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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2 年的一个冬日，天气格外寒
冷。陕西秦岭大巴山深处的略阳县迎
来3位“全副武装”的年轻军人，他们背
着沉重的行李、设备和枪支，从汉中走
了 4 天的山路才到达略阳。他们此行
的目的，是在略阳建设一个气象站，支
援西藏的航空气象保障。

带队的年轻人就是李泽椿，那一
年，他刚刚 17 岁。当时的他可能还不
知道，自己此后的人生将与祖国的气象
事业牢牢地绑在一起。

60多年来，李泽椿参与、主持了我
国最早的天气预报和数值天气预报业
务及其系统工程建设和科研技术开发
工作，先后建成我国第一个自动化业务

（2天）短期天气、第一个中期（10天）以
及局地范围的中尺度数值预报业务系
统，为国家安全减灾防灾工作做出了突
出贡献。

如今，李老虽已84岁高龄，但仍然
闲不住，他时常来到单位，做一些行业
咨询工作，和青年人聊聊天，交流最新
的行业动态。只有这样，他心里才觉得
踏实。

用数值说话

农业，自古就有“靠天吃饭”的特
点，这个“天”就是天气。辛苦劳作的农
民，如果赶上台风、暴雨等自然灾害，很
可能颗粒无收。

应对突发自然灾害，保护人民生命
财产、生态环境、国家粮食安全，以及经
济建设中各行业的正常运行，都少不了
对天气气候变化规律的掌握，大气科学
本质上是国家和人民需要的应用科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我国气象事业几
乎是从零起步，没有任何基础可言。
1951年，年仅16岁的李泽椿积极响应国
家号召，参军在成都西南军区空军气象
训练班学习气象观测。毕业后，他先后在
西北军区司令部军训队任教员及在陕西
军区、宝鸡军分区气象站任观测员。

“当时，全国的气象站也仅有60多
个。”李泽椿说，气象科学很特殊，必须
在实地进行监测、预报实践中检验规律
的正确性。要在大自然中获取正确的
资料信息，才能进一步深入研究，它是
一门与现代各种科学与技术相融合的
学科。

李泽椿是幸运的，因为他所投身的
气象事业赶上了我国科技高速发展的
时期。1971年，李泽椿主持和参与了将
气象卫星云图进行台风定位引入中央
气象台业务的应用。1978年全国科技
大会后，中国气象局建立了数值天气预
报业务系统，以改变传统的天气预报方
式，满足社会对气象预报的需要。

上世纪 80 年代，李泽椿参加和技
术领导短期（1至3天）数值天气预报业
务系统建设。他带领北大、大气所、上
海市气象局和国家气象中心等 10 人，
前往日本气象厅研修和试验我国自己

构造的北半球及区域数值天气预报业
务方案。回国后，他带领团队搭建了我
国第一个自动化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
统，该成果获 1985 年国家科技进步一
等奖。

打破技术封锁

“气象工作是小行业大覆盖”，原中
国工程院院长徐匡迪院士曾对气象事
业给予高度评价。

追求科学的道路是无止境的。短
期天气预报取得积极进展的同时，新的
问题随之出现：老百姓、政府、建设部门
需要预报时间更长的天气情况。

上世纪 80 年代后期，我国开始了
中期（3 至 10 天）天气预报研究和国家
气象中心中期预报系统建设，包括科学
方案制定、通信系统、计算机系统、服务
系统等。

“别看只是延长了几天预报时效，
但需要解决的问题却非常之多。”李泽
椿告诉记者，首先对大气运动规律的认
识要更深入。其次，计算方法要改进，
计算能力需要几何式成倍增加。资料
处理方式与装备也必须改善，同时通信
系统要相应跟进。因此，需要足够先进
的计算机才能把业务方案中复杂的物
理过程计算好。

李泽椿迎难而上，决定“两条腿走
路”：一方面立足国内自主研发，与国防
科大的银河II型计算机合作，开发我国
中期业务数值天气预报系统；另一方
面，他提出购买国外先进的大型计
算机。

好事多磨，从西方国家购买的计算
机并没有马上到位。对此，李泽椿提出

“小马拉大车”的方案——将国家气象

中心现有的计算机尽可能扩体升级作
为试验机，把预报业务方案分割成几部
分，在现有条件下开展科研试验。“这样
做既提前锻炼了队伍，又可试验业务方
案的可用性。”李泽椿说。

