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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可别小瞧它们，达
尔文称之为地球上最有价值
的动物；在农业上,它们有

‘活犁耙’和‘生物犁’的
美称；中药则称它们为‘地
龙’。”在山东临淄区瓦力公
司园区内，负责人刘芳正麻
利地往一排排养殖床内填埋
粪土、铺上秸秆。随后，她
轻轻扒开黝黑的土壤，露出
一条条鲜红的蚯蚓。“蚯蚓
虽小，食量却惊人，1 亩地
中的蚯蚓一年能吃掉 1000
吨秸秆。经过蚯蚓的消化，
秸秆等饲料就变成了含有
200 多 种 微 生 物 的 蚯 蚓
粪。”刘芳说。

2001 年，刘芳跟男友
冯宁大学毕业后，开办了
一家装饰公司，经过几年
打 拼 ， 积 累 了 “ 第 一 桶
金 ”。 2009 年 ， 小 两 口 选
择 到 宁 夏 开 办 洗 煤 厂 。
2010 年 ， 两 人 遭 遇 行 业

“寒冬”，赔掉多年积攒下
来的家底，两手空空地回
到了临淄老家。

经历了商海起伏，两人
不敢再轻易出手，整天在家
侍 弄 些 花 花 草 草 来 “ 疗
伤”。可没过多久，原本枝
繁叶茂的花卉，却像霜打的
茄子一般。冯宁了解到，这
是盆栽的土壤缺乏营养所
致，可以通过蚯蚓粪改善土
壤的营养结构，让植物更加

“壮实”。果不其然，施用蚯
蚓粪后，没精打采的花很快
变得精神抖擞了。“真是太
神奇了，蚯蚓粪还有这么大
的功效！”小两口坐不住了，准备自养蚯蚓来培育蚯
蚓粪。

起初，两人买来 200 多条小蚯蚓,放在盒子里用
餐厨垃圾来喂养。渐渐地，自家养的花“吃”不了这
么多蚯蚓粪，两人就送给亲朋好友养花，大家用后都
反映效果很好。

小两口从蚯蚓身上隐约探寻到一条创业之路，
“趁着年轻，为何不像蚯蚓一样‘拱’出一条创业路
呢？”2013 年初，两人在临淄区郊外租了一亩三分
地，再次创业。从没下过地的刘芳和丈夫开始了头顶
烈日、脚踩牛粪的农忙日子。“身上整天脏兮兮、臭
烘烘的，当时心里别提有多憋屈。”刘芳回忆道。

为吸引客户，夫妻俩将 8 元一斤买来的种苗养殖
后，以 9.8 元这一远低于垂钓市场的价格外卖。随着
市场销路的逐步打开和养殖经验的不断丰富，小两口
感觉到未来的路豁然明朗，决定扩大规模。

皇城镇是全国闻名的蔬菜种植大镇，有大小蔬菜
合作社 70 多家、龙头企业 30 多家、大型农场 10 多
处、蔬菜大棚 6 万多个。西红柿、西葫芦等采摘后，
剩下的菜叶、秸秆成了令人头疼的垃圾，影响环境。
作为“土壤环境卫士”的蚯蚓最喜欢食用菜叶、秸秆
和畜禽粪便。俩人就将收集的秸秆经过机器粉碎，与
牛粪按照 7:3 的比例搅拌，只需 20 多天，一堆畜禽
粪便和秸秆就能被蚯蚓变成蚯蚓粪。

刘芳介绍说，小小蚯蚓食量惊人，每天可以消耗
与自身体重相当的饲料，不仅彻底解决了困扰皇城镇
多年的蔬菜垃圾处理问题，还能产出高级有机肥。经
过试用，农业专家徐晓鹏告诉刘芳一条振奋人心的消
息：“一斤蚯蚓粪，至少能顶 10斤农家肥。”

他们还了解到，除了可以生产蚯蚓粪，蚯蚓自身
的使用前景也十分广泛。因富含动物蛋白，蚯蚓作为
饲料被用于家禽养殖，喂食蚯蚓的鸭蛋市场价高达 3
元一个；还可提取蚓激酶，用于治疗心脑血管疾病。
看到广阔的“钱”景，2014 年 5 月，刘芳和丈夫冯
宁租了 400亩地，成立瓦力蚯蚓养殖公司，先后承接
了农业部清洁生产技术示范项目、山东省农业厅耕地
质量提升及秸秆综合利用项目、山东省环保厅农业废
弃物综合利用项目等多项国家、省市级项目，获得支
持资金 300余万元。

