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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蔡姝雯

以禾为墨的“农田女画
家”，矢志担当的“环保铁娘
子”⋯⋯“三八”国际劳动妇
女节之际，《科技周刊》记者
对话江苏女性科研工作者，
展现科技创新中不可或缺的

“她”力量。

叶晓青：“农田女画
家”把水稻当花一样种

虽然没有神奇的画笔，但
足履实地，用一株株秧苗描绘
着美丽乡村的崭新画卷——
江苏省农科院研究员、省植物
生理学会秘书长叶晓青把农
田当成花盆，助力乡村振兴，
以奋斗耕耘收获幸福感。

从 1994 年 研 究 生 毕 业
被分配到省农科院至今已 27
年，但叶晓青仍清晰地记得，
刚开始工作时盆栽花卉物种
资源被“卡脖子”的情形。“气
候资源‘先天不足’、科研经
费匮乏等一系列难题，都能
一一克服，可物种资源缺失
实在让人犯愁。当我表达向
外 国 友 人 求 取 种 球 的 意 愿
时，遭到了拒绝，对方摇头说
外地不适合生产。”叶晓青不
甘心，凭着一股韧劲，从零起
步，用两三年时间，硬是在普
通大棚中培育出一盆盆姹紫
嫣红的盆栽花卉。

“以前我做花卉，是针对
一家一户的景，现在我把农田
当成花盆，助力乡村振兴。”
2014年起，叶晓青开始致力于农田景观的研究。她
介绍，一幅稻田画的种植大致要经过彩稻选育、图案
设计、定点测绘、人工栽种、田间管理等环节，秧苗长
高以后，方会呈现出预先设计的图形或文字。为了
能百分百按照设计图纸呈现完美效果，叶晓青需要
顶着烈日，在泥泞的稻田中，深一脚浅一脚地跋涉，
把每个节点精准定位好，再把秧苗种下去，其中的艰
辛可见一斑。

2017年，叶晓青为南京市栖霞区龙潭镇陈店村
开展稻田画项目，反响热烈；2018 年，她继续践行

“把水稻当花儿一样种”的理念，为太仓市庄西村美
丽乡村建设添上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她说，未来
要继续推动农业生产的一二三产业结合，既收获农
作物，又促进农产品加工，还要发展旅游景观，扮靓
美丽乡村的同时，促进农业高质增效、乡村宜居宜
业、农民富裕富足，让农田养眼、养心、养人。

石利利：“环保铁娘子”紧盯新污染物
研究

齐耳短发，个子不高，但眼神特别坚定。初见
石利利，记者脑海中就冒出两个字——干练。身为
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化学品生态效应
与污染防治研究中心主任的她，说话语速略快，思
路清晰，谈起工作来两眼放光，果真不愧“环保铁
娘子”之称。

“保护生态环境，往远了说会影响子孙后代的延
续、民族的繁荣昌盛，往近了说关系当代每一个人的
健康。所以自己从未有一刻对研究方向产生过怀
疑、动摇。”石利利说。

原卫生部等六部门曾于2011年联合发布公告，
禁止生产聚碳酸酯婴幼儿奶瓶和其他含双酚 A 的
婴幼儿奶瓶。几年过去了，石利利团队发现，双酚
F、双酚 S 又冒出来了，而且比双酚 A 的相关效应还
要强，但是国家对此还未出台监管措施。“我们专门
成立了一个创新团队，目标非常明确，希望通过对双
酚类物质的系统研究，揭示其环境健康危害特性及
作用机制，科学评估其环境健康风险，向生态环境部
提交一份有影响的政策建议。”石利利说，这是环保
人的责任，任务担子很重。

