的工作之一，就是在新农药上市前，

研究这些环境生物在取食、接触农药后的中毒反

应，以此判断农药是否具有毒性、是否会影响生

态系统，为农药登记上市提供环境安全性和生态

风险评价依据。

要验证农药对环境生物是否有毒副作用，首

先要学会照料这些特殊的小动物，减少外界对它

们的干扰。

“有段时间做蜜蜂幼虫毒性试验，一开始我

们按照国际通行准则做，但发现空白对照组蜜蜂

存活率很低，试验结果很不理想。我们不断向国

内外养蜂学专家请教，通过试验反复测试饲料配

方、饲料温度、加料顺序、移虫装置、培养装置等，

终于摸索出一套方法，最终将蜜蜂幼虫巢外存活

率提高到 97%以上，试验可重复性和可靠性大大

提高。”在卜元卿看来，要掌握这些环境生物的生

命密码，首先要让这些充满野性的小生命“听

话”，这既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也需要“独门法

器”。

在做蜜蜂半田间试验时，要观察农药喷洒后

对蜜蜂个体和蜂群的影响，但蜜蜂可不会对打扰

它们的人客气，蜇人是常有的事。

如何让蜜蜂“淡定”如常？“此前，有研究者用

二氧化碳麻醉昆虫，那是否也能用二氧化碳麻醉

蜜蜂？”卜元卿和同事为蜜蜂蜂群量身定制了麻

醉箱，通入二氧化碳麻醉蜜蜂，这样就能方便地

获得蜜蜂群落数量等参数。

如今，卜元卿带领团队自主研发的蜜蜂群体

麻醉法、蜜蜂自动收集装置、陆生生态模拟装置

等一批配套设备和方法，在农药生态毒理学研究

和农药登记测试试验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想做研究先得让实验动物“听话”

