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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遗传育种是一项见效慢、科研投
入巨大、不易出成果的研究。一般来说，育
种最快需要 8 年，在试验田里进行试验要
3 年，一旦研究失败，十几年的光阴就会付
诸东流。即使研究成功了，在实际应用推
广中又会有很大变数。熟悉中国工程院院
士、山东省农科院研究员赵振东的人都知
道，他能取得骄人的科研成绩，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他的“九件宝”。

相面·把脉·用牙咬

眼下，冬小麦又进入休眠季节，但赵
振东这 30 多年来从没“猫冬”。只要没有
外出任务，每天天一亮，他就会出现在山
东省农科院的试验田里，认真观察小麦长
势。

特别是小麦拔节抽穗后，赵振东经常
目不转睛地蹲在一株株小麦前“相面”，一
盯就是个把小时。在他眼里，小麦就像他
的孩子一样亲切、熟悉：“你瞧，这 3 片叶
子的功能可不一样。这片对穗粒数影响很
大，这片对千粒重影响大，这片对穗粒数
和根部活力影响大⋯⋯”

赵振东的“高徒”李华伟博士对老师
的“相面”绝活儿佩服得五体投地：“赵老
站在麦田里瞅一眼，就能发现值得大面积
推广、具有潜质的麦穗。”为了这“一眼”，
赵振东“修炼”了几十年。

除了“相面”，赵振东还会给麦子“把
脉”，“叶片是进行光合作用的主要器官，
小麦一生中所积累的光合产物大部分是
由叶片制造的，而叶脉是小麦的疏导器
官，捏一捏叶脉，就能知道它密度怎么样，
密的话疏导组织就会好一些”。

麦子成熟后，赵振东总习惯把麦粒放
到嘴里咬一咬。籽粒的硬度是检验小麦质
量的一个重要指标，用牙咬正是判断硬度

最快捷的方法。为此，赵振东的门牙都已
经换过两次了。“因为这种方法快捷，如果
拿回实验室去检验，就需要再过一遍手
续，耽误事儿。用牙咬一是感觉一下面筋
的含量，还能再拉一拉看看面筋强度，在
检验麦粒硬度上，我的牙不比仪器差。用
那两颗‘下岗’的门牙换来小麦良种，值！”

秋裤·拐棍·皮炎膏

每当遇到雨雪风霜，别人都往家里
赶，赵振东的科研团队却往麦田里钻。“恶
劣天气是观察小麦抗逆的最好时机。”赵
振东解释说。有一年寒流来得特别早，11
月上旬就突降暴雪。雪还没完全停，赵振
东就赶到阳谷县种苗研究所察看“济麦
22”冻伤的情况。来到田间，他顾不得田地
里的雪和泥，单腿跪在地里，挽起袖子，伸
手拨开麦叶上的雪，再拔起麦苗，抖掉根
系上的泥土，观察小麦的根系、分蘖、叶片
有没有受冻。一块块繁殖田全都仔细查
过，鞋和裤子上沾满了雪水和泥，直到日
暮时分，手脚麻木的赵振东才满脸笑容地
说：“‘济麦 22’的抗寒性过关了!”就这样，
30多年风里来雨里去，赵振东的衣服在地
里干了湿、湿了干，使他落下了严重关节
炎的痼疾，再热的天也得穿着秋裤。

在地里，为观察小麦的生长状况，赵
振东要么蹲着，要么弯着腰，常年的劳累
诱发了腰椎间盘突出。今年元旦前夕，赵
振东不得已住进医院，到现在走路还需要
拄拐杖。但即使拄着拐杖，他也不愿缺席
小麦生长过程中的任何一个关键节点。看
得高兴时，他就把拐杖往地上一放，忘记
了病痛。就像他老伴儿说的，“赵振东啊，
就跟麦子一样，一到春天就返青，一踩到
麦地里就来了精神”!

