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

孔 雅 娴 更 看 重 的 是 态 度 ，

“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但

对 待 科 研 的 态 度 不 能 马

虎”。每个学生进实验室的

第一天，孔雅娴都会强调：

“做实验，要的是真实的结

果，而不是设想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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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年底，江苏淮安市涟水县高沟镇四安庄

村最后一片红高粱收割完毕。从未种过高粱的

村民，头一回种就获得丰收，心里别提多高兴。

而更让他们开心的是，收下的高粱还没出村，已

经进入了本地某著名酒厂的采购清单。

按照订单价格，四安庄村的高粱收购价可达

4.4 元/公斤。高粱种植大户预计平均亩产 500

公斤左右，亩增加效益 300 元以上；小农户预计

亩产在 600公斤左右，比种植常规作物亩增加效

益 600元以上。

而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研

究员、亚夫科技服务涟水高沟工作站站长李春

宏。从 2021年 4月起，他放下打拼了几十年的科

研事业，放弃了南京的生活环境，一头扎进这个

苏北小镇——高沟镇，专职为农民服务。

为农民打造致富路

“第一年种高粱就长得这么好，预计平均亩

产在 400 到 500 公斤，这一切都要归功于李老师

对我的帮助。”涟水县洪快农机专业合作社负责

人刘洪快向记者介绍，今年他一共种了 700 亩，

丰收高产的红高粱着实让他感到惊喜。

去年春节后，李春宏来到高沟镇，发现本地

农民种植普通的小麦和水稻效益低下。而镇上

的酒厂，每年所需的 4 万吨高粱都是从异地采

购，不仅路途遥远，而且成本高昂。

李春宏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重要信息，一个

大胆的想法就此诞生：建立本地规模化酿酒高粱

生产基地，拓展产业链，调整优化产业结构，保障

优质原料供给，最重要的是地方产业融合发展能

够带动农民增收。

通过他的牵线搭桥，高沟镇迅速建立起企

业+农业公司+科技服务+种植户合作的运作

模式。

当时，打消农民的顾虑、说服他们种植高粱，

成了摆在李春宏面前的一道难题。“我挑选了当

地酒厂急需的酿酒高粱品种‘辽杂 19号’作为主

要试种品种，与农户建档立卡，立下‘军令状’，承

诺他们高粱能以高于市场价水平被收购。”李春

宏说。

随着丰收季节的到来，大家对李春宏的态度

由一开始的不信任变为由衷的钦佩。

为了确保酿酒高粱达到收购标准，李春宏指

导农户采用绿色高效全程机械化模式种植高粱，

开展病虫害绿色防控，实施绿色栽培、健康栽

培。“每亩田里都安装了性诱装置和杀虫灯，这些

做法也得到了酒厂的认可。”李春宏说。

把论文写在希望的田野上

自从来到高沟镇，李春宏就把这里当作第二

故乡，与农民吃在一起住在一起，每天不是在田

头就是在下乡的路上。

风里来雨里去，他的汽车车身沾满了泥水，

后备厢里是带着泥土的雨靴和农具。有一次，小

雨接连下了好几天，他放心不下田里的农作物，

每天都要到几个村里走走看看，等到雨过天晴，

他那双雨靴里竟然长出了麦苗……

李春宏在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积累了 10多年

的高粱育种研究经验，但他下到基层依然丝毫不

敢懈怠。为了确保种植成功，他先后赴安徽、四

川、山西、辽宁等地进行调研，引进酿酒高粱品种

资源 70份，并在高沟镇四安庄村建立 10亩的“亚

夫试验田”进行本土化试种。“我们对这些酿酒高

粱进行农艺性状调查，虫害多、品质差、产量低的

就淘汰掉，预计留 5到 6个主栽品种。”李春宏说。

除了高粱，稻谷也是重要的酿酒原料之一。

水稻新品种“南粳 9108”因其淀粉和蛋白质含量

配比适宜，深受酒厂青睐。

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李春宏觉得可以试一

下，便在四安庄村试种 900亩。但涟水地区并非

是“南粳 9108”的适种区域，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他请来了江苏省农业科学院的育种专家王才林

