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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新““沂蒙六姐妹沂蒙六姐妹””
本报记者 王金虎

崔 鹏：

科技卫士坚守灾难前线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郭静原

索道架起致富路索道架起致富路
今年 41 岁的张玉会是一位返乡创业女青年。她创

办的兴农养殖场位于贵州贞丰县惠兴高速老熊湾隧道

旁，海拔 2000余米，货物进出依靠的是一条索道。

2009 年春节，张玉会回乡探亲，决定回乡创业，她承

包了 600 多亩荒山发展养鸡业，并选中了一个名叫农卜

柴的山窝窝，建起了金黄谷鸡养殖场。由于她住的地方

是半山腰一个小山洞，物资运输极为不便。2012 年，张

玉会投入 5 万多元，在悬崖峭壁上架起索道，连通了老鹰

山垭口到山下老熊湾 600 多米的直线距离。通过这条索

道，2016 年，张玉会向附近的 800 户精准贫困户发放了

8.6 万羽鸡苗，辐射带动贞丰县白层、鲁容等 7 个乡镇(街

道)的精准贫困户养殖“金黄谷”鸡。

邓伯祥摄影报道

张玉会（右一）在贵州贞丰县兴农养殖场用索道把鸡

苗运下山。

人物小传

崔鹏，1957年生，陕西西安人，中国科学院院士。从 1985年 7月份至今，崔鹏都在中科院水利部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

工作，从事泥石流等山地灾害与水土保持等方面研究。他先后主持和承担了“汶川地震次生山地灾害形成机理与风险控制”“中

国西部特大山洪泥石流灾害形成机理与风险分析”“川藏交通干线环境灾害演化规律与工程风险”等 20 余项国家项目。他还在汶

川特大地震、芦山地震和舟曲特大泥石流救灾中参与了大量次生山地灾害科技攻关，被四川省人民政府授予“抗震救灾模范”称

号，被中科院和中国科协分别授予“抗震救灾先进个人”称号。

“科学研究本就是在克服困难的过
程中，获取新的知识，从而使得学科得到
进步。”崔鹏曾如此评价一个成功的科学
家应该作出的贡献，“一方面是对科学知
识的认识、创造与探索，通过努力得到新
的认识，发现新的规律，提出新的理论；
另一方面则是在需要时，能够实实在在
地为国家解决问题。在这两方面做好任
一方面就是成功的”。追寻崔鹏的科研
人生，记者发现，这正是他的奋斗目标。

我国第一位“泥石流院士”

“不同的物体有不同的结构，在受到
外力冲击时，它们损坏的表现也不尽相
同。”提起自己的研究，崔鹏了然于心，

“我们在研究泥石流成灾机制时，也要研
究不同结构体对灾害的动力响应机制”。

崔鹏被誉为我国第一位“泥石流院
士”，是研究山地灾害等方面的专家。数
十年来，他一直坚持在科研工作的一线，
不仅提出了准泥石流体概念，确定了泥
石流起动临界条件，形成起动理论，还将
理论研究成果与防灾减灾实际结合，带
领团队研发出系列专利技术，在国内外
开展大量城镇、风景区、大型水电工程泥
石流防治和重大灾害的应急减灾工作。

曾经，崔鹏对泥石流的了解还陌生
得沾不上边。直到本科时代，一个偶然
的机会，崔鹏聆听了中科院成都山地所
唐邦兴教授有关泥石流研究的一场学术
报告，被其所讲内容深深吸引。

“泥石流这样的自然灾害在我国分
布广泛，频繁成灾，必须有人从事这方面
的研究工作，解决山区民众面临的生命
财产安全问题。”崔鹏毅然报考了唐老师
的研究生，也因此与中科院成都山地所
及泥石流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

1990 年春，崔鹏还以优异的成绩成
为我国第一位泥石流专业博士。此后，

出于对国家减灾事业的热爱，崔鹏在
1997 年完成英国伦敦大学伦敦国王

学院的博士后研究工作后，回到中
科院成都山地所继续开展泥石流

系列研究工作，并入选了当年的
中科院“百人计划”。

彼时，当作出从科研条
件更好、工作待遇更

优 越 的 欧 美
发 达

国家回国工作的决定时，崔鹏没有丝毫
犹豫：“我总觉得有了在国外深造的机
会，学习国际前沿的山地研究知识，就更
应该回归祖国，为那些还深受山地灾害
的山区老百姓们服务。”

早在出国留学前，崔鹏就在中科院
成都山地所完成了多项山地减灾研究工
作。“基本上四川省西部和甘肃省南部地
区的县市我都跑遍了，对当地的山地环
境有了清楚的认识。”在国外学成以后，
新旧知识的融会贯通，更向他打开了用
理论服务实际的大门。