精细预报填空白

我国是自然灾害多发的国家，如何
提高预报方法减少气象致灾，受到各方
高度关注。

气象灾害中往往有大范围的持续
性灾害，几千公里以上即所谓的大尺
度，也有局地天气系统导致突发性灾
害，在气象上被视作中尺度。上世纪
八九十年代，我国气象部门在数值天气
预报中对大尺度的物理过程认识、计算
方式采用和数值的获取有一定的成熟
度，但缺少对中尺度的研究。

“中尺度研究是一项涉及地区广、
学科交叉多的攻关难题。”李泽椿说。

上世纪 90 年代初，北京延庆下了
一场暴雨，引发泥石流并造成人员伤
亡。为了提高局地中尺度系统引发的
灾害天气预报水平，李泽椿思考用数值
模式来预报局地中尺度系统引发的灾
害天气。通过协同攻关，李泽椿带领团
队逐步研发形成了中尺度预报方案，并
同北京市气象局联合开发了北京市中
尺度数值天气预报系统，为北京的天气
预报提供了有效科学根据。

“九五”期间，为解决预报计算速
度满足业务应用时效问题，李泽椿作
为中国气象局重点课题“并行计算机
在数值预报领域中的应用”技术组
长，组织科研人员开展了将并行计算
技术应用于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中
的科研开发工作，在IBM SP机和神

威机上建立集合预报系统、中尺度数
值天气预报系统 （MM5）、延伸全球
数值天气预报系统，大大提高了业务
系统的运行效率。

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天气是
最大的“裁判”。当人们把目光全部投
向运动员的时候，很少有人知晓每场比
赛的背后，都有气象专家在运筹帷幄。

在李泽椿看来，奥运会是对中国天
气预报水平的一次“大考”。为保证奥
运会期间的天气质量，科学家们制定了
一系列服务措施：精细预报，北京地区
的天气每3小时预报一次，奥运场馆的
天气每半小时预报一次，并针对各种奥
运项目进行专项天气预报，对大风、雷
暴等天气实施专项监测。

李泽椿说，由国家气象中心和北京
市气象局牵头，联合国家气候中心和国
家气象信息中心等单位，经过几年的系
统性科研攻关，在精细数值预报技术和
集合预报技术，灾害性天气临近、短时
和短期预报技术，环境气象和体育气象
评估技术等诸多领域都取得了重大突
破，填补了我国体育气象服务领域多项
空白。

近年来，随着年龄的增大，李泽椿
逐步退出一线，他把精力主要用于指导
学生和将气象领域工作引入到其他行
业的咨询工作，让青年人更快成长。李
泽椿认为，预报实践工作需要有过硬的
业务学科带头人。“李院士的为人，让人
觉得他是位有学者风范的大家。”中央
气象台工程师尤悦评价道。

回顾60多年的业务科研经历，李泽
椿认为，一个科技人员能切切实实做一些
有益的工作，需要有严谨谦虚、锲而不舍
的精神。“要时刻不忘气象人的初心，牢记
为国家为人民保障气象安全的使命。”

观风云变幻 助减灾防灾
——记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

本报记者 常 理 实习生 程曼诗

“其实，我是一个被纳税人‘围攻’
出来的金牌讲师。”刚刚获得2019年度
深圳市税务局“金牌讲师”称号的光明
区税务局税收管理员曾子婧，笑说她获
得“金牌讲师”的秘诀。

“曾老师，这个申报表应该怎么
填？”“曾老师，为什么我们的滞纳金这
么高？”“曾老师，这个政策应该怎么理
解？”在光明区税务局税源管理四科，曾
子婧被纳税人“围攻”的场面总是不断
上演。纳税人都喜欢称她为曾老师，不
是因为她年龄大，而是因为她既专业又
细心。

2018 年以来，国家施行的减税降
费政策有 80 多项。为了政策及时落
地，“白天工作+晚上学习+周末备课”
是曾子婧的基本生活节奏；为了提高政
策宣传效果，她把政策改编成故事、拍
成微电影，制作了一系列“牛牛说税”税
收漫画；为了让政策惠及面更广，她主
动走进社区、工业园、学校担当税收宣
传员，带着减税降费旗帜参加“光明国
际半程马拉松”比赛。

今年 3 月底，政策改革再加力，降
税率、固定资产进项税额一次性抵减等
一系列减税降费政策从 2019 年 4 月 1
日起施行。政策从学习到实施只有短
短 6 天的时间，税源管理科学政策、核