“自从用上蚯蚓粪，我的西红柿不仅提高了产
量，还提前上市了，口感也好很多，大棚里几乎没有
死棵现象。”西红柿种植户付建村说。

谈起蚯蚓粪肥的经济效益，刘芳给 《经济日报》
记者算了一笔账：皇城镇一年四季不缺秸秆，且几乎
没有任何成本，牛粪的收集价格约为每立方米 80
元，蚯蚓粪肥价格为每立方米 1500 元，每年生产 2
万立方米，产值就是 3000万元。

“这是一项利国利民的绿色产业，我们还会继续
‘拱’出更多的精彩。”刘芳深有感触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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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芳在查看蚯蚓生长情况。本报记者 王金虎摄

6 月 1 日，在中国工程院举办的第十
一届光华工程科技奖颁奖典礼上，中国工
程院院士钟南山获得成就奖。

钟南山是我国支气管哮喘、慢性咳
嗽、重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防治的领军
人物，目前担任我国呼吸领域惟一的呼
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呼吸
疾病临床研究中心主任。多年来，他先
后主持了国家 973、863、“十二五”科
技攻关、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专项等
重大课题数十项。

钟南山已近 80 岁高龄。他笑称自己
是“80 后”，一直坚守在呼吸内科的临床
第一线，把民众健康系在心间。

修炼医术，更要修炼仁心

走进钟南山的办公室，在堆满书籍、
病例的桌子后面，钟南山正仔细对着电脑
查看 CT 影像，神情严肃专注，很久才察
觉到记者的到来。“请等一等，让我先把这
张片看完。”他礼貌地和记者打招呼。

10 分钟过去了，钟南山还在思索，随
后，又请来医院骨干医生会诊。大家研究
许久后，钟南山再次对病人诊断一番，才
对病情作了最后判断。

这样的会诊和讨论，经常出现在钟南
山的办公室中。“诊治事关重大，关系到病
人的命运，对医生而言是极大的责任。我
的本事不在于对每位患者都能作出准确
诊断，而是知道应该请哪个领域的专家
来，集思广益共同解决问题。”钟南山说。

“对病人负责，先要学会做人。”这是
钟南山常对学生们讲的一句话。“钟医生
每次问诊都很仔细，经常要求医生主动跟
踪病人的治疗。”呼研所医生郑则广说。

由于很多哮喘病人不会用吸入疗
法，疗效大打折扣。让郑则广终生难忘
的是 2000 年初，钟南山要求所有医生
在诊疗时教会病人正确的吸入方法，并
跟踪病人的疗效。“当时一个外地的病人
在医生主动跟踪后，很快就控制住了哮
喘。”郑则广说。

钟南山每周三上午到呼研所查房，周
四下午门诊。“有时查房，其他病人也要让
钟院士看病，钟院士从不拒绝，每次都会
答应病人的要求，抽出私人时间为病人解
决问题。”呼研所张挪富主任如是说。

每当有外地重症患者前来就医，钟南
山总要叮嘱医生给予重点关注。“他总是
站在病人的角度为病人着想。”张挪富告
诉记者，“有位外地病人因高额药费把家
里的房子都卖了。钟院士知道后，说服一
些厂家资助了这名病人价值近 20 万元的
药物。钟院士对病人的关心真的用语言
难以形容”。

潜心科研，赢得国际声望

很多人认识钟南山是从 2002年底的
非典战役开始的。

在那场来势汹汹的疫情中，钟南山
以一位科学家的态度与良知，在“病原
体究竟是衣原体还是冠状病毒”的问题
之争中寻求答案。在重重压力下，他找

到了“冠状病毒说”的依据，开创了无
创通气救治疗法，并冒着极大风险，力
挺皮质激素治疗，摸索出一套有效治疗
方案。

“当时，其他医院都不愿收重症的非
典病人，但钟院士顶住压力，把这些病人
接收到我们医院。他作出这个决定，源于
他内心长年对病人的关心。”张挪富说。

“顶天立地服务人民”是钟南山坚守
的信条，这点在他潜心科研时也未曾改
变。钟南山的助手、广州支气管扩张研究
项目成员关伟杰博士说，钟南山认为，所
有科学研究的问题都应该来源于临床，然
后通过基础科学手段研究论证，再应用于
临床，通过“临床-基础-临床”的不断转
化，给病人带来最好、最新的治疗。