重震区里的“工作狂人”

2008 年 5 月 12 日，四川省汶川县发
生 8.0 级大地震，让数以万计的人们失去
家园和亲人，也引发了世界上最为强烈、
风险最大的次生灾害，为从事减灾研究
的科技工作者带来新的挑战。

震后才两天，崔鹏和成都山地所的
科研团队就一头扎进安县、北川、青川，
开始对特大地震后的山地灾害研究和防
治考察。短时间内，依靠实地野外调查
和遥感影像，崔鹏的团队摸清了包括公
众关注度极高的唐家山堰塞湖在内的 34
处高危堰塞湖的基本情况，他们提供了
第一手数据，并作出危险性评估结果，为
震后的应急抢险、防灾减灾提供了决策
所需要的科学依据，在科学处置抢险救
灾工作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在地震极重灾区开展科学调查时，
面对随时可能到来的次生山地灾害，崔
鹏和团队一起克服了余震、滚石和交通
堵塞等不利条件，对沿途的灾害情况详
细考察，实地测量灾害基本参数，并评估
灾害对抗震救灾和灾后重建的影响。

每一次野外科考，相机、冰镐、GPS
定位仪等一整套专业装备加起来就有 10
多公斤重，加上沿途收集到的各类地质

标本。很多时候，崔鹏的背包里总要塞
进超过 20 公斤的物品。他们所到之处
都是灾害发生后的道路，要么路面损毁
得厉害，要么全是泥泞，许多地方形成孤
岛，科考过程中往往会遇到险情。

道路阻断就徒步前行，遇到滚石滑
坡就主动担任“哨兵”，劝阻行人和车
辆。与此同时，崔鹏还不忘向参与救援
的队伍和当地灾民介绍防灾减灾知识。
他时常对身边年轻的队员感慨道，“重灾
之下，通过我们的一点付出和认识，提出
科学的减灾对策和技术，才能让更多人
避免遭受次生山地灾害的危险”。

山地灾害研究的科研工作者们似乎
没有白天黑夜，他们要赶在震后第一个
雨季来临之前尽可能多地获取一手资
料，与时间赛跑。有时一去现场就是一
整天，除了随身携带的矿泉水，粒米不
进；为了及时提交报告，熬夜到凌晨三四
点也是家常便饭。多日的连轴转，就是
铁人也吃不消，可崔鹏没有一句抱怨。
每当有人问起他是不是太辛苦了，他总
是摇摇头，“我就是做这个工作的，不是
不想休息，而是不能休息”。

从汶川地震到芦山地震、从舟曲泥
石流到宁南泥石流⋯⋯每当国家出现重
大灾害险情时，都少不了崔鹏和山地所
科研团队的身影，他们第一时间奋战在
抢险救灾的前线，为后期的灾害防治工
程和灾后重建提供专业意见。

“我们到底能够在灾害应对方面为
这个国家做些什么？这样考虑问题已经
成为了我开展科学研究的职业习惯，”
作为一名减灾科研工作者，崔鹏始终强
调肩上的社会责任感，“山地灾害研究
是个应用性较强的学科，国家遇到问题
了我们却拿不出解决办法，这不合适。
只有尽可能多地深入现场开展工作，才
能提高我们的认识，提出科学合理的减
灾技术，真正为减少老百姓生命财产损
失做有成效的事。”

坐好科研“冷板凳”

在大多数人眼里，灾害研究是一个
冷门领域，却不知它在艰苦卓绝的野外
科研环境下，能够带来的无限生机。

“随着国家经济发展和科技进步，减
灾防灾科研工作越来越受到重视，陆续
出现了一系列科研成果，有效服务于我
国的减灾事业，”几十年来，崔鹏见证了
我国灾害研究的发展历程，“学科进一步
发展，如何能把单一灾害防治朝着综合
减灾纵深推进，做到对灾害风险的把控
和预防，就不仅要求我们在科学上对灾
害规律有更深的认识，科学预见灾害风
险，还要与社会科学等其他学科交叉结
合，提供可操作的系统解决方案，这也对
科研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灾难召唤责任，行动践行使命。“即

使在没有项目或者项目很少时也要坚持
学科方向，稳住基本科研队伍，才能厚积
薄发，在关键时刻发挥作用。”崔鹏数十
年如一日地继续着灾害研究事业，有着
自己的坚持：“做科研不要怕坐冷板凳，
认准了一个方向就坚持把它做下去。”