随着工业快速发展和各类化学品的大量生产使
用，一些未被纳入环境监管，但有可能进入环境并导
致已知或潜在的负面生态或健康效应的化学物质近
年来进入石利利视野。

“新污染物研究工作挑战更大，因为它不像水体
蓝藻富营养化等问题，只有达到一定浓度才会发
生，它可能很低浓度就会对环境和生态系统造成影
响。这种影响还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可能很多年以
后这个效应才出现，而且一旦出现影响不可逆转。”
石利利说，环保工作要从看得见的污染向看不见的
风险转变，末端污染治理跟源头风险防控两手都要
抓好，这是她今后的一个工作重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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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政府工作报告里，基础研究再度成为科技关键词。报告提出，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要健全
稳定支持机制，大幅增加投入，中央本级基础研究支持增长10.6%。科研人员为此深受鼓舞。潜心科研，做出“从0
到1”的突破绝非易事，需久久为功。江苏科研人正勇闯基础科研突破的无人区，不断向科学技术广度和深度进军。

巾帼
力量

走进实验室最角落这间十余平方米的房
间，一张办公桌、一个书柜、一张茶几，除此之外
再无其他装饰。从柜子上到地面，四处堆放的
各类论文、资料让你恍惚以为这是一个文件存
放处，怎么也想不到这是南京农业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江苏省植物生理学会理事长章文
华的办公室，也是他产出许多科研成果的地方。

章文华算是“误打误撞”进入植物生理学这一
领域，他当年高考时第一志愿是经济专业。没想
到天意弄人，被调剂到作物栽培专业，“直到大学三
年级的时候突然发现，自己很喜欢做实验。”正是这
种单纯的喜欢，拉开了他科研生涯的序幕。

1990年硕士毕业后留校任教，其间还攻读
了博士学位，但章文华总是觉得“不解渴”，一心
想追求更前沿的东西，提升自己。“当时我没事
就往图书馆跑，除了中文期刊外，经常阅读《自
然》《科学》这些顶尖杂志，逐渐确定了自己感兴
趣的磷脂信号方向。”

章文华介绍，磷脂是细胞膜的重要组成部
分，过去教科书中只知道磷脂的化学特性，但对
其功能的认识并不清晰，存在大片的空白亟待
探索。2004年进修回国后，他和团队通过研究
发现，磷脂对植物活性氧产生具有调控作用。
这篇研究内容在随后近8年的时间里一直保持
着高引用，证明了其在基础研究方面的突破性
意义。随着研究的深入，章文华还发现了磷脂
参与细胞感受外界刺激和传递信号，参与植物
生长、发育和胁迫等重要生物过程。

2019年，章文华团队创建了活体监测植物
细胞膜磷脂酸（PA）的探针，波尔多大学两位科
学家评价说，这项研究不但揭示了PA在植物细
胞中的新功能，为其他同行提供了有效的研究
工具；同时，也为设计监测线粒体、质体、细胞核
等 PA 的生物感受器铺平了道路。这一重大进
展，在学界引起极大兴趣，章文华告诉《科技周
刊》记者，“到目前为止，已有超过5个国家的近
20多个实验室前来询问、索要相关实验材料。”

不为人知的是，这项研究前后共做了 7 年
时间。章文华对此不以为苦，“想出成果就要

有耐心、肯花时间。”
他调侃说，社会上说
的“996”，对于科研
人 员 来 讲 是 常 规 工
作模式。

“比之于看专业
论文，我更喜欢看文
学、艺术作品。”章文
华开玩笑地说，“但是
既然选择了做研究这
一行就要将它做好。”
这种干一行爱一行、耐得住寂寞、埋头苦干的精
神也贯穿他的研究生涯。他对另一个研究方向
——水稻的耐盐性问题其实早在上世纪90年代
就已经开始关注了。

这也是基础研究具有前瞻性的魅力所在，“十
四五”规划中多次强调粮食安全的重要地位。章
文华清醒地认识到土壤盐渍化是制约世界范围内
水稻生产发展的主要因素之一。从国家需要出
发，把更多本不合适做粮田的盐碱地变成耕地、改
善水稻耐盐性是他这20多年不断求索的问题。

章文华团队长期致力于研究植物响应盐胁
迫的生理和分子机制，探索提高作物耐盐性的
遗传改良方法，发现了有些基因能参与控制水
稻的耐盐性，同时他也不断从更广泛的水稻品
种中寻找其他未知基因，对未来水稻种质资源
的发掘和利用具有指导作用。