在国外研究慢阻肺疾病时，为测试抽
烟时吸入一氧化碳的影响，钟南山曾吸入
一氧化碳直至意识快模糊。“这是具有冒
险精神的国外研究者都不敢做的实验，钟
老师通过亲身实验验证探讨一氧化碳对
血液的影响，推翻了以前的错误认识。”关
伟杰说。

回国之后，钟南山继续从事慢阻肺的
研究。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死于慢阻肺的
患者有 128万人，且有年轻化趋势。

“要攻克这一课题非常困难，因为中
国 35%的慢性肺阻病患者没有呼吸道症
状，而这些人很可能会产生慢阻肺急性加
重，一旦发病，对他们就会形成很大的经
济负担。”关伟杰说。为解决这个难题，钟
南山带领研究团队从社区早期筛选防治
做起，并试图寻找简单的治疗方法及更适
合贫穷地区的便宜有效药物。

通过在全国多地的临床试验，钟南
山团队终于发现一种能有效降低慢阻病
发病率的药物羧甲司坦，而这是一种常

用的廉价国产祛痰药物。钟南山老药新
用，发现其不但可以显著降低慢阻肺的
急性发作率，还能使这一疾病的常规治
疗费减少 85%，减少患者负担。相关的
研究成果论文 《羧甲司坦对预防慢性阻
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的效果：一项随机
安慰剂对照研究》，发表在国际临床医学
权威杂志 《柳叶刀》 上。该杂志 2009年
1 月 24 日公布了 3 篇上一年度最优秀文
章，钟南山领衔撰写的这一论文入选并
获得最高票数。这是中国的论文第一次
在 《柳叶刀》 上被评选为最佳论文。钟
南山团队的获奖，也赢得了世界同行对
中国医者的刮目相看。

直至今天，钟南山依旧对呼吸疾病的
科学研究孜孜以求。“他经常出国开会了
解行业动态，并把最新的研究方法运用到
科研中。他对这一领域有着敏锐的洞察
力，在重大呼吸道传染性疾病、肿瘤、慢性
咳嗽等方面做了很多工作，在国际上产生
了很大影响力。”张挪富说。

搭建平台，致力培养人才

钟南山现在已从呼吸疾病研究所所
长的岗位上退了下来，开始忙于完成自己
毕生的心愿：加快呼吸中心建设，给未来
年轻人搭建一个平台，推动我国呼吸疾病
的防诊治、转化医学的快速发展。

“这项工作筹备了三四年，已经有很
多国际上的大厂家及科技工作者到我们
这来做研究工作。我希望能够为年轻人
搭一个比较好的平台，建成广州呼吸中
心。”钟南山说。

搭建好一个平台，让更多医疗工作者
都能发挥特长参与呼吸疾病的研究是钟
南山的奋斗目标。他说，“以前我跑接力、

踢足球，这些项目靠一个人不可能完成，
要调动大家的积极性。做医生也是一样，
一个人的知识是非常有限的，要尊重每个
人、发挥每个人的特长与优势”。

在呼研所呼吸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记者还听到了这样的评价：“一些医生虽
然不能融入群体，但是每个人都有才干，
丝毫不影响他在这里作出突出贡献。”个
别医生因为和同事难以沟通而选择离开，
后来又因为跳槽未成功想回来继续工作，
钟南山惜才，就宽容地将其留下。钟南山
告诉记者，“有位医生英语能力特别强，我
们做了一本英文医学杂志正好可以发挥
其特长。经过不懈的努力，他作出了国内
外同行都认可的成绩；同时，他还因热心
帮助同事提高写作技巧，人际关系得到了
显著改善”。