进行技术指导，进行提前育秧和机插。

“我们还投入了 3 万元，利用富硒大米技术

对水稻进行了处理，产出的富硒大米将由上海

的一家公司进行收购，比市场普通大米收购价

高 1 元/公斤，这将大幅度提高农户收入。”李春

宏说。

在四安庄村的一处连栋大棚内，记者见到棚

内的西瓜不是在地上长，而是悬挂在半空生长。

“这是吊蔓栽培技术，采用该技术可节省种植空

间、提高品质和产量。”李春宏说，种植的西瓜为

苏梦系列品种，预计亩产 2500到 3500公斤，将给

村里带来 10万元的经济效益。

村里有处荒废已久的葡萄园，李春宏看到后

觉得地方空着实在可惜，于是他四处奔走，争取

到 100多万元项目资金，在这里建起了占地 10多

亩的高标准连栋大棚。“等西瓜收获后，下茬将种

植羊肚菌、养殖豆丹，进一步帮助村集体增收。”

李春宏说。

对于李春宏来说，从大省城来到高沟镇，一

路走来，但他的梦想没有变，依然痴心于把科技

成果变成农业硕果。而最令他感到高兴的，莫过

于数千户村民的日子因为他的到来，变得比美酒

还要香甜。

李春宏：高粱地里种下富民梦

如果说跳台是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运动员放飞梦想的起点，那建造

跳台的人就是梦想“铸造师”。与跳台相伴 20年，白勇在国内堪称大师级

“铸造师”——从人工雪台到钢架模具，他建造的跳台上已跃出多个世界

冠军。距离北京冬奥会开幕不到 20 天，白勇已提前奔赴云顶滑雪公园，

他将与自己的新作品共同见证 2022年冬奥冠军的诞生。

今年 48岁的白勇是长春市冬季运动管理中心训练基地主任，每天为

运动员的饮食起居、训练比赛提供后勤保障。训练基地，分夏、冬两处。

因为曾是水上救生员，28 岁那年，他在夏训水池与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

项目结缘，随后又参与了长春莲花山冬训基地的项目建设。

2002 年，白勇在跳台“铸造师”单戈的引导下，从场地形成到定点定

位，边学边做，动手搭建出人生第一个跳台作品。“场地形成和搭建跳台的

时候最累。”白勇说，高 2 米宽 1 米 2 的木板，最高的三周台需要 20 至 30

块，每年 11 月中旬长春温度零下 10 摄氏度左右时，他开始领着工人搭建

木板模型，灌装雪后，经过一夜把雪冻硬，跳台的雏形才显现出来。

白勇随身携带角度尺和戗雪工具，先提前修好跳台高度和起跳弧度，

再让教练员根据实际情况最后细化，以便运动员尽快上台训练。“为了满

足训练比赛要求，修跳台可要比修雪雕精细得多。”他说。

“着陆坡也非常重要。”白勇说，每天早上运动员训练之前，他会带领

工人把着陆坡区域的雪块用铁锹杵碎，近 400平方米的作业面积，10个人

上下 3趟，雪要翻进去 60厘米以保证足够松软，防止运动员在空中翻腾后

落地受伤。

长春作为国内最早开展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项目的城市之一，在过去

20多年间共培养 80余名专业运动员，其中 60余人入选过国家队。长春市

冬季运动管理中心副主任聂玉江认为，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是长春唯一拥

有自己训练场地的雪上项目，硬件保障为项目可持续发展装上了翅膀。

2020年冬季，作为国家队训练基地的长春莲花山迎来了全国首批进

口跳台钢架模具，白勇全程参与模具的组装工作。“钢架模具省时省力，关

键是减少了一周搭建跳台的时间，运动员可以提前训练。”白勇说。

有了第一次经验，白勇在今年 9 月起又主导了北京冬奥会竞赛场

地——云顶滑雪公园的自由式滑雪空中技巧比赛场地建设工作。“这次

比赛场地用的跳台模具是咱国产的了！”白勇说。

有匠心更有“智造”。为了让打分裁判在比赛时获得更好的观察角

度，白勇与厂家沟通后，在满足稳固性的前提下为奥运比赛跳台安上了

“腿”，使跳台具备可调节的升降功能。这个发明，让在场的国外技术代表

