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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要真的去了解学

生 的 特 点 、状 态 和 兴

趣，因材施教。连小小

的细胞都需要个性化、

定制化培养，更何况是

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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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小小误差，就能决

定战场上的成败，所以每次

试验都必须做到精益求精，

数据不能有丝毫偏差。

陆松

空军工程大学教员

如果说，军事武器是锐利的“矛”，那么防护

工程则是一面坚固的“盾”。随着现代化侦查手

段的不断更新，精确制导武器相继涌现，我国军

事防护工程领域不断应对巨大挑战。

“矛”升级了，“盾”也要及时更新。近年来，

空军工程大学教员陆松和他所在的团队针对防

护工程建设技术开展攻关研究，研制出高强刚性

和轻质柔性混凝土，为我军军事装备铸就了坚不

可摧的防护“盾牌”。

前不久，第七届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

人选名单公布，凭借在混凝土结构材料研究领域

作出的突出贡献，陆松成功入选。

在逼近实战条件下进行实验

西北大漠戈壁，强烈的紫外线晃得人眼睛都

睁不开，陆松强忍暴晒，在室外采集爆破试验数

据；夜晚来临，寒风萧瑟，昼夜温差近 40摄氏度，

陆松待在单薄的帐篷里整理数据……

去年连续几个月，陆松都在大漠戈壁度过。

为了推进机场防护工程领域混凝土材料的改性

研究进度，他没日没夜地对混凝土的吸能特性、

强度特性、破碎形态等试验记录进行分析处理。

面对艰苦的试验条件，他说：“要想让防护工

程真正成为战场上的‘金钟罩’，就必须在逼近实

战的条件下进行科研实验。”

如何将刚性和柔性混凝土结合运用，以提高

军事装备的防护性能，一直是陆松关注的科研方

向，机场防护工程领域混凝土材料的改性研究就

是一个突破口。

为获得第一手数据，陆松和团队成员辗转多

地开展验证性实验。

“一个小小误差，就能决定战场上的成败，所

以每次试验都必须做到精益求精，数据不能有丝

毫偏差。”陆松说。

由于常常与泥土“面对面”打交道，陆松和战

友打趣道：“我们就算吃再多土，也要将防护材料

设计的最优数据给‘啃’出来。”

经过反复测试，陆松对比多种制备工艺和配

比设计的试验效果，成功研制出高强刚性和轻质

柔性混凝土，在防护结构设计中提出“刚性阻爆、

柔性吸能”的抗爆理念，在工程应用中采用“逐榀

绑扎、分层浇筑”的施工方法，有效解决了我军防

护结构的抗力难题。

做立德树人、为战育人的园丁

“我取得的成绩离不开身边战友的支持，以

及导师、空军工程大学教授许金余的谆谆教诲。

许教授常教导我要为战而研、勇攀高峰，紧跟新

一轮科技革命和军事革命。”陆松说，“导师的言

传身教使我明白，每名学员都是军队的希望，教

员作为‘播火者’，要用心用情把自己所学倾囊相

授，让他们站得更高、飞得更远。”

陆松深知，军校教员必须立起研战导向，要

让课堂对接战场。

为激发学员学习的主动性，他将授课内容紧

贴装备需求，把最新学术成果有机融入教学，探

索形成“模块单项实践、流程交叉实践、综合一体

实践”的教学模式，结合示范讲解、研讨交流、课

外实践等多种行之有效的教学手段，提高了学员

的专业理论水平和岗位任职能力。

一次讲到混凝土和易性时，一位学员举手提

问：“如果混凝土在搅拌过程中出现干稠的情况，

和易性不达标该怎么办？”

陆松没有直接回答问题，而是讲了一个故

事。某次下部队调研某国防工程施工情况时，陆

松发现官兵在搅拌混凝土过程中，无法均匀密实

地填满模板，混凝土的和易性始终达不到施工要

求。经过反复排查验证后，他发现是由于石头含

水量的测试数据出现了误差，改变含水量后，混

凝土密实地填充了模板，经过测试后，工程强度

终于达标。

“如果混凝土和易性不达标，就很容易造成

国防工程质量不过关。万一发生战争，后果不堪

设想。”他说。

下课后，这名学员直呼过瘾。“陆教员从部队一

线带回来的知识充满‘硝烟味’，听着解渴。”他说。

不论平时科研工作有多忙，陆松始终心系三

尺讲台。他还根据每名学员的专业特点与学术

特长，为他们“量身定制”属于自己的学习计划。

空军工程大学博士研究生王腾蛟告诉记者：

“陆老师常告诫我对待学术问题切忌心浮气躁，

每个数据必须得仔细推敲，不能有半点马虎，要

将科研成果运用到实践中去。”