这样的坚持还在惠及一批又一批年
轻人。如今，崔鹏作为不少年轻学子的
导师，对学生科研工作的要求一直非常
严格。他认为，年轻人想要做好学问首
先要做好人，个人修养应随着所学知识
同步增长；还要有良好的团队协作精神，
山地灾害研究属于集体劳动性质学科，
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帮互助十分关键；此
外，从事山地灾害研究必须有强烈的社
会责任感，在不断深化理论知识的同时，
还要提出行之有效的减灾防灾技术和方
法，服务受灾群众。

在研究所团队建设方面，崔鹏根据
团队的知识结构等，对青年科技人员实
行总体规划，商定科研方向和目标，不做
重复研究；同时，创造条件安排 35 岁以
上的青年学术骨干做课题负责人，35 岁
以下的青年学者做专题负责人，并将科
研经费交付于他们，使年轻人在实践中
既锻炼了课题组织和科研管理能力，又
培养了科学责任感；除此之外，崔鹏还为
每个课题配备一位 55 岁以上的资深科
学家，不仅能够保证项目高质量完成，还
能实现知识与研究经验的传递，保障团
队里的梯队人才建设衔接有效。

“面对国家重大需求，我们还要多把
科研项目交给年轻人去负责，多创造机
会帮助年轻人更快、更好成长，使学科持
续发展，服务减灾这一国家的长期战略
任务。”崔鹏如是说。

左上图 2008 年 7 月 10 日，崔鹏在

汶川地震灾区考察堰塞坝情况。

（资料图片） “在这里，我真切感受到了沂蒙精神的传承，您的服
务为革命老区添了彩。”这是在临沂火车站的留言簿上，
来自河南的一位小伙子留下的一句真情表白。前不久的
一天夜里，他在临沂站下车换乘时被小偷偷了手机、钱
包。正当他手足无措之时，临沂火车站客运服务班的瞿
真真自掏腰包为他买了返乡的火车票。

革命战争年代，沂蒙老区曾涌现出“沂蒙六姐妹”
女英雄群体。如今，在临沂火车站客运服务班中，活跃
着由匡燕、李秀侠、瞿真真、黄真、孟祥蕾、薛静组成
的 6 名女工服务群体，她们以服务零缺陷、零投诉为标
准，学习践行“沂蒙六姐妹”无私奉献精神，带领全站
客运人员精心打造“沂蒙情”服务品牌，使临沂客运站
处处充满温馨，被大家称为新的“沂蒙六姐妹”。

“停车！停车！”2016年5月5日14∶30，K8285次
列车喘着粗气，刚刚驶离临沂站，一名旅客冲进站台，
一路狂奔着追赶火车。正在值班的李秀侠急忙拉住了这
名乘客。原来，他下车时正接打电话，一不留神，将装
有 11000多元现金、银行卡、驾驶证等钱物的皮包遗忘
在车上。“别急，我马上与列车长联系。”10分钟后，李
秀侠告诉他，K8285次列车长回电说包已经找到了，让
经过的列车捎回。失而复得令这名旅客喜出望外：“‘沂
蒙情’服务让人如沐春风，我给你们点个大大的赞！”

经过多年实践，“六姐妹”总结出了“加减乘除”四
字服务工作法，即对旅客要增“加”一份关心，“减”少
一份抱怨，“乘”上一份责任，消“除”一份困难。每天
面对大量的客流，真正做到“加减乘除”绝非易事。一
次，匡燕在候车室遇到一位酗酒滋事的旅客，任凭她百
般相劝，那位醉汉不仅满口污言秽语，还拳脚相向。匡
燕硬是将委屈的泪水咽下去，骂不还口，打不还手。事
后，围观的群众竖起大拇指夸奖道：“姑娘，你真是个好
人。”这简简单单的一句话，像一股暖流流进匡燕的心
田。为此，班组还专门给她颁发了“委屈奖”。

没有一技之长，热情服务只能是空谈。2014 年夏
天，一位美国客人在售票窗口前用手比划了半天，售票
员也没明白他到底要去哪里。同样不精通英语的孟祥
蕾，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弄清楚这名旅客是要坐2152次
列车到曲阜。尽管旅客最终顺利上了车，但这件事却让
小孟心里五味杂陈。“要打造一流的服务品牌，必须要有
一流的业务技能。”她暗下决心，迅速找来英语教材，利
用业余时间学习有关英语对话，拜访哑语老师学习手
语，还通过网络学习社交礼仪知识。如今，孟祥蕾已能
用英语和旅客沟通交流，用手语为旅客解答问题。

“要让旅客的一次沂蒙行，留下一生的沂蒙情。”“六
姐妹”们正坚守着这句诺言，用细微、真诚的服务，传
承着来自革命老区的一片真情。

张玉会在贵州贞丰县兴农养殖场喂鸡。

““山楂达人山楂达人””高俊英高俊英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雷汉发雷汉发 通讯员通讯员 郭文静郭文静