连连称赞。

北京冬奥会的举办，使这位“雪地鲁班”得以首次在冬奥赛场施展技

艺。作为北京冬奥会的技术官员，白勇将在比赛期间负责场地保障工作。

20年匠心技术积累的口碑，使国家队许多运动员都亲切地喊他“白叔”。

“能看到孩子们比赛拿牌，我会在现场流泪的。”白勇说。

“雪地鲁班”的匠心智造
——记跳台“铸造师”白勇

44岁的高常兴家住高黎贡山脚下的云南省腾冲市界头镇官家寨小组，

他爷爷高登祥、父亲高明荣均为护林员，一家三代守护高黎贡山60余载。

滇西边境的高黎贡山，从青藏高原向中南半岛延伸，南北跨度长，海

拔高差大，植被类型丰富，形成了动植物“种属复杂、新老兼备、南北过渡、

东西交汇”的特殊格局，被誉为“动植物的避难所”和“世界物种基因库”。

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于 1983年成立，1986年升格为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地跨云南省怒江州和保山市，分别成立了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怒江管护局和保山管护局。

早在 20 世纪 60 年代初，高登祥就被当地林管所聘为护林员，管护高

黎贡山国有林面积约 1.5万亩。起初，因巡护面积太大，难以管理，高登祥

从每月仅有的 8元工资里拿出 4元，请了一位村民协助工作。

“以前，当地人靠山吃山，将树木砍倒后种上玉米等庄稼。父亲巡山

时，常遭到村民的不理解。”74岁的高明荣回忆说，当时，父亲除了巡山护

林，还承担着育苗造林任务，累计营造秃杉、华山松林 2000余亩。

1997年，76岁的高登祥虽年纪偏大，但依然想进山。作为家中长子，

高明荣提出由他接任护林员工作。

“我们世代生活在高黎贡山脚下，呼吸的空气、喝的水都跟这片山林

有关。”高明荣说，“父亲守护高黎贡山 30 多年，我也经常跟他巡山，对山

里的动植物充满感情。”

然而，护林员工作并不像高明荣想象的那么简单。他说，1998 年开

始，陆续有外地人到保护区偷挖锡矿，盗伐枫木，破坏相当严重。

“当时我发动亲友在镇上的旅店和饭馆盯守，看到外来人员和车辆就

及时上报，并协助管护站进行围追堵截，收缴作案工具。”高明荣说，“夜间

在路口设卡时，还带着儿子高常兴作伴。”

2006年底，59岁的高明荣因身体欠佳，申请辞职。次年初，高常兴接

过父亲的“接力棒”，成为保山管护局腾冲分局界头管护站护林员，管护面

积达 1.2万余亩。

野外巡护工作很辛苦，有时风餐露宿，有时还有遭野兽攻击的风险。

2009 年的一天，高常兴在巡山返程中遇到黑熊。“当时天黑了，手电筒也

没电了，黑熊一直朝我靠近，最后我只能拼命跑。”他说。

庆幸的是，高常兴躲过一劫，但如今提起那次经历，他仍心有余悸。

如今，高常兴祖孙三代管护的林地里，爷爷高登祥当年种下的树早已

郁郁葱葱；豹猫、黑熊、白鹇等野生动物不时在村寨周边活动；以前生活用

水紧缺，现在即便旱季用水也有保障……谈及这些变化，高常兴颇为自

豪，因为这凝聚着他和家人的一份力。

目前，高黎贡山保护区共有 2800 余名像高常兴一样的护林员，所有

林班管护责任具体到人，实施网格化管理，实现“山有人守、林有人护”。

监测数据显示，经过多年巡护管理，保护区内的森林覆盖率由建区前

的 82.3%增加至 93%以上，保护区保护对象种群数量呈稳定或增长趋势。

一家三代接力

守护“动植物避难所”60余年

◎新华社记者 姚 兵 张 雯

办公室放着一张简易床和一条被子，有时忙

得好几天不回家，孔雅娴就靠这些“装备”小憩。

不久前，这位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

院（以下简称地坛医院）传染病研究所研究员、首

都医科大学副教授获得了北京市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以下简称北京杰青）资助，成为地坛医