“坚持立德树人、为战育人是我的初心和使

命，我会继续为此努力，使人才培养同未来战场

精准对接，为部队建设培养出更多德才兼备的高

素质、专业化新型军事人才。”陆松说。

陆松：“刚柔并济”造出军事装备金钟罩

人体细胞每时每刻都在经历着新陈代谢，

数秒内便有几百万个细胞死去，同时又有几百

万个新细胞出现。细胞一刻不停地进行着新

旧更替，以此保持着人体的健康与活力。而当

人体内器官发生病变时，通过在体外培养相关

细胞、回输进入体内对病变部位进行“修补”，

这种治疗方式被称为细胞治疗，是现代再生医

学发展的重要方向。

而清华大学医学院教授杜亚楠就是为细胞

治疗提供“原料”——细胞的人，其研发的 3D 微

组织技术开启了细胞培养的“工业革命”。凭借

这一成果，杜亚楠于不久前获得第二十四届中国

科协求是杰出青年成果转化奖。

杜亚楠介绍，传统的细胞培养方式主要面

临着三方面的困难。首先是培养效率有限。

传统的细胞培养方式，需要依赖人工一步步将

细胞“种植”在培养皿上，而一个传统的二维平

面培养皿所能培养的贴壁细胞数量从百万到

千万个不等，但最多也只能满足一位患者治疗

所需。杜亚楠认为，如果仅依靠传统的细胞培

养方式，细胞疗法的效率将很难得到提升，无

法真正惠及大众。

除了培养效率受限外，传统细胞培养方式所

用的材料和工具使得细胞在培养过程中的质量、

功能难以保持稳定。“培养皿本质上就是硬塑料，

它跟细胞原本的生长环境相差非常远。”在杜亚

楠眼里，每一个细胞都是一个完整而复杂的生命

体，对环境有着敏感的自我感受。他捏起胳膊上

的皮肤解释道：“这里面都是细胞，大部分细胞的

生长环境是很柔软的，将其直接放在硬质的培养

皿里培养，存活数量、功能都有可能出现问题。”

除了细胞自身外，细胞所分泌的各类物质同

样具有重要价值，如何将细胞及其分泌物完好无

损地充分收集起来，则是细胞培养需要突破的另

一大瓶颈。

如果说传统的细胞培养方式还停留在“手工

作坊”时代，那么杜亚楠团队研发的 3D微组织工

程技术则可以说建造出了一个现代化的“细胞工

厂”。

在细胞培养阶段，其研发的 3D TableTrix微

载片取代了传统的二维平面培养皿，成为细胞培

养的新载体。该微载片不需要复杂繁琐的人工

操作便可与细胞悬液一起直接投放到智能化生

物反应器中。随后，该微载片遇水便可分散成数

万个球状颗粒，颗粒表面上密密麻麻分布着众多

孔隙，每个孔隙都可进行细胞培养，细胞培养数

量较传统方式呈指数级提升。不仅是培养数量

得到大幅提升，每个颗粒的直径均可在 50到 500

微米之间进行自主调节，实现针对不同尺寸细胞

的定制化培养。

此外，该微载片的材料硬度也可根据不同细

胞的培养特点进行调节。“比如骨细胞喜欢硬一

点的材质，其他细胞要软一点的，这些都可以根

据细胞的‘喜好’来调整。”杜亚楠说，细胞其实和

人一样，只有提供给它们接近原生的培养环境，

才能够实现快速、高质量地繁殖。

而在细胞回收阶段，借助定制的“温和”裂解

液，可将培养材料进行降解，再通过后续的自动

化仪器装置实现细胞的充分、无损收获，并可进

一步将分泌物与细胞进行分流收集，真正实现了

细胞从培养到回收的全流程规模化、自动化。

建造现代化“细胞工厂”