钟南山希望以一己之力协助组织更
多的力量，攻克疑难杂症。每次查房时，
他都会选择一些疑难病病症，请很多医生
参与讨论。“不光是现场讨论，有时候还要
通过视频，请风湿科、血液科、肾脏科、感
染科、心血管科甚至骨科医生联合诊断，
让大家共享查房的成果。”钟南山说。在
线最多时，有 8000 多人参与讨论。在这
样的大会诊下，85%到 90%的疑难问题得
到有效解决。

钟南山经常带领自己的博士生做一
些新的前沿课题，结合临床做应用基础研
究以及转化研究。“作为临床国家重点实
验室，我们不仅专注于机制研究，还要注
重应用研究、注重转化；要解决实际问
题。将科研成果落地并解决临床诊治问
题才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也是医学创新的
真正内涵。”钟南山说。

自从钟南山的名字为人们所熟知，很
多社会上的活动都力邀其参加，钟南山大
部分都婉拒了，只是积极地投身于公益性
活动。“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健康教育进
学校进讲堂、某一个区举行大健康的产业
启动等活动我都会参加，这些活动我觉得
有价值，为社会为公众花时间是值得的。”
钟南山说。

在一般人看来，80 岁应该步入安逸
舒适的晚年生活，但钟南山依旧忙忙碌
碌。“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的时间利用
要用分钟计算，如果用得不好我就很纠
结。”钟南山说。

惜时如金的钟南山周末要么开会，要
么有别的科研活动，连过年的时间都要挤
出来修改学生的论文，为此经常受到老伴
批评。“老伴常说，你都什么年龄了还这么
干！我跟家人在一起交流的时间太少了，
这方面我不大合格，需要尽力去弥补。”钟
南山歉疚地说。

站 在 病 人 的 角 度
——记第十一届光华工程科技奖成就奖获得者钟南山

本报记者 杜 芳

河南镇平、新疆和田，一个地处中原
腹地，一个远在西北边陲，两个地方因玉
闻名，又因玉结缘。在河南省镇平县石佛
寺镇的大街上，餐馆、商店招牌，街道、交
通路标上，随处可见维吾尔语、汉语两种
文字。

中原小镇迎来冰山客

镇平县素有“中国玉雕之乡”的美名，
而新疆和田盛产的玉举世闻名。一个盛产
玉、一个善雕琢，一段玉缘冥冥中早已注
定。石佛寺镇玉雕从业人员近 5 万人，年
产销玉雕产品 10 亿多件，原石需求量不
断增加，全国各地的玉商纷至沓来，新疆
维吾尔族群众也来到石佛寺镇开拓市场。

从镇平到新疆之间的火车，每年往返
运送 2万多人次维吾尔族群众。“我来这儿
已经 7 年多了，从事玉石销售 4 年了。”43
岁的阿不都在石佛寺有饭店、有宾馆。阿
不都说，我最早在这儿摆地摊卖羊肉串，后
来开了个饭店，4年前开始经营玉石。

现在，大约有 1000 名来自新疆的维
吾尔族群众常住石佛寺镇务工、经商，高
峰时达 3000 多人，镇平已成为我国内地
维吾尔族群众最多的地区之一。“我们的
目标是让维吾尔族群众进得来、留得住、

能致富、共和谐。”南阳市民族宗教事务局
副局长丁济泽说。

“以前生意不好做，遇到刮风下雨我
们就只好收摊回家。”来镇平 8 年的阿卜
力米提一直摆地摊做玉石生意。2015 年
4 月 27 日，石佛寺镇规划建设的“天下玉
源”市场启用。这个专供维吾尔族同胞经
营玉料的大型商场可容纳上千人。启用
当天，阿卜力米提就搬进了市场，“我们告
别了日晒雨淋，还免了摊位费”！去年 7
月，当地政府还成立天下玉源党群服务中
心，开设入学就医及社会保障、就业创业
帮扶等 6 个窗口，同时建了警务室，成立
了物业管理公司。

玉石产业的协同发展带动了经济和
社会的融合互进。在镇平，一家新疆风味
的餐馆生意红火，25 岁的老板买买提说，

“我们在这里经营 4 年了，来光顾的汉族
人比较多，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在石佛寺，维吾尔族群众已从单一的
经营玉料，发展到从事餐饮业、旅馆业等
多个行业，冰山来客逐渐扎根在这个中原
小镇。