学术成果不是一蹴而就的，想要在基础研
究领域取得“从0到1”的突破，除了有眼光还要
有耐心。在出成果前，谁都无法确认自己的方
向对不对，只能下“笨”功夫不断试错、修正。章
文华多次谦虚地说自己所做的远称不上“0”的
突破，只不过是站在了前人的肩膀上。

作为博导，他还要带很多学生，章文华叮嘱
年轻科研工作者摆正心态，不要急功近利。“现
在国家越来越重视对基础研究的投入，大家更
应该能心无旁骛地做科研。”他也相信，当整个
社会都以原创性研究、科学家精神为荣时，基础
研究的更多突破会是随之而来的奖赏。

章文华：下“笨”功夫，不断试错纠正
近 日 ，中 科 院

苏州医工所研究员
高山成功获得国家
杰 出 青 年 科 学 基
金资助，在未来 5 年
的 项 目 资 助 过 程
中 ，他 将 聚 焦 于 肿
瘤 驱 动 突 变 ，并 从
中找到具有早期诊
断价值的生物标志
物 和 治 疗 靶 点 ，验

证其临床意义等，为抗癌药物的研发提供
最前端的基础研究依据。

“我的工作简单来说，就是从癌细胞成
千上万的基因突变中，找出那些能够驱动正
常细胞发生癌变，促使肿瘤的发生、发展和
恶化的关键突变基因。”高山说，这就好像在
大海里捞针一样，是实现“从0到1”的突破，
然而一旦发现了这些关键突变点，就能够为
后续的抗癌药物研发和靶向治疗等指明方
向，从而实现“1到100”的巨变。

从英国牛津大学医学肿瘤学专业攻读
完博士后，多年来，高山一直围绕肿瘤的诊
断、预后还有治疗靶点的鉴定，以及临床应
用开展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在采访
过程中，他不断地提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

“我们有些关键技术之所以被‘卡脖子’，根
源在于基础理论没跟上。”

高山联想到自己曾经养了一棵小树
苗。“有一天不知道为什么它就不行了，我以
为它死掉了，就剪去了所有的枯枝败叶，结
果没过两天它就从底部长出了新枝叶，现在
两年过去了，它长得特别好。我想这是因为
它的根在土里面扎牢了。我们做基础研究
也是一个道理，基础研究就是科技创新的

‘根’，把这个‘根’扎牢了，不怕我们的科技
创新搞不好。”

他认为，从科学发现到技术应用，必然
会经历一个非常漫长和艰辛的过程。“比如

我做生物标志物，在1万个里面能做成一个
就不错了。但是如果没有 1 万个里面的这
一个，找不到靶点，连诊断都诊断不清楚，那
就不可能存在后面的对疾病的判断和对患
者的治疗。所以整体诊断的进步还是依赖
基础研究。”

高山坦言，多年来做基础研究和应用基
础研究，最大的感受就是要有“定力”。“没有
一个良好的心态是做不好基础研究的。因
为可能 10 年时间都没人关注你，无法短期
内看到效益。或者一个很小的成果，都需要
花费 3 年、5 年的时间。但是我们必须要有
定力，不急不躁，不争不抢，甘于沉下心来坐
在那里，而且千万不能人云亦云，只要坚持
一个方向，把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耕耘好了，
总有一天会有收获。”

科学研究永远走的不是一条“直线”，
可能会走弯路，会遭遇“此路不通”。“但是
我们不能害怕失败。”高山说，科研人员要
允许自己失败，接受自己失败，但在失败
的基础上，要有重新出发的勇气，“此路不
通，就换一条路，或者披荆斩棘开出一条
新路！”

目前，高山在中科院苏州医工所担任学
术委员会副主任、总师、博士生导师。其以
通讯（含共同）作者在美国科学院院报、国家
科学评论等国际知名核心期刊上发表多篇
高水平论文，同时，已申请专利 7 项（包括 2
项 PCT 国际专利），其中 5 项专利已得到授
权。围绕肿瘤微环境研究，高山也正在做一
些工作，“这些工作都刚起步，我希望两到三
年内能出一些成果。”