数据、办培训，忙碌程度可想而知。申
报期后，税源管理四科发现有300多户
纳税人选错税率，多缴了税款，于是，全
科干部齐上阵，发信息、打电话。那天，
科室内挤满了前来修改报表的纳税人。

看到这一情况，曾子婧立即把纳税
人集中到会议室集中统一辅导，先给大
家讲政策，再一步步指导如何修改报

表，最后是一对一辅导。
“曾老师一出来顿时让闹哄哄的会

议室安静下来，她的讲解通俗易懂，让
我们很快了解了新政策。后来我们才
知道，原来曾老师是一位准妈妈，让人
敬佩。”个体户李先生点赞道。

每次新政策一出台，曾子婧总是仔
细地研究文件，认真备课。“加计抵减”

政策是今年增值税改革出台的新政策，
规定自2019年4月1日至2021年12月
31日，允许“邮政服务、电信服务、现代
服务和生活服务”的纳税人，按照当期
可抵扣进项税额的10%计算抵减额，专
用于抵减纳税人一般计税方法计算的
应纳税额。

曾子婧在参加完市局政策会议
后，回来的第一件事就是一户户筛选
出符合政策的企业，一户户电话告知，
并辅导企业财务测算出减税账。光明
区特色餐饮龙头企业——光明鸽饮食
发展公司就是其中之一。根据测算，
如果今年的销售情况和去年持平，享
受加计抵减政策后，企业可以享受减
税22.4万元。

当接到税务局打来的电话后，光明
鸽饮食发展公司财务负责人陈德如不
敢相信，“有种喜从天降的感觉，感谢曾
老师主动送上门的减税降费‘大红包’，
真是太贴心了。有了国家一系列减税
降费政策的支持，光明乳鸽的香气会飘
得更远”。

“我们不制定政策，我们只是政策
的搬运工。”在曾子婧看来，税务干部作
为政策的搬运工，一定要让纳税人应享
尽享，最大限度地为纳税人提供最有效
的减税降费方案。

初秋时节，河南新蔡县龙口镇张
寨村田野里集中连片、一望无际的芝
麻长势喜人，丰收在望。这是新蔡县
芝麻加工企业——河南亨通粮油食品
有限公司的一个种植基地。

置身亨通粮油芝麻基地田间，董
事长王鹏笑着说：“今年风调雨顺，芝
麻丰收不成问题。有了优质芝麻，公
司将开足马力生产，多出口创汇，进一
步做大做强芝麻文章。”

新蔡县有种植芝麻的传统，历史
源远流长，是河南省白芝麻生产基
地县。

2004 年 4 月，王鹏决定从“芝麻
小事”做起，在家乡新蔡县创业。依托
新蔡县盛产芝麻的资源优势，他创办
了河南亨通粮油食品有限公司，在国
家工商总局注册了“亨通”和“黑土崖”
商标。

创业伊始，王鹏时常告诫员工：
“企业的生命线是诚信，要想取得成
功，我们生产的每一滴油，都要靠质
量、诚信在市场立足，要做对得起客
户、对得起社会的企业。”在生产的各
个环节，他要求员工按工作标准操作，
按国家标准生产，不能偷工减料，不能
降低浓度，把榨出的油做成客户买着
放心、百姓吃着舒心的产品。

王鹏靠诚信立足，以质量取胜，很
快赢得了客户，赢得了市场。

创业路上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
2013年，公司在销售芝麻油方面面临
巨大压力，国产原料生产的压榨一级纯芝麻油口感好，但成本
高，不利于市场竞争。有业务员向王鹏建议，芝麻油产品可以像
其他小厂一样降低勾兑纯度或者采购次一级芝麻原料，以降低
生产成本从而降低销售价格，赚取利润。

面对利益的诱惑，王鹏不为所动：“我们的纯芝麻油走的就
是品牌道路，绝不掺假，不能通过其他方法降低成本去一味追求
利润，降低产品品质。公司哪怕再困难，即使破产也不能欺骗消
费者。”

好产品要有好原料。王鹏从种植环节抓起，公司采取订单
农业、技术服务等模式，依托“公司+农户+基地”的形式，积极引
导农民种植优质芝麻，打造芝麻种植基地，为企业提供优质芝麻
原料。目前，公司已在龙口、李桥等乡镇发展优质芝麻种植基地
2万多亩，辐射带动全县农民种植芝麻30万亩。