但这项有望掀起产业革命的新技术，要走出

实验室却并不容易。2017年，经过 7年的科研攻

关，杜亚楠带领团队利用 3D 微组织工程技术研

发的 3D干细胞微组织规模化制备工艺已基本成

熟，在干细胞制品的生产上具备革命性的应用前

景。“当时，不管是全国还是全世界，我们的技术

都可以说是走在最前沿的。”他说。

本就因产业需求而生、为产业革新而做的技

术，杜亚楠不想让它“躺”在实验室里。不过，彼

时高校科研成果转化还尚未形成较为成熟的机

制。而一直待在实验室里的科学家们面对复杂

的产权划分、产业落地、商业开发等环节更不知

该从何下手。“当时要给这个技术进行估值，然后

分配股权，但是估多少合适、股权怎么分配……

这些我一点概念都没有。”他回忆道。

就这样前后反复讨论了1年，终于在2018年，

在清华大学技术转移研究院的协助下，杜亚楠和

团队成员一起创建了北京华龛生物科技有限公

司，杜亚楠团队和清华大学共同推动技术落地。

公司成立了，但麻烦事还没结束。学校作为公司

股东之一，公司的诸多决策都要学校签字确认。

而在当时，重大决定都需上报学校各部门，甚至上

级主管部门进行批准。“有时候公司的一个决策，

来来回回光走流程审批就要几个月。”他说。

于是一有机会，杜亚楠便将问题反映上去。

而改变来得也快，自 2019 年相关审批权限下放

至学校后，流程进一步简化，公司决策再不需要

就审批大费周章了。

作为国内较早一批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科

研人员，杜亚楠团队完整经历了相关机制从无到

让科研成果走出实验室

在坐落于清华园西北角的医学科学楼内，杜

亚楠指着团队实验室门口“微组织工程”的牌子

说：“这个名词是我们自创的，因为之前只有组织

工程，我在前面加了个‘微’。”他进一步介绍道，

组织工程通俗来说是以制造、复原人体的组织器

官为最终目标。他将其形容为搭建一座“楼房”，

而细胞便是建起房屋的“砖块”。

“要想造出一个完整的组织器官，首先就要

从制造基础的细胞开始。”杜亚楠说，因此原本主

攻组织工程的他，选择先从最基础的事做起——

养好每一个细胞。于是，他进入了微组织工程的

世界，随后便一发不可收拾。

但其实杜亚楠最初学习的专业与组织工程

并没什么联系。1998 年，杜亚楠考入清华大学

化学工程系，在懵懵懂懂中度过了大学四年时

光。临近毕业时，对未来感到迷茫的他选择和同

学一起申请去美国继续读研。“结果 2001年发生

了 9·11事件，来了一波拒签潮，我连续被拒签了

数次。”他回忆道。

没有去成美国，杜亚楠决定先工作锻炼下自

己。那时，他做过不少工作，还在培训机构教过

英语。工作了半年多，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知

新加坡国立大学的老师来中国招生，就想去看

看。正是这次尝试，改变了他此后的人生轨迹。

“我后来的博士研究生导师 Hanry Yu 一见

面就拉着我聊了一个多小时，告诉我组织工程的

前景多么广阔。其实，我来之前都不知道组织工

程是什么。”杜亚楠回忆道，自己被导师的诚意打

动了，2003年 3月通过面试、7月就到了新加坡。

刚到新加坡没多久，杜亚楠就觉得很不适

应。从未接触过组织工程的他，一切都要从头学

起，颇感压力。

杜亚楠从书架上抽出一本比砖头还厚的生

物学教科书，上面还留着他十多年前“啃”书时的

笔记。“刚到新加坡的头两年太费劲了，啥成果也

没出，就是看书自学打基础，在实验室里自己鼓

捣一些设备，尝试一些方向。”他回忆道。

临近毕业，当初一起来新加坡的同学，在拿

到硕士学位后纷纷选择去美国，杜亚楠心里有些

波动。“当时，我挺焦虑的，但我的导师跟我谈了

很久、分析了很多，他告诉我只要踏实做下去，以

后一定不会差。”他说。

后来发生的事也正如导师所说，打牢基础的

杜亚楠接连产出多项成果，原本应 5年博士毕业

的他，只花了 4 年多就达到毕业要求，随后便顺

利去往美国麻省理工大学从事博士后工作。

直到今天，杜亚楠依然十分感谢导师帮助他

规划人生。而他也想把这种影响一直传递下去，

在接受采访的前几天，杜亚楠刚和他的学生一起

去了环球影城进行团建，他喜欢和学生们平等地

交流。

“你要真的去了解学生的特点、状态和兴趣，

因材施教。”杜亚楠相信，连小小的细胞都需要个

性化、定制化培养，更何况是学生。而他也乐于

鼓励学生们做各种尝试，在杜亚楠团队创建的北

京华龛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里，包括联合创始人兼

首席执行官刘伟、首席技术官鄢晓君等在内的多

位成员都曾是杜亚楠的学生。

“无论是从事学术科研还是产业应用，只要

有所作为、能解决真正的问题，都是为社会作贡

献。”杜亚楠希望，他们团队的经历能鼓励更多年

轻人投身科研攻关和创新创业。

机缘巧合闯入微组织世界

杜亚楠杜亚楠：：
用微组织技术撬动细胞培养大变革用微组织技术撬动细胞培养大变革

3 月 17 日，我国酒泉卫星发射

中 心 成 功 发 射 遥 感 三 十 四 号 02

星。从事航天事业 38 年来，酒泉卫

星发射中心副总工程师王家伍参与

的 100 多次液体火箭发射任务均获

得成功。

航天是高风险的事业。谈起

成功背后的奥秘，这位经常身穿蓝

色工作服工作的航天人说：“航天

发射从理论上不可能 100%成功，

但是我们必须用 100%的努力确保

成功。”