“微生物农药在环境中毒性物质残留量低，

是最具潜力和价值的化学农药替代产品。”卜元

卿边说边拿出一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

准（微生物农药环境风险评价试验准则 NY/

T3152-2017、微 生 物 农 药 环 境 增 殖 试 验 准 则

NY/T3278-2018）》（以下简称《准则》），这是我

国首部微生物农药登记环境评估技术标准。

“与化学农药使用后会不断降解不同，微生

物农药可能会在环境中增殖，还可能具有传染

性，做风险评价就是要发现该农药在什么样的条

件下最具危害。”她说。

作为《准则》的主要起草者，卜元卿回忆，当

时微生物农药标准在国内没有先例，要靠科研团

队一点点摸索。

如何确定微生物农药施用的最高风险，是标

准制订必须突破的关键问题，但由于缺乏相关的

基础研究和数据，因此标准制订的难度极大。

球孢白僵菌是我国主要的真菌微生物农药

品种，可有效防控马尾松毛虫和玉米螟，但球孢

白僵菌也可能“毒害”一些有益昆虫。

“以蜜蜂毒性测试为例，蜜蜂在不同生长期、

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对球孢白僵菌侵染的抵抗和

响应能力都不同，要摸索出农药对其可能产生的

最坏影响，不是件容易的事。”她回忆道。

那段时间里，卜元卿和同事们不断穿梭于蜂

箱和实验室之间，已经不记得用了多少箱蜜蜂。

而后，她和同事们终于发现了蜜蜂和球孢白僵菌

最敏感的生长期、最合适的巢外生长环境。

经过一个一个试验的摸索，该团队最终制订

出微生物农药对环境生物毒性测试标准方法。

从零起步起草行业标准

“创制一款农药，从研发到上市大约需要 10

年、耗费 10亿美元，农药登记评审最终决定它能

否在中国上市。在我国，对于有充分数据证实

的、具有危及环境、健康或农产品安全的农药采

取一票否决制。这要求我们的工作必须严谨，不

能出一点差错。”卜元卿说。

如何让企业巨大的研发投入不付诸东流，又

确保农药使用后对生态环境安全？卜元卿的方

法是，为农药做“体检”，帮企业完善产品。

卜元卿在评估一家国外企业创制的芽孢杆

菌农药时发现，该产品对溞类和鱼类毒性特别

大。“跟企业沟通后，我们发现该产品中含有很高

比例的尿素，企业将尿素作为助剂成分为芽孢杆

菌提供氮源，但尿素对水生生物具有毒性。最终

企业根据我们的试验数据调整了产品配方，降低

了毒性风险。”卜元卿认为，他们必须从环保角度

为企业把好关，尽可能排除隐患、降低风险。

事实证明，用环境安全评价的视角将生态风险

前置，不仅有利于环保，也带来了广阔的市场前景。

卜元卿课题组曾联合江西省一家业内大型

企业开展球孢白僵菌菌剂创制研究和环境安全

使用技术推广示范，双方在江西、安徽、广西等地

采集了 64 株来自松毛虫和家蚕的球孢白僵菌，

通过生物测定、ISSR 遗传结构分析，筛选得到了

既对家蚕低毒、又有商品开发价值的松毛虫专化

性菌株。

随后，企业自主创制 10 余个新母药和新制

剂，获得农药登记证，并在江西、安徽等地水稻二

化螟、稻纵卷叶螟、番茄烟粉虱、林木松沫蝉、林

木柳毒蛾等虫害防治中得到大规模使用。

行使好产品登记“一票否决权”

卜元卿卜元卿：：
给农药做给农药做““体检体检”，”，把好产品上市环保关把好产品上市环保关

相较于看得见的危险，那些看不见、摸不着

却无处不在的污染物可能更具危险性，挑战着人

类的认知和防御能力。

2014 年起，卜元卿带领团队利用生物效应

导向分析、质谱技术等先进方法，尝试识别环境

中对生物和人类有毒有害的污染物。

“最初我们只是利用靶向分析技术建立农药

多残留分析方法，但农药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会

产生不同代谢产物，而大多数代谢物没有标样，

传统的靶向分析技术就无法识别。”卜元卿说，为

突破非靶向环境污染物全组分检测技术，她的团

队找到了国内质谱仪器研发公司，成立联合研发

中心，一方负责仪器开发，一方负责应用研究，目

前建立了包含近 4000 种污染物的数据库，并且

将污染物与污染源进行对应，开发出了环境污染

物精准溯源软件和应用技术。

目前，该技术已在内蒙古呼伦湖、浙江台州

和江苏无锡等地应用，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如今，卜元卿每周有 2 到 3 天要到野外开展

调研，以发现、甄别环境中的新污染物，并持续在

农药的环境安全性方面进行深入研究。提及这

份工作的意义，她说：“其实，我做的都是芝麻大

小的事，但做多了也许能让许许多多的小芝麻变

成一瓶芝麻油。”

利用前沿科技识别新污染物

农民在喷洒农药农民在喷洒农药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周一有约

◎新华社记者 黎大东 许 晟 陈 灏

保障我国能源安全，端好能源的饭碗离不开石油人。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调研胜利油田时指出，石油能源建设对我

们国家意义重大，中国作为制造业大国，要发展实体经济，能源的饭碗必

须端在自己手里。希望你们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从甘肃玉门油矿出发，石油人北上黑龙江、东下渤海湾、西进大沙漠，

涌现出王进喜、王启民等一批先进典型。如今，新一代石油人正沿着先辈

足迹，传承精神、坚持创新、接续奋斗，在大漠大海间创造新成就。

“扎根”大漠大海

8882米！这是目前新疆塔里木盆地第一深油井的深度，是我国石油

人“扎根”的最新深度。

为了石油，他们蹚过玉门石油河，顶着准噶尔大风沙，冒着柴达木酷

暑严寒，翻过川渝重重山……哪里有油，哪里就有石油人“扎根”的身影。

塔克拉玛干沙漠腹心地带，中国石油塔里木油田公司塔中油气开发

部第一采油气作业区副经理陈新伟常年驻守这里。1991年至今，岗位在

变，但他始终没有离开这片艰苦且危险的沙漠。

陈新伟印象最深的是2011年3月，他带着施工人员正在进行中古10井

试采工艺改造工程收尾阶段施工。突然天气大变，刮起当年春季最猛烈的

沙尘暴，气温骤降至零下10℃，人站不稳，眼睁不开，耳、鼻、嘴里都是沙子。

但他们没有退却，顶着沙尘施工，保证了这口井一次投产成功。

从沙海到大海，石油人从不缺“扎根”的精神。

42 岁的王志伟是胜利油田海洋采油厂总地质师，参加工作 20 年来，

大半时间在海上度过。

夏天烈日炙烤，甲板温度高达 60℃，鞋底一会儿就被烫软；冬天，零

下 20℃的低温冻得脸生疼；赶上风暴潮，铺天盖地的巨浪猛烈拍打平

台。他说：“春战严寒、夏战酷暑、秋战台风、冬战冰凌，一年四季战海潮，

是海上石油开发的写照。”