作为基础科研工作者，高山把自己比作
科技创新浪潮中的小水滴，“你看大海波涛
汹涌，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些小水滴去推
动，它永远没有浪尖。我相信，只要国家持
续不断地重视基础研究、投入基础研究，我
们科研人员沉下心去钻研，总有一天会取得
重大的科学成果突破。”

高山：如此路不通，且斩棘辟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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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蒋明睿 蔡姝雯

儒雅，是许多人对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
航空航天大学教授郭万林的最初印象。全国
先进工作者、南京航空航天大学纳米科学研究
所所长、江苏省力学学会常务理事⋯⋯荣誉和
称谓为我们勾勒科研大咖的学术风采和内涵，
而当《科技周刊》记者 7 日与郭院士面对面，更
深感他是一个怀有赤子之心的科学家，也正是
因为这颗赤子之心，他才能在基础研究的道路
上一往无前数十年。

并非一蹴而就，突破源自积累

蒸发无时无刻不在发生，但你想过蒸发可
以直接发电吗？也许未来的办公室中间摆放一
方水，靠蒸发就能供一整天的用电需求。这不
是什么科幻小说，而是郭万林团队的成果之一。

有趣的是，这项创新性的发现竟来自一次
实验中的“失误”。当时国际上有人报道流水
的管子里放一片石墨烯会发电，郭万林团队的
学生反复实验都没有成功。他查看实验记录
时，发现有一处信号特别强，便追问怎么回
事。学生回答是实验结束未关测量记录设备
就把石墨烯拿出来导致的。

郭万林敏锐地察觉到此处可能有文章，如
果反复放进去、拿出来，或石墨烯不动，让水沿
石墨烯波动呢？如果让水滴落在石墨烯上
呢？用毛笔拖动又会怎样？这些看似突发奇
想的猜想，通过后面的实验发现了“波动势”

“水滴/雨滴势”和“书画势”等水沿石墨烯表面
运动产生电势的新的物理效应。

在此基础之上，他们和华中科技大学合作，
进一步发现水从材料表面蒸发时也可以产生电。

“水通过蒸发形成云，再到雨、河流、湖泊，
自然的水循环昼夜不停地能量转换。”郭万林
说，蒸发的能量远远大于全人类现在每年消耗
电量的几千倍，也就是说，把这种能量的千分
之一用过来就足够人类所有的生产活动。

他把这类以水为媒直接转化我们周围环
境中的热能为电能的现象称为“水伏效应”，在
水伏领域，实现了“从0到1”的突破。

郭万林笑言，看似是实验中的失误带来了新
的突破，其实这既是“必然中的偶然”，也是“偶然
中的必然”，成果源自大量基础工作的累积。

时至今日，郭万林仍把引他入门的黄玉珊
先生挂在嘴边。当一个懵懂的青年踏入飞机
系的门槛，遇上损伤容限设计这一新的飞机结
构设计概念，是导师黄玉珊先生的理念把郭万
林带进了这一当时的前沿领域研究中。

郭万林用“乐此不疲”来形容当年的自己，
飞机结构裂纹竟然蕴藏着丰富的材料学、数
学、力学知识，要掌握背后的机制，只能像海绵
一样拼命吸收养分。但逐渐地，他生出一种

“不满足”的情绪，二维断裂理论发展得相当完
善，但对于实际飞机的三维结构，该理论具有
很大的局限性。如何考虑飞机结构三维尺寸
和形状，研究三维结构中的裂纹行为呢？

他日复一日地实验与测算，推翻与重来，终
于发现利用三维约束参数的有限特性，能够把
无法求解的三维裂纹问题化为可解。这也是国
际上首次获得三维弹塑性裂纹问题的理论解。
虽然取得了这样的成绩，但郭万林认为自己“只
是在前人的基础上往前踏了一小步而已”。

永葆纯粹初心，不甘落于人后

2019 年郭万林曾在国际百年断裂力学峰
会上就三维疲劳断裂发表邀请演讲，“回家的
路上我怎么想都不满足，那些坐在台下的先生
早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就创建了弹塑性断裂
理论，他们才是先驱，而我只是把他们的理论
从二维拓展到三维而已。”