怀揣着航天报
国梦来到酒泉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位于西北内

陆巴丹吉林沙漠腹地，这里常年干

燥少雨，一年中有多达 300 天适宜

发射。

1984 年 7 月，大学毕业后，怀揣

着航天报国梦想的王家伍坐了 10

天 10夜闷罐车来到这里。

两个月后，长征二号丙运载火

箭托举着我国第 6 颗返回式卫星拔

地而起，直插云霄，发射取得圆满成

功。这是王家伍参加的第一次发射

任务。

“看着自己参与的发射任务获

得成功，心里有说不出的自豪感、成

就感，这也是我后来坚持下去的动

力。”当时还是一名箭上单机操作手

的王家伍回忆说。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开始进入

国际卫星发射市场。如何搞好涉外

卫星发射服务，成了中心必须攻克

的现实难题。

1994 年，王家伍被派往西班牙

国际空间大学进修。“这次国外经历

让我开阔了视野，对航天工作有了

全新的认识。”王家伍说。回国的时

候，他用身上所有的钱买了一大包

航天领域专业书籍。

“干航天一开始很枯燥、很寂

寞，一旦入了门槛，就变成了一种自

觉的喜欢、一种情怀。”王家伍说。

2001 年，王家伍被任命为发射

场系统副总工程师，负责新发射塔架的设计论证和建设工作。

“当时工程建设经费很有限，为了节省成本，我们大胆创新，用钢筋混

凝土结构代替了原来的纯钢结构。”王家伍说，这也是当时中国首个钢筋

混凝土结构的发射塔架，可以实现全天候发射。

2003 年 11 月 3 日，中心在发射神舟五号载人飞船后的第 19 天，首次

启用我国自主建设的新型发射工位，成功发射了我国第 18颗返回式科学

与技术试验卫星。

发射成功后，中心指挥显示大厅内一片欢腾。王家伍却一路小跑，直

奔发射塔架。他仔细查看塔架上的设备设施，发现除了油漆被烧黑，其他

都完好无损时，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为了提高发射效能，这座发射塔架又进行了多次升级改造，目前

年发射能力可达到 16 次，打破了国际上所有发射场单个发射塔架的

年发射纪录。“每次来发射场，看到它就有一种莫名的亲切感。”王家

伍说。

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跟自己较劲

近年来，王家伍主要负责航天发射总体技术工作，他带着团队不断进

行技术攻关、大胆创新。

为了适应高密度、高难度、高强度常态化的发射需求，他们采用“两垂

一平”新发射模式；简化技术区、强化发射区，不断优化航天发射流程，将

卫星的发射周期由原来的 35天缩短到 15天，有效增强了中心卫星发射的

并行能力。

“次次成功、发发圆满”是王家伍职业生涯追求的终极目标。38 年

来，为了实现这个终极目标，他每天都在跟时间赛跑，跟自己较劲。

2021 年 7 月，王家伍脚上做了个手术，还没等伤口完全康复，他就急

着出院，一瘸一拐地上班去了。“只要产品进场，他每天都要去发射场，从

头跟到尾，进行各个系统的质量审查，确保各个产品的状态安全，确保万

无一失。”科技人员孙稚权说，他常跟大家说，航天无小事，一点疏忽大意

就可能是大灾难。

“天地再远，只要坚持，也可以累足成步，最终到达。”为了更好地胜任

航天技术总体工作，王家伍用 5 年时间把航天领域 50 多本专业书原原本

本地啃了一遍。他说，航天技术总体涉及的技术环节多，需要具有广泛的

知识面，只有坚持每天学习才能与时俱进。

近年来，王家伍组织大家编写航天发射场技术安全规范，极力推进

“领域负责制”“型号负责制”“安全责任制”以及各种奖惩制度等质量管控

措施，确保每一项操作、每一次测试都做到精准无误。

“5、4、3、2、1，点火！”随着零号指挥员的点火口令，火箭喷着炽热的火

焰，拔地而起，卫星成功入轨，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指挥显示大厅里

的王家伍，露出了快乐的笑容，他从容地转身离开，满怀希望地迎接新的

挑战。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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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从不成熟走向成熟的过程。“我们算是第一批

吃螃蟹的人，也是被螃蟹‘夹’了无数次的人。虽

然过程不容易，但现在我们对其中各个环节都清

清楚楚，这就让科研人员很有安全感，可以放心

大胆去干。”他说，希望他们蹚过的路能为以后的

科研成果转化提供更多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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