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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第一作者获得何梁何利基金科学
与技术进步奖，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
技进步二等奖、军队医疗成果一等奖及
辽宁省科技进步一等奖 8 项，发表 SCI
论 文 140 多 篇 ， 获 国 家 授 权 专 利 10
项，美国专利 2 项，主编出版专著 19 部
⋯⋯著名心血管病专家韩雅玲成果卓
著。40多年前，她还是一名护士。

不计“小我”，以成“大我”

1973 年，韩雅玲还是一名实习护
士，她第一次抢救的病人就是一名白血
病病危战士。战士全身流脓，气味呛
人，谁见谁躲，连家人也只是看了一眼
就走了，韩雅玲却夜以继日照顾他。临
终时，战士拉着韩雅玲的手说：“你就
是我的家人。”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一
个生命对另一个生命的悲悯，也坚定了
自己做一名真正医者的决心。

1974 年，韩雅玲立了功、提了干。
所在分部选了 5 名女干部到领导岗位上
工作，这意味着她们可以连升数级。5 人
中唯有韩雅玲不接受。她说：“我想上
学，走专业的路，治病救人。”组织找她谈
了五六次话，非但没有说服这个“倔丫
头”，还被她的这股劲儿打动了。

1997年，原沈阳军区落实国家百千
万人才工程要求，准备任命韩雅玲为军
区总医院副院长，韩雅玲却一再推辞，

“怕误了科研、误了患者”，最后“不任
常委，不管行政”的要求得到满足，她
才同意兼职。

每次获奖，韩雅玲习惯把奖励费的
大头儿给科里做科研费分给学科骨干
们，拿出一份捐希望工程，剩下的孝敬
老人，唯独没有自己的。2000 年，中
央军委给韩雅玲记一等功，5000 元奖
金她也是这么安排的。

不计“小我”，以成“大我”。韩雅
玲有很多不在乎的东西，也有顶顶在乎
的东西。有一年，一名右冠动脉 100%
堵塞的危重患者，从内蒙古慕名来到总
医院。当时，韩雅玲由于长时间做手
术，膝关节积液已不能长久站立。可为
了救治病人，她硬是让人抽出膝部积液
注入激素。手术时，年过半百的韩雅玲
不得不站在病人右侧身旁，跨过病人躯
干部从其左侧股动脉操作。这一难受的
手术姿势她保持了 8 个小时，助手换了
两拨，片子拍了 172 张，辐射量是普通
手术的 20 倍。一位专家动情地说：韩
雅玲是用自己的命换病人的命啊！

感恩组织培养

韩雅玲回忆自己的成长经历，总是
感恩组织对她的培养。

1983年，她被组织推荐参加军区与
中国医科大学联办的“提高班”学习。

第一次听英语课，老师问她听懂了什
么？她如实回答：只听懂一个“OK”。

“ 组 织 培 养 我 ， 我 不 能 让 组 织 失
望。”靠着这个简单朴素的想法，韩雅
玲在学业的道路上奋起直追。她经常顾
不上做饭、烧火，棉衣棉帽“全副武
装”，每天只啃馒头咸菜、喝开水，成
百上千遍地听着英语磁带，成百上千遍
地背诵着一段段英文⋯⋯

毕业前一堂英语课上，老师连提 8
个问题，韩雅玲对答如流。老师用英文
对同学们说：“你们班有个同学，起初
只能听懂一个词‘OK’。经过两年努
力，她的进步惊人，她所花的功夫都是
从休息、吃饭、娱乐时间里挤出来的。”

1986 年，33 岁的韩雅玲报考第三
军医大学硕士研究生，她在 10 名上线
考生中总分第一，但基本条件却并无
优势：工农兵大学生、年龄大，还是个
妈妈。两批复试名单都没有韩雅玲的名
字，万分焦急中，韩雅玲给学校写了 3
封信，介绍自己的情况。一个月后，当
韩雅玲接到“速来复试”的电报匆匆赶
到学校时，她发现，走廊空荡荡的，只
有她一个人。有人告诉她，这次复试是
特意为她设立的。后来，韩雅玲才知
道，导师祝善俊教授看到信后非常感
动，多方反映情况，时任校长程天民院
士在学校招生满额的情况下，专门从总
部又要了一个名额。

韩雅玲不止一次地说：“组织如此
识 才 、 用 才 ， 我 唯 有 用 勤 奋 回 报 。”
1986 年，韩雅玲在第三军医大学读研
时，基础实验时间紧、经费少，赶上周
末、节假日还买不到实验用血。为了节
省时间，韩雅玲就找护士抽自己的血，
一次就是二三百毫升。护士说：“还从
没见过这么干的，抽自己的血做实验。”