也许是跟小麦打交道太久了，赵振东
还患有对麦芒过敏的荨麻疹。在家里，赵
振东有一抽屉药，其中治疗皮肤炎症的药
膏是常年必备的。每回下地前，他就在自
己荨麻疹患处抹上药膏，再把膏药剪成小
块，一块块地贴上。怕别人看见担心，在夏
天，他从来不穿短袖衬衣。

高血压、心脏病、胃病、失眠，岁月除
了给老人留下了一个个优质小麦品种，也
留给他无以言表的病痛，但他说，“麦品如
人品。如果你怕热，你育出来的麦子就不
耐热；如果你怕冷，你育出来的麦子就不
抗寒”！

责任·创新·往前跑

在即将登顶的瞬间滑落谷底，这对于
攀登者来说，实在是种折磨。时至今日，回
想起当年“济南 17”的选育过程，赵振东依
旧懊悔不迭。1993 年夏天的一个清晨，他
拿着镰刀直奔试验田去收割小麦。谁知到
了地头，眼前却只剩一片麦茬。原来，那些
小麦在前天晚上就已被联合收割机抢收
完毕。眼瞅着 6 年的心血一夜之间化为乌
有，那一刻，他欲哭无泪。“也就是一念之
差，把坏的留下了，把好的淘汰了，一晚上
想明白了，但是悔之晚矣！”这样的坎坷，
赵振东经历了不只一次。

虽然经历了无数失败，但因心中有着
一份责任，赵振东仍几十年如一日坚守在
麦田里。一粒小小的种子，在赵振东的眼
中却大如天：“我们进行小麦育种过程中
允许失败，可一旦把种子交到农民兄弟手
中，就不能有任何差池。如果在我们这里
瞎凑合，到农民田间就是灾害。往大里说，
育种肩负着国家粮食安全、农民增收和消
费者健康三大责任。责任，是我们育种工

作者的良心。”赵振东还说，他肩负着为天
下人谋“食”的重任，能掂出 13 亿人的饭
碗有多重，而这个沉甸甸的分量，是他前
行的动力。

也正是有了这股子责任感，赵振东意
识到，应当坚持不懈地进行科技创新，用
创造性思维去征服一座座科研巅峰。

对小麦而言，产量和品质是一对矛
盾，外国的优质小麦产量都低，但在中国
产量低了不行，低了农民就没有收益，这
也意味着赵振东的创新团队需要付出更
多努力。赵振东采取了改良、微量沉降实
验等创新方法，使得产量农业性状和品质
性状的同代选择，达到协调提高。沿着这
个路子培育的“济南 17”，成为国内第一个
年种植面积超千万亩的优质高产面包小
麦品种，成功替代进口产品，成为国内面
粉企业优质小麦的主要原料之一。

“创新永无止境，因为需求永无止境，
‘济麦 22’并不是终点。”赵振东告诉记者，
去年初，他牵头组建了跨单位、跨学科的
协同创新团队，承担了“山东省小麦增产
科技支撑计划”项目，正在向小麦亩产
820 公斤的新目标迈进。“山东农业要‘走
在前列’，需要创新驱动；山东农民要增收
致富，需要科技支撑，我们搞育种的还需
要加劲往前跑。”赵振东老当益壮。

麦 田 守 望 者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山东省农科院研究员赵振东山东省农科院研究员赵振东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当城市还在沉睡,钢构人手中的焊花
已点亮清晨的第一缕弧光。一幢幢直冲
云霄的超高层钢结构大厦点缀了城市，
背后则是千万个默默奉献的钢结构建设
者。

中建钢构有限公司深圳平安金融中
心 钢 结 构 项 目 经 理 陆 建 新 就 是 其 中 一
位，他扎根项目建设工地 33 年，逐步成
长为建造超高层建筑工程的技术带头人。