谦逊种在他的骨子里，但不妨碍他提起自
己成果时那种孩童般的快乐。“科研带来的惊
喜是直达内心的，因为你知道这一个发现将会
变成所有人的惊喜。”他也一直是这样做的，除
了吃饭睡觉，把所有的兴趣、精力都与工作合
为一体。

为什么会养成这样的性格，可能与他早年
的经历分不开。从小就愿意对事情“刨根问
底”，家里颇为珍贵的收音机和钟表也被他偷
偷拆开，想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构造。少年时
代在生产队的岁月更让他珍惜能再回课堂的
机会，也锻造了他勤劳的品质。停学近六年后
初回课堂，他发现自己连基本的数学公式都记
不全，别人休息、玩耍的时间，他都用来看书和
解题，这种珍惜光阴的紧迫感、执着学习的拼
劲，后来也一直贯穿他的研究生涯，什么事情
都要认识透彻才罢休。

今年春节响应就地过年的号召，郭万林也
没能全家团聚。大年初一刚吃过饭，他转身回
了办公室。“你放假，世界科技不放假啊。”

这种紧迫感，是他长久以来内化于心的思
考创新性问题的源泉。准备写本科毕业论文
时，指导老师把数学求解孔边裂纹的问题给了
他。他的第一反应是：这有人做过吗？仅用了
一个晚上的时间把问题推导出来后，郭万林和
老师说：“别人做过的，我再解一遍有什么意
思！”从此留下了每次做研究前拷问自己“我都
想到了，别人会想不到吗？”的习惯，力求做别
人没做过的事。

郭万林还保持着一个长久的习惯，每周出版
的《自然》《科学》周刊，他一定及时认真阅读。他
比喻说就像将军打仗前，要通盘了解地形、军
情。做科研也一样，没有丰富的知识网络，不知

道别人都在做什么，那就无法一览众山小地展开
原创性研究。“科研设备再先进，也永远都是有限
的。只有在对各种知识都了然于胸的情况下，加
强深度思考，才能有思维的火花迸发。”

此刻就是春天，踏实做好现在

有朋友和郭万林感慨道：“做研究的黄金
时间是不是过去了，怀念读书时能静下心的状
态。”他不赞同这一说法，“国家这么支持科技
创新，基础研究投入增加 10.6%，研发经费在
国民经济占比中提高到6%。只要自己能定下
心来，任何时候都是黄金时代。”

他的确这样认为，比起当年想了解一个方
向的研究文献，要开证明去情报所、北京的图
书馆去查阅还未必能找到的时代来说，现在的
学生能第一时间接收国际最前沿的成果，也有
了一流的科研条件、设备、师资，更应当能潜心
研究。

“动机”是青年研究者最应具备的，自驱
力能让人锚定目标，不断进步。只想着靠导
师交待任务，显然无法成才。实际上老师的
作用非常有限，决定一个人能不能出成果最
重要的除了 1%的天赋，还有勤奋敬业、勇敢
执着的精神。“很多学生刚发表几篇文章，本
应渐入佳境，结果他觉得自己可以毕业了就
不再继续深入研究。”这样的例子出现，总让
郭万林感到遗憾。

“谋科学引领，树教育自信。”在他看来，科
学引领和教育自信是分不开的。只有我们在
科学领域国际领先，才会有更多优秀的人才愿
意来学习，也会进一步促进科学的发展。

至于如何从基础研究走到成果转化，他用
一个波浪线形象地解释：在已有的框架下做所
谓的科学研究很容易，这是一个波峰；在已有
的技术条件下做一些应用研究也很容易，这是
另一个波峰。但基础研究如何突破、如何应
用、能否真正解决问题是三处波谷。“每个环节
的人都踏实做好自己的事情，不能要求所有学
者既考虑基础研究，又想着如何落地，成果转
化的最后一公里就交由社会和市场两只手来
完成，让更多学者安心地拥有纯粹的书房。”

郭万林院士：抓住科研的“黄金时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