院获得北京杰青项目资助的第一人。

地坛医院在北京五环外，从医院出发往东北

约 11公里便是首都国际机场。在北京各大三甲

医院中，这个地理位置显得有些偏远。但在北京

抗击新发、突发传染病的战场上，地坛医院却是

核心力量——从“非典”到“甲流”，从 H7N9到新

冠肺炎，它一直冲锋在前。

在地坛医院行政楼三楼，科技日报记者见到

了 40岁的孔雅娴。她留着染成黄褐色的齐耳短

发，干练而利落。孔雅娴语速快，为人谦逊、待人

温和。

2003 年，“非典”肆虐京城。孔雅娴当时还

是北京医科大学（现北京大学医学部）临床医学

专业四年级的学生。“‘非典’给我的触动很大，觉

得这个领域可能大有所为。”她回忆道。

博士毕业后，孔雅娴的同学大部分选择了出

国深造，而她却来到了地坛医院传染病研究所。

很多人不理解她的选择，因为这是少有人走的

路。虽然孔雅娴是去医院做幕后的研究工作，但

传染病研究意味着要面临各种各样的传染病样

本，这是有风险的职业选择。

但孔雅娴想做科研，也想在感染免疫研究领

域做点儿事。

“与单纯的基础研究相比，医院的研究人员

做的是基于患者的研究，可能不够基础和深入。

但这种研究直接面对传染病和患者，有存在的特

殊价值和意义。”孔雅娴说。

这条路并不容易走。当时，医院的研究条件

普遍不理想，无法与高校以及专门的科研单位相

提并论。而且，孔雅娴在地坛医院传染病研究所

除了要承担科研工作，还要承接一些检测检验任

务。另外，基础研究要解决的问题有时候跟临床

要解决的问题相去甚远。

刚进医院初期，地坛医院传染病研究所的研

究人员很少、科研条件有限、科研氛围也没那么

浓厚。和临床医生相比，医院的研究人员是“小

众”群体，处于边缘地带。

后来，孔雅娴结合所在医院特点和临床需

要，逐渐把自己的研究方向往临床上倾斜。“在医

院做研究最大的优势，是与患者离得近。在与临

床医生的不断交流中，我们能发现在实验室和文

献中发现不了的有趣现象。”她说。

让孔雅娴感到欣喜的是，近年来，国家出台

了相应政策鼓励医院发展科研，医院内的研究所

条件变好了、规模扩大了。随着地坛医院传染病

研究所升级为北京市的研究单位，更多优秀的博

士也会选择到医院的研究所工作。“我们毕业的

时候，医院没有太多适合研究人员的职位，而现

在这样的职位越来越多了。”她说。

去医院做研究的“少数派”