把维吾尔族群众当家人

3 月 21 日，镇平县石佛寺镇刘秀广场
上一片欢腾，维吾尔族群众身着盛装，载
歌载舞，庆祝“诺肉孜节”的到来。

“诺肉孜节”是维吾尔族群众的传统
节日，这一天，镇平县政府为维吾尔族群
众组织了富有民族特色的文艺演出活

动。“没想到在石佛寺能过上诺肉孜节，我
们在这里生活得很开心。”来此工作近一
年的新疆驻石佛寺工作站副站长艾买尔
江高兴地说。

为丰富维吾尔族群众的文化生活，镇
平县投资 350 万元购置多种文化体育设
施，并更新有线电视设备，使新疆电视台
维吾尔语频道落地镇平。

维汉两族人民因玉结缘，更用真诚、包
容的情怀助力民族团结的大树茁壮成长。

近日，“感动镇平”2015 年度人物颁
奖典礼上，在石佛寺经商 5 年的和田人努
尔买买提获得提名奖。原来，去年 5 月的
一天黄昏，努尔买买提在玉文化广场附
近捡到一个钱包，里边装有大量现金和
银行卡。他在原地等了 40 多分钟，并拿
出钱包里的身份证让过往行人辨认，最
后亲自将钱包送到失主家中。当激动的
失主想要用现金答谢时，他却说：“刚来
石佛寺时，我没有朋友，没有钱，是镇政
府帮助我租到了房，是周围的汉族朋友
借给我钱，现在我腰包鼓起来了，也应该
帮助别人。”

石佛寺镇党委副书记闫峰感慨地说，
“通过接触和交往，增加理解和信任，才能
真正体现交往、交流、交融”。

经过不断探索，石佛寺镇政府形成了
“党员五个一”精准服务模式，即党员加入
一个服务团队，认领一个服务岗位，结对
一户困难群众，分包一户维吾尔族家庭，
联系一个玉雕商户，为维吾尔族同胞营造

良好的生产生活环境。

让民族团结种子扎根校园

课间时分，石佛寺镇中心小学三年级
的维吾尔族男孩阿卜都热和提在操场上与
汉族同学开心地玩着，欢笑声此起彼伏。

像阿卜都热和提这样随父母来到镇
平定居的维吾尔族学生，全镇有 125名。

阿卜都热和提前年从新疆转学到石
佛寺镇中心小学，普通话还不太流利。而
他的同乡，5 年级学生胡尔西达俨然一个

“老镇平”了，去年还和其他学生一同参加
了学校举办的演讲比赛。比赛结束，胡尔
西达的妈妈捧着 4 件崭新的衬衣，想转交
给孩子的老师。她激动地说：“我的孩子
在学校学到了很多知识，我一定要表达我
的谢意！”

石佛寺镇中心小学副校长侯云奇说，
这些学生以前不会讲普通话，甚至有学生
由于跟不上课程进度，产生厌学情绪。为
更好地和维吾尔族孩子沟通，提高教学效
果，2014 年，镇平县设立入学绿色通道，
从新疆招考双语教师，支持石佛寺镇民族
教育。娄晓婧就是首个到石佛寺镇任教
的双语老师。她出生在新疆，高考时选择
了维吾尔语汉语翻译专业。侯云奇说：

“维吾尔族同胞来到内地，必须让他们的
孩子接受良好的教育。”2014 年，得知镇
平县招聘双语老师，娄晓婧毅然远离家
乡，奔赴石佛寺。

民族大融合的伟大篇章响起，每个人
都是欢乐鼓手。

对于经营和田玉的商人阿买提江来
说，玉给他带来了好运气。在石佛寺镇待
了 13 年，如今每年 100 多万元的收入让
他很满意，“我喜欢这里的环境，更喜欢这
里的人，汉族兄弟经常帮我”。他计划未
来在镇平买一套房子，把在伊犁的爸爸妈
妈全接过来孝敬。

民族融合的“镇平范本”
本报记者 夏先清 通讯员 王佳宁

▲ 钟南山（左）和同事一起讨论病症。

▶ 钟南山在第十一届光华工程科技奖颁

奖现场。 本报记者 杜 芳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