做临床试验时，X 光机长期照射，
韩雅玲的白细胞和血小板下降很多。导
师劝她，别玩命了，等白细胞和血小板
升上来再工作。韩雅玲却说，那就来不
及了，边吃药边做吧。给病人做运动实
验，医院没有电梯，瘦弱的韩雅玲就把
心衰患者搀下楼、背上楼，几十个病人
就这样一次次被她背到楼上。

1994 年 2 月份，正在第二军医大学

攻读博士的韩雅玲突然接到通知：任命
她为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她不知
道，之前回院作职称晋升答辩时，她的
出色表现给军区专家组留下了深刻的印
象。专家组非常满意，给她专业及外语
评了两个“A+”。后来，又极力向医院
推荐，破格任命她为心血管内科主任。

为病人而创新

2008 年，在美国心脏学会年度大
会全球突破性临床研究报告专场上，韩
雅玲侃侃而谈，介绍来自中国的最新成
果。这是中国人第一次被邀请站在这个
舞台上，曾经的追赶者站到了领跑位置。

面对掌声，韩雅玲说：“作为临床
医生，绝不能为了创新而创新，创新的
出发点绝不能是为了个人名利，而应是
提高病人生存率和生存质量。有了这个
基点，才有创新。”

当初，韩雅玲研究发现，国际上第
一代药物支架由于载药涂层长期存留，
导致血管炎症和血栓发生率增高，且价
格昂贵，患者不堪重负。于是，她牵头
启动了全球新一代生物可降解涂层药物
支架治疗冠心病的研究。经过 4 个国家
59 家医院的密切配合，研究取得了成
功，使患者血栓等发生率较以往降低了
43%，也使我国冠心病患者摆脱了对进
口药物支架的依赖。如今，这种支架国
内市场占有率达 28%，每枚支架比进口
的便宜 7000多元。

“我的很多创新，不是自己学术研
究的需要，而是患者需要。”在心脏病
治疗领域，慢性完全闭塞冠状动脉病变
介入治疗难度极大，被称为攻克冠心病
介入治疗的“最后堡垒”。但韩雅玲研
究发现，这个“堡垒”有希望攻克。经
过上百次实验，她发明了一种操作简单
的“多导丝斑块挤压术”，不仅缩短了
手术时间，减少了手术并发症，还使每
例手术的成本节省了近万元。

眼里看的是病，心里装的是人。从
战士到院士，韩雅玲无愧于自己的使命
担当。

上图 韩雅玲 （左二） 在指导研

究生。 （资料图片）

原沈阳军区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任韩雅玲：

从护士到院士：响应病人的呼唤
经济日报·中国经济网记者 姜天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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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州工匠”赵峰：

土工匠叫板洋专家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王金虎 通讯员 徐 琦

陈雷霆：

做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
本报记者 郑 杨

韩雅玲，女，1953年生，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

著名心血管病专家。现任原沈阳军区总医院心血管内科主

任，全军心血管病研究所所长，全军心血管急重症救治重点

实验室主任。

韩雅玲以第一完成人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重大

新药创制创新药物研究平台建设、国家“十二五”科技支撑

计划、国家“十三五”慢病重点专项等30余项科研课题，以

第一作者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1项。

图图①① 苏万祥为贝雕工艺品苏万祥为贝雕工艺品《《国色天香国色天香》》上色上色。。

图图②② 苏万祥在为员工讲解贝雕制作工艺苏万祥在为员工讲解贝雕制作工艺。。

图图③③ 苏万祥苏万祥（（中中））向游客介绍红龙鱼精巧工艺向游客介绍红龙鱼精巧工艺。。

①①

记者在山东青岛市市南区延安三路

206 号青岛贝雕艺术馆门前，抬头只见台

阶上站着一位精神矍铄的长者。他就是

山东青岛中国工艺美术大师苏万祥。

“贝壳有质材坚实、丰润细腻的特性，

贝雕就是利用其天然色泽和纹理形状，采

用浮雕、嵌饰、镂雕、平贴等多种传统技

法，经十几道工艺加工而成的产品。”谈起

贝雕艺术，苏万祥如数家珍，滔滔不绝。

苏万祥从事贝雕工艺品设计、制作 40 余

载，形成了自己的艺术风格和特点。他充

分发挥贝壳的自然色和贝壳工艺的技艺

特点，因材施艺，采用多种技法制成丰富

多彩、璀璨晶莹的珍品。他设计制作的贝

雕挂屏《归》《百花争艳》《孔雀东南飞》等

作品享誉海内外。

“贝雕艺术既是技术活，又是长年累

月的重复劳动，不光需要兴趣，更需要

耐心。只有静下心、沉下气才能创作出

好的作品。”这句话常常挂在苏万祥嘴

边。今年年初，由苏万祥领头，六人协

力创作的贝雕艺术作品 《龙舟》 在刚刚

闭幕的 2017 中国（青岛）工艺美术博览会

上斩获了 2017创新产品设计大赛金奖。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天。今年 77 岁