2020 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孔雅娴第

一时间参与到地坛医院的相关应急攻关项目。

该项目团队成员中原本有学生，但因为疫情初期

大家对病毒尚不熟悉，孔雅娴就没有让学生冒险

参与，而是与地坛医院传染病研究所的同事一起

攻关，直面病毒和新冠肺炎患者。

当时，新冠肺炎患者的各类样本被陆陆续续

送抵地坛医院传染病研究所，有时是下班后送

来、有时是三更半夜送来。为了处理样本、与病

毒“赛跑”，孔雅娴连轴转，一周就回一两次家，晚

上住在办公室。半年内，孔雅娴发了 3篇重量级

文章，分别是关于病毒引起的可溶性免疫检查点

风暴、血栓风暴，以及 T细胞新亚群等。

正是在这一次研究中，孔雅娴关注到新冠

肺炎重症患者常出现合并血小板高度活化、凝

血功能异常，她希望能解释这一现象、探寻其

中的奥秘。

“除了参与凝血和愈合过程，血小板在免疫

系统中也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当病毒、细菌或过

敏原进入血液时，血小板充当起了免疫系统的

‘先头兵’。”孔雅娴说，基于此，她提出了“血小板

免疫突触”新概念，并带领团队探究“血小板免疫

突触调控新冠病毒感染导致免疫风暴的机制”，

并以此申报了北京杰青项目。“到底是什么机制，

还需要后续更多实验去揭晓。”孔雅娴说。

孔雅娴身上一直有这种拼劲儿。10 多年前

的一个深夜，身怀六甲的她挺着大肚子做实验，

第二天羊水就破了。

地坛医院传染病研究所副研究员赵学森与

孔雅娴相处了多年。赵学森由衷地说：“她就是

提出“血小板免疫突触”概念

孔雅娴说，自己在科研道路上走得比较顺，

得益于领导、同事和家人给予的大力帮助。

在申请北京杰青项目时，地坛医院传染病研

究所所长、首都医科大学教授王玺带着孔雅娴拜

访前辈请教项目申请经验，同事赵学森从病毒学

角度对标书提出修改意见，医院为项目申报提供

了很多支持。孔雅娴说，这让她感受到，科研不

是一个人的旅程。

回首近 13 年的科研生涯，孔雅娴也有些遗

憾。

她遗憾自己多次转变研究方向。“因为内外

部种种原因，我差不多换了 4次研究方向。没有

按照自己最初的预想做科研，或者说没有走在最

好的路上。”孔雅娴说。

有 一 次 ，孔 雅 娴 在 院 内 分 享 自 己 的 科 研

经历，题目是《用心做好一件事》，借此与大家

共勉。孔雅娴说，她很佩服北京医科大学（现

北京大学医学部）的杰出校友屠呦呦。“看电

视剧《功勋》中屠呦呦篇时，我有一种想哭的

感觉。当时，她在那么艰苦的环境下还一直

坚持科研。很多科学大家都是这样，失败了 1

万次没关系，再坚持，失败了 10 万次，依然不

放弃。与他们相比，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科技

工作者。”她说。

当年，孔雅娴博士毕业后也有机会出国深

造，但由于家庭原因她放弃了。工作多年后，她

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国外研究机构待了近两

年。“如果当时在黄金年龄出国，收获可能会更

大。因为那时创造力最强，也最能吃苦。”孔雅娴

说，“所以，我想对青年科技工作者说，科研生涯

的早期太重要了。要在黄金年龄抓住机遇，做有

利于自己成长的选择。”

“尤其是女性，更是这样。女性对职业的选

择通常没有男性那么坚定，这其实会阻碍成长，

甚至导致人生走一些弯路。”孔雅娴说，“要更加

坚定、更加勇敢地选择自己的路，不要因为外界

因素放弃梦想。”

采访结束后，孔雅娴迅速裹上黑色大棉袄，

脚步匆匆赶往实验室。她说，拿到北京杰青项

目，感到自己身上的压力倍增。“每前进一步，就

像多爬了一个台阶，看到的是更多优秀的人和更

多充满未知的天地。”她说。

鼓励青年勇敢追逐科研梦想

““少数派少数派””孔雅娴孔雅娴：：向免疫风暴挺进向免疫风暴挺进

不怕苦，敢打敢拼。她得到种种荣誉和项目支

持，是实至名归。”

在赵学森看来，孔雅娴对科研非常执着。“抓

住了一个关键问题后，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她常

常几天几夜在实验室钻研。”赵学森说。

学生们都很怕孔雅娴。如果学生对待科研

的态度不严谨，会遭到孔雅娴的严厉批评。

“虽然我的桌子很乱，但我在科研方面有非

常明显的‘强迫症’。”孔雅娴说。

比如，实验中有加样的操作，为了保证操作

无误，孔雅娴会反复确认好几遍。如果第二天有

重要实验，头一天晚上她会在脑子里反复捋操作

步骤。做实验、写文章，与科研相关的任何事，孔

雅娴都爱抠细节。有时候，学生的一篇文章她会

改十几遍。

在培养学生的过程中，孔雅娴更看重的是态

度，“能力可以不是最强的，但对待科研的态度不

能马虎”。每个学生进实验室的第一天，孔雅娴

都会强调：“做实验，要的是真实的结果，而不是

设想的结果。”

赵学森说，这就是孔雅娴，对科学非常真诚，

不欺瞒、不慕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