险恶的自然环境没能击败他。“我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不断加大技

术创新攻关力度，拿到浅海石油勘探开发技术‘杀手锏’，把能源的饭碗端

在自己手里。”王志伟说。

正是许多像陈新伟、王志伟这样的石油人，在大海、大漠间坚守与开

拓，才使我国从“贫油国”跃升为油气生产大国。

自然资源部发布的《中国矿产资源报告（2021）》显示：2020 年，全国

石油、天然气剩余探明技术可采储量已达 36.19 亿吨、62665.78 亿立方

米。近些年，我国原油年产量近 2亿吨。

握紧创新主动权

今年 6月 20日，中国石油长庆油田公司向外界发布，我国在鄂尔多斯

盆地探明页岩油地质储量超过 10 亿吨。这是我国目前探明储量规模最

大的页岩油整装油田。

这一成果离不开长庆油田油气工艺研究院院长张矿生和团队的努

力。鄂尔多斯盆地因“低渗、低压、低丰度、储层致密”等特性，导致“井井

有油，井井不流”。“从这里采油，就是从石头缝里榨油。”张矿生说。

为了把油“榨”出来，张矿生带领长庆油田科研团队一头扎进鄂尔多

斯盆地。黄土做伴，风沙为友。

终于，在致密的砂岩之上，国内最尖端的压裂技术被“磨”了出来。中

国页岩油气开采技术完全实现自主化，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历史回溯。20世纪初，外国一些专家来我国找油，最终一无所获，中

国也被戴上“陆相贫油”的帽子。正是一代代石油人的不懈创新，才突破

理论、填补空白，探得石油储量越来越多，钻井打得越来越深，成为今天的

油气生产大国。

“基础、核心的东西讨不来、买不来，要靠我们自力更生、自主创新来

实现。”杰瑞股份石油装备集团副总裁李心成说。他的研发方向是石油机

械装备。

2019 年，李心成和团队推出一套自主研制的电驱压裂成套装备，功

率是传统常见柴驱压裂装备的两倍多。他还有不少创新成果全球领先。

石油人的创新遍及全产业链。正在南疆“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驻村

的中国石油克拉玛依石化公司炼油化工研究院副院长柯友胜，擅长石油

炼化领域创新。

2004 年，柯友胜带领团队成功研制一种高端变压器用油，打破国内

重要变压器生产厂家长期依靠进口的市场格局。

“石油领域科研生产是一条很长的路，一代代人为此付出青春。虽然我

们的工作环境大多很荒凉，但我们不改初心，将不断传承和创新。”柯友胜说。

接力端稳“饭碗”

“‘90 后’里面我是最老的。”在大庆油田勘探开发研究院办公室，李

跃笑着说。从小生长在大庆的李跃，2018 年从东北石油大学博士毕业

后，留在油田工作。

在这里，他总能想起老一辈石油人的精神。特别是在油田生产现场，

面对异常困难的精细勘探课题，李跃总会想起大庆“新铁人”王启民靠着

双脚一口井一口井搞调研的故事。

“现在条件好多了，不用走着去，但我也调查了 1300多口井。”凭着肯

吃苦的劲头，李跃为他所负责研究地区的石油勘探指明方向做出了贡献。

为新中国“解围”，为现代化建设“造血”，一代代石油人接续奋斗。迈

向新征程的石油人，正以崭新面貌，艰苦奋斗、开拓创新，传承、延续并践

行着石油精神。

一个又一个好消息不断传来。今年 5月，四川盆地平安 1井测试获得

日产超百立方米油、十万立方米天然气的高产油气流。这是以大庆古龙

页岩油的观点、方法，用大庆钻探和压裂试油的技术、工艺，在四川盆地陆

相页岩油的具体实践和成功复制。

“这让我们对未来充满信心，依靠自主创新、不懈奋斗，未来我们一定

能在新领域取得更大成就。”大庆油田采油工程研究院企业首席技术专家

张永平说。他负责大庆油田在四川区块的油气勘探开发技术工作。

渤海之滨，海风阵阵。在习近平总书记刚刚考察调研过的胜利油田，

刚从中国石油大学（华东）硕士毕业的蒋子月沿着爷爷和父亲的足迹，加

入石油人队伍中。

“作为年轻一代，我们需要传承‘老师傅’苦干实干精神，也需要发挥

年轻人闯劲十足的优势。”她说，希望在今后几十年里，能在工作中参与更

多新技术探索研发，为端稳能源饭碗出一份力。

为端好能源饭碗

他们“扎根”大漠大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