高龄，退休已 17 年的苏万祥，创作激情未

减，余热生辉，再创贝雕工艺的辉煌。

桑榆未晚 为霞满天
图/文 本报记者 李景录 通讯员 刘春梅

10 年前，他是成都一家知名高校的教授，为科研
成果转化为经济效益寻找出路。10 年后，他在东莞松
山湖一手筹建电子科技大学广东电子信息工程研究院并
将其打造成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东莞成就了电研院，也成就了我。”陈雷霆说。
2007 年 8 月份，为帮助东莞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加快
产业转型，东莞市政府、广东省科技厅、电子科技大学
签订三方协议，联手投入 2.4 亿元，共同创建电研院。
从此，电研院像一粒创新的种子被撒播在了松山湖畔。

“我们与东莞是最强技术与最强需求的结合。”陈雷
霆说。彼时电子信息产业是东莞的支柱产业，低端代加
工型企业居多，对核心技术服务的需求非常旺盛；电子
科技大学囊括了国家电子信息科学技术领域全部 6 个重
点学科，积累多年的科研成果也迫切需要转化成经济效
益。回忆起双方的合作，陈雷霆赞叹不已，“东莞市支
持力度很大，在这边做事有奔头”。

因为“有奔头”，陈雷霆从 2000 多公里外的成都
来到了东莞，开始了忙碌的日子。在东莞主持电研院筹
建工作并担任院长后，他带领团队拜访并深入调研周边
500 多家企业，了解企业技术需求，为企业提供技术服
务，很快成为当地电子企业的坚强“技术外援”。除了
做“技术外援”，陈雷霆还主动联合东莞企业做原创技
术或产品研发。

2010 年 11 月份，电研院大楼正式竣工。陈雷霆开
始带领电研院利用自身技术优势和成果与别人合办公
司，共同开发产品，孵化企业。全国兴起“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浪潮之后，作为掌舵人的陈雷霆思路越发清
晰：做高新技术企业孵化器、做公共科技创新平台。

在陈雷霆的努力下，电研院的创新平台效应越来越
突出。自 2015 年以来，在东莞市对全市 30 多家科研创
新平台的绩效评估中，电研院稳居前两名。2015 年 12
月份，电研院获评为首批“国家级众创空间试点单
位”；2016 年，获评为“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并
升级为省级研究院。截至目前，电研院已孵化 100多家
高新技术企业，持股 30多家。

10 年间，作为东莞市引进的高端人才，陈雷霆凭
着出色的业绩，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并先后入
选“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中青年专家、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专家。站在下一个 10 年的起点，陈雷霆又种上
了一粒新梦想的种子——带领电研院做东莞公共科技创
新平台的引领者。

鲁班故里后继有人，工匠精神薪火相传。近日，来自
鲁南机床有限公司的赵峰荣获首届“滕州工匠”称号。“作
为鲁班的后人，我们有能力叫板‘洋专家’，冲破外国技术
垄断，让‘中国制造’在国际舞台上扬眉吐气。”赵峰说。

工业水平看装备制造业，装备制造业水平看机床。
怀揣着让中国机床在国际上叫响的梦想，赵峰养成了留
心每一道工序、精雕细刻每一个零件的习惯。同时，对
日新月异的国外先进技术，他也紧盯不放。一次，鲁机
从国外引进了 2 台卧式加工中心，在调试中数控系统出
现故障，前来安装的外国专家也束手无策。赵峰自告奋
勇，凭着平时学到的数控机床知识和日积月累的维修经
验，分类筛选、分块查询，最终排除了设备故障。

不仅能修修补补，还要有所发明创造，这是赵峰对
自己的要求。前些年，鲁机从德国进口了一台价值 400
万元的龙门导轨磨床，外国人张口就要 100 万元安装
费。赵峰一拍胸脯，“我来试试”。冒着风险接受了安装
任务，赵峰没日没夜地扑到工作中。他运用自创的“模
糊逻辑维修分析法”，使设备安装一次性试车成功。他
还通过对德国导轨磨床的可编程控制器改造，排除了该
机床热稳定差的故障，形成了一整套成熟、先进的导轨
磨电气控制系统，彻底解决了该机床“水土不服”的毛
病，同时为国产机床生产提供了可靠的技术方案。“模
糊逻辑法”先后解决了几十项进口设备的维修难题，该
技术作为重大创新项目获得了“全国技术创新成果
奖”，赵峰也因此被全国总工会评为“职工创新能手”。

近年来，赵峰牵头解决关键设备疑难故障 200多次，
技术革新 50 多项，为企业创造、节约资金 6000 余万元。
他开发的微细喷孔电火花加工机床技术已发展到第六
代，获得了国家发明专利。最近，赵峰又研发出“曲面插
补电火花加工中心”，解决航空航天针对镍基合金发动机
涡轮盘等超硬材料的加工难题，已申报国家创新项目。

上图 赵峰正在技术攻关。 本报记者 王金虎摄

②②

③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