33 年的默默坚守

改革开放以来，城市的高度不断被
刷新——我国第一幢超高层大厦深圳国
贸大厦 160 米；第一幢超高层钢结构大厦
深圳发展中心 165.3 米；上海环球金融中
心 492.80 米；如今，世界第二、我国第
一在建高楼深圳平安金融中心 660 米⋯⋯
这一幢幢超高层建筑都曾留下陆建新的
足迹。

1982年,18岁的陆建新参建深圳国贸
大厦,作为测量技术员,他见证了三天一
层楼的“深圳速度”。岗位虽平凡,陆建
新却十分用心。他的同事向我们回忆道:

“陆建新不是一两天就成长为技术带头人
的,那时大家都知道，有个搞测量的‘小
陆子’特别爱钻研。”

钻研问题的习惯一直延续至今。陆

建新勤于学习,很快掌握了计算机操作、
CAD 软件应用等。在广州新白云机场航
站楼项目中,他曾巧用计算机核对手工计
算数据,对测量数据的精准计算和定位起
了重要作用。他自信地说，工地上的每
一道工序和每一种设备,他都很清楚。

在上海环球金融中心担任钢结构项
目总工程师期间,面对这座建造难度极大
的世界级摩天大楼,陆建新带领团队成功
化解 10 项“第一次”难题。在广州西塔
任项目执行经理时,他和伙伴们又创造了

“两天一层”的世界高层建筑施工纪录。
33 年过去了,陆建新参与建设了 36

项工程,施工总高度达到 3040米。

勇闯道道技术难关

陆建新在工作岗位上奉献了青春和
汗水,也在默默坚守中成为一名技术创新
强者，破解过成百上千个技术难题。

他正参与建设的深圳平安金融中心
项目在施工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难处。
他的徒弟、现任华润总部大厦项目执行
经理唐齐超回忆说,为搞清如何同时使用
好 4个塔吊,陆建新几个月都寝食难安。

原来,平安项目使用了 4 台国内最大
型号动臂式塔吊,这 4 台塔吊分别附着于
建筑核心筒外墙四面,需要安装支承系统
承担荷载并维持塔吊的稳定,这在国内工
程应用中极其少见且难度极大。

陆建新带领团队进行模拟安装,利用
模型仿真计算方法,历时两个月,自主研
发出一套优良支承系统。可模型归模型,

支承架在实际安装时又发现部分节点处
强度不足。当时,距塔吊首次爬升时间很
近了,如不能按时完成安装,就会严重影
响整个施工进度。陆建新时常半夜惊醒,
打电话给项目总工程师沟通解决方案,直
到问题成功解决。

支承架的安装问题解决了,拆卸时间
长又成了新难题。陆建新力排众议,谨慎
提出了一项创新方案，使每次支承架的
周转拆卸都能节省 3 至 4 天，整个工程能
累计缩短工期 96 天,节约堆场 600 平方
米,仅这一个技术革新就创造经济效益
1000 多万元。后来，这项技术因为实用
性强,很快推广到其他项目上。

陆建新带领团队攻坚克难的例子很
多，曾带领团队创下了“国内第一立焊”

“国内第一厚焊”等施工纪录,这些技术创
新带来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满腔热忱献给工作

朴实的话语,温和的微笑,是陆建新
给人的第一印象。当被介绍为中建钢构
的金牌项目经理,获得过许多荣誉时,他
只是淡淡地说：“我其实很平常。”

朴实的外表下,是陆建新对工作的满
腔热忱。陆建新的徒弟许航参加工作以
来就跟着他一起工作，许航回忆道：师
父很细心——项目上的每个文件都要认
真审阅,一丝不苟，他进工地习惯带一个
小本子,发现问题赶快记录下来，然后想
办法解决；师父有耐心——承担的都是
施工难度较大的工程,他凭借坚忍不拔的
意志,一个难关一个难关地过;师父还很
热心——某大型项目在施工过程中出现
了问题,原本不是钢结构项目部的分内
事,热心肠的陆建新主动提出解决方案,
近乎完美地解决了问题。