将山楂及制品搭上“互联网+”卖向
全国，带到中国国际食品博览会吸引国
际客商目光⋯⋯20 年来，她凭着满腔热
血进入山楂“种植界”，并带领乡亲们在
山楂产业发展中实现了共同富裕，成为
远近闻名的山楂达人。她的名字叫高俊
英，现任河北省邢台市清河县马屯红果
种植专业合作社理事长。

1996 年，河北农大果菜专业毕业的
高俊英被分配到黄金庄乡工作。黄金庄
距离县城很近，是远近闻名的羊绒之
乡，然而高俊英却并不愿安于现状，她
不想荒废自己的专业，主动请缨前往

“沙土窝”马屯。马屯土地沙化严重，一

场大风，乡间路上的沙土厚得能埋半个
自行车轱辘。在这种地里种庄稼，收成
少得可怜。乡亲们发现土质适宜种植山
楂，于是山楂成为马屯人首选的作物。

虽说高俊英是协会里唯一一名女同
志，但她身上却没有一点娇气。她一头
扎进农田里，指导、帮助乡亲们剪枝、
施肥、除虫。不到一年时间，便转遍了
马屯十三个村庄。

高俊英发现，山楂种植“大小年”
的情况非常严重。好的年景每亩能收山
楂 8000 斤 ， 差 的 话 产 量 连 3000 斤 都
不到。她对症施治，对农户统一培训，
建立了一条科学种植模式，最终解决了
困扰农民多年的顽疾。

一次，马屯尹才庄村山楂林出现了
严重的黄化病，部分山楂树死亡。高俊
英邀请省里的专家一块“会诊”，最终大
家一致认为是由于缺乏“微量元素”，必
须立即补充硫酸亚铁。症结找到了，可
是购买肥料时农民又犯了难，原来，当
时农资门市的硫酸亚铁价格每袋高达 50
元。高俊英觉得这个价格高得有点离
谱，便亲自到市场调研。她发现是不法

商贩故意在抬高价格。于是，她联系了
一家农资门市，从生产厂家购来硫酸亚
铁，以每袋 20 元的价格卖给农民，让种
地农户得到了实惠。

高俊英真心实意为百姓办事，得到
了农户们的认可。不久，高俊英被推举
为山楂生产技术服务协会会长。担任协
会会长后，高俊英发现马屯山楂种植户
单打独斗的种植模式已无法适应千变万
化的市场需求。“要想实现农民增收，必
须建立合作社组织，实现统一培训、统
一生产、统一销售。”高俊英的想法得到
了马屯各村两委和种植户的积极响应。
2009 年 3 月份，清河县马屯红果种植专
业合作社正式成立，高俊英担任理事长。

山楂是当地 13 个村村民的宝。为实
现优质优价，高俊英指导村民采用有机
肥料和生物农药，使马屯山楂顺利通过
无公害认证，提高产品附加值；为解决
销路不畅问题，她建立马屯红果网站，
给交通闭塞的马屯开辟了一条通往全国
各地的“高速公路”，吸引多地采购商纷
至沓来；为解决采购商压价的问题，她
统一销售，用公平合理的价格敞开收购

农民种植的山楂，打击了部分“经纪
人”欺行霸市的现象；为解决山楂销售
淡旺季的问题，她争取项目资金 100 多
万元，建起高标准冷库，将部分山楂放
入冷库储存，等行情好时再投放市场；
为了发展深加工，她自己用财政工资担
保贷款 10 万元，购买了切片机，把适合
做切片加工的山楂做成山楂片。她还委
托承德一家酒厂加工生产山楂酒，农民
种植的山楂部分实现了就地转化⋯⋯

在高俊英的不懈努力下，马屯山楂
种植合作社实现了快速发展，逐步形成
了“合作社+基地+农户”的发展模式，
入社社员也发展到 1141 户，山楂种植基
地发展到 2 万亩，年产山楂鲜果达 6 万多
吨，年销售收入近 1.5 亿元。在高俊英的
倡议下，清河县政府还在 2015 年举办了
清河首届乡村旅游暨山楂花节。

如今，高俊英继续从山楂身上“淘
金”。她计划发展山楂品牌农业，今年新
增山楂果汁生产线，做长深加工链条。
另外，还计划发展林下经济，在山楂林
里养殖土鸡，形成生态绿色养殖模式，
带动百姓致富。

高俊英在采摘山楂。 （资料图片）

2013 年 4 月 22 日，崔鹏（左前）在

芦山地震灾区开展应急考察。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