陆建新将满腔热忱献给工作,却自感
愧对家人。他说,首次见女儿是她出生
时,第二次再见时,女儿已经 4 岁了，妻子
最大的心愿是让他多回家、多注意身体。

在中建钢构有限公司董事长王宏看
来,陆建新既继承了老一辈劳动模范勤劳
朴实、以项目为家的优良传统,也发扬着
对 科 技 进 步 不 懈 追 求 的 新 时 代 创 新 精
神。他也像钢结构那样,任劳任怨,勇于
创新,赢得了一场场钢结构建造攻坚战的
胜利,没有辜负时代的重托。

像 钢 结 构 那 样 承 重像 钢 结 构 那 样 承 重
——记中国建筑总公司中建钢构高级工程师陆建新记中国建筑总公司中建钢构高级工程师陆建新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亢亢 舒舒

人物小传

赵振东是中国工程院院士赵振东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山山
东省农科院研究员东省农科院研究员、、我国著名小麦我国著名小麦
育种专家育种专家。。多年来多年来，，他把让百姓吃他把让百姓吃
饱吃好作为育种方向饱吃好作为育种方向，，带领团队持带领团队持
续攻关续攻关。。

19991999年年，，他育成他育成““济南济南1717”，”，成成
为国内首个年种植面积超千万亩为国内首个年种植面积超千万亩
的优质高产面包小麦的优质高产面包小麦；；20012001年年，，育育
成优质高产面条小麦成优质高产面条小麦““济麦济麦 1919”；”；
20032003年年，，育成国内首个优质面包面育成国内首个优质面包面
条兼用型小麦条兼用型小麦““济麦济麦2020”；”；20062006年年，，
育成高产育成高产、、稳产稳产、、多抗多抗、、广适的广适的““济济
麦麦2222”。”。这些小麦良种累计推广超这些小麦良种累计推广超
过过44亿亩亿亩，，新增社会经济效益新增社会经济效益400400
多亿元多亿元。。由于贡献卓著由于贡献卓著，，他四获国他四获国
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宁夏青铜峡市唐滩村妇女主
任王金香：

孤寡老人的好“女儿”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在深圳平安金融中心顶部

，陆建新

（中

）和

技术人员探讨施工方案

。

（资料图片

）

图①图① 赵振东赵振东（（右四右四））和创新团队和创新团队

成员交流成员交流。。

图②图② 赵振东查看小麦试验进展赵振东查看小麦试验进展。。

图③图③ 赵振东赵振东（（右二右二））与小麦科研与小麦科研

人员分享育种经验人员分享育种经验。。 （（资料图片资料图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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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组部援藏博士团成员李靖：

“哪里有病人，哪里

就是我的‘战场’”
本报记者 陈 颐

11 月 12 日夜里 23 时，北京医院心内科医生李
靖带着来自西藏的小强巴来到北京儿研所，进行心
脏手术前的准备工作。

1973 年出生的李靖是地地道道的北京人，身材
魁梧、未语先笑、一口京腔，“当我在医院参与救治患
者的那一刻，就真正开始了对医生这份职业的热
爱”。这位年富力强的医生去年底离京援藏，目前担
任西藏自治区第二人民医院副院长。

西藏高寒缺氧，儿童先天性心脏病发病率远高
于低海拔地区。10 岁的小强巴家境贫困，身体发育
迟缓，被李靖确诊患有先天性心脏病房间隔缺损，如
果不及时治疗，就会有性命之忧。在援藏朋友的帮
助下，李靖募集到救治小强巴的公益资金，并联系北
京儿研所帮助做手术。11 月 15 日，强巴成功接受
了房间隔修补手术。11 月 25 日，强巴一家人满怀
感激之情踏上了返回西藏的列车。

这是李靖他们今年开展的第二次先天性心脏病
救治活动。他说，“今年 4 月，我们开展了首次先心
病救治活动，共确诊 5 名患儿”。和小强巴的治疗经
历如出一辙，这 5 名患儿也来到北京进行手术。“我
在西藏对这些孩子进行了术后复查，他们恢复得很
好，可以健康地生活了。”李靖说。

在西藏一年的工作经历，使李靖深感当地医疗
水平与内地的差距，“当地亟须大量医疗资源，应该
通过互联网+医疗的方法从根本上解决农牧民看病
难的现状”。他从最基础的筛查工作开始，开展了西
藏新生儿出生缺陷筛查工作。“希望该工作能在西藏
常态化，这样就能帮助更多孩子免遭‘先心病’的噩
运。目前，我们已筛查出 10 名患儿，通过手术治愈
７名”。李靖说。

为更好地推进西藏先心病筛查工作，李靖与通
用电气、IBM 等公司合作，开发建设了“西藏自治区
先天性心脏病筛查平台”。今年，他们已经开展了 3
次跨省远程超声诊断活动，与北京、上海的相关专家
进行了远程诊断和培训工作。他还传授当地基层医
生筛查先天性心脏病的技能，并对县医院医生进行
远程超声系统培训，使专家可以进行远程超声诊断，
解决西藏本地不能筛查先天性心脏病的问题。

西藏海拔高，进藏后，李靖发现自己的心率、
血压都升高了。为更好地开展援藏工作，李靖向西
藏组织部建议实施西藏干部健康管理平台体系建
设，以保障在藏干部的身体健康，并建议相关医疗
机构建立联动应急保障机制，使在藏干部能够得到
有效、及时的救治。他欣慰地说：“该项目目前正
在实施中。”

“哪里有病人，哪里就是我的‘战场’。”李靖说：
“当组织希望我为西藏再服务 1 年时，我毫不犹豫地
接受了这个任务。”

宁夏回族自治区青铜峡市
陈袁滩镇唐滩村是一个回汉聚
居村落，回族群众占总人口的
85%。49 岁的妇女主任王金
香一家 10 口人，家庭和睦，生
活美满幸福。在王金香眼中，

“家”不仅是她自己的小家，还是包括身边各族同胞的
“大家”。由她组建的唐滩村“敬老爱老助老”巾帼志
愿者服务队，团结凝聚全村力量，义务为全村孤寡、留
守老人打扫卫生、聊天谈心，受到邻里乡亲的称赞。

王金香有 7 个兄妹，父亲早逝，与奶奶、母亲等
10 人相依为命。母亲以在餐馆刷盘子为生，并照顾
年迈的婆婆，含辛茹苦地拉扯几个孩子长大。母亲
的坚韧精神传递给了王金香，她嫁到手工豆糖作坊
的夫家后，起早贪黑、辛苦劳作。为增加收入，他们
夫妇勤俭持家，还开起烤饼店。王金香凌晨 3 点起
来和面烤饼，清晨为孩子们做好早饭，然后到村部上
班。结婚 20 多年来，家里气氛总是很和谐。前年婆
婆患癌症住院，王金香拿出给孩子结婚积攒的钱，为
婆婆交纳手术费；还为公婆在城里买了一套带有暖
气的舒适房子，每到周末到城里细心照料老人。

王金香看到村里的孤寡老人生活凄凉，感到有
责任帮助他们。在丈夫的支持下，她带领妇代小组
长以“一帮一”结对的形式组建“敬老爱老助老”
巾帼志愿服务队，为老人提供生活便利，成为孤寡
老人的好“女儿”。她还买来洗衣粉，带领姐妹靠着
大盆、搓衣板为孤寡老人洗衣服，换来了老人们的
微笑。多年来，王金香带领热心肠的姐妹们，为回
族患病单亲母亲韩秀英募集善款，为发生火灾的汉
族群众唐三元家送去被褥、衣物⋯⋯太多平凡而令
人感动的事例，让这个并不富裕的村庄在患难中越
帮越亲，越帮越团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