王鹏自幼家境贫寒，从小学到大学，老师、亲戚、乡亲们对他
的资助，他都记在心间。他说回乡创业就是要回报乡亲，回报
社会。

如今，公司安置了30名贫困户就业，资助贫困学生280多
名。同时，公司还免费为贫困户提供优质芝麻种子，定期进行种
植培训及管理服务，以高于市场价收购芝麻，解决了贫困户的后
顾之忧，使贫困户每亩增加收入500元。

王鹏从一个贫穷的农家子弟，成长为一名企业家，把小芝
麻做成了大文章。让芝麻油香飘世界的同时，王鹏先后获得

“河南省劳动模范”“中国好人”等荣誉称号。

深圳市光明区税务局税源管理四科税收管理员曾子婧：

被纳税人“围攻”的金牌讲师
本报记者 杨阳腾

曾子婧获得2019年度深圳市税务局“金牌讲师”称号。 （资料图片）

河
南
亨
通
粮
油
食
品
有
限
公
司
董
事
长
王
鹏
：

小
芝
麻
做
出
﹃
大
文
章
﹄

本
报
记
者

夏
先
清

通
讯
员

宋
超
喜

80岁高龄，每天起早贪黑养羊种地，执意要将5000元帮扶
资金还给组织，刚脱贫就开始扶贫，将羊群无偿借给贫困户……
内蒙古鄂尔多斯市鄂托克前旗昂素镇哈日根图嘎查老牧民斯仁
塔日娃，这些年做了不少别人眼里的“傻事”。

2012年，一场家庭变故让70多岁的斯仁塔日娃变得一贫
如洗，家里百十只牛羊全被变卖还了账，本该安享晚年的老人，
一下成了嘎查里的贫困户。

不服输、不服老的斯仁塔日娃想在养殖业上打个翻身仗，却
又缺少启动资金。正在他一筹莫展之际，国家扶贫政策给他送
来了及时雨，并号召打赢脱贫攻坚这场战役。

2013年6月，帮扶单位鄂托克前旗审计局工作人员发现斯
仁塔日娃老人家中生活困难，提出给予资金帮扶，却被老人一口
回绝：“我有草场、有力气，我能干，还有其他乡邻比我更需要这
笔钱！”

一个月后，拗不过组织的斯仁塔日娃老人接受了5000 元
的帮扶金。老人激动地当场许诺：“争取在3年内脱贫，到时一
定偿还这5000元。”

为了实现这一承诺，斯仁塔日娃拿出年轻人的干劲儿。他
用 5000 元购买了 23 只羊羔，带着妻子每天起早贪黑、辛勤劳
作。“我虽然年纪大点儿，但是手脚还能动，干几年肯定能翻身！”
强烈的自主脱贫意识，给了斯仁塔日娃莫大的动力。

3 年来，斯仁塔日娃的养殖规模逐年扩大，收入也不断增
多。2016 年，他的羊群壮大到280 多只，种植、养殖收入达20
多万元，稳定脱了贫。

那年七一，斯仁塔日娃坚持要将5000 元帮扶资金还给审
计局，不少乡邻觉得他有些“傻”，纷纷劝阻。可斯仁塔日娃却斩
钉截铁地说要兑现自己的承诺，这一次，组织没拗过他。最终，
这5000元扶贫资金用来继续支持当地扶贫工作。老人还精心
挑选了50只肥壮母羊，交给组织无偿借给贫困户。

斯仁塔日娃所在的嘎查有个汉族牧民叫黄文祥，他生意失
败，欠下上百万元债务，生活陷入困境。斯仁塔日娃刚脱贫就坚
持要帮扶黄文祥，他说：“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要冲在最前面。
在我困难的时候，是政府和乡邻的帮助让我挺了过来，现在日子
好了，要知恩图报，争取大家一起富起来。”

黄文祥种地，老人将自家农机具免费借给他；黄文祥买拖拉
机，老人慷慨解囊，不收利息；黄文祥要脱贫，老人根据自己的经
验为他量身制定了3年脱贫路线图……在老人的帮助下，黄文
祥的欠账只剩下几万元。

斯仁塔日娃常对黄文祥说，“我们的民族和语言虽然不同，
但都是一家人”“脱贫不能靠别人帮，关键要自己奋斗，这样才能
面上有光、心里有底”。

虽然斯仁塔日娃已是耄耋之年，如今仍奋战在脱贫一线，他
还加入了脱贫宣讲团，通过讲述自己从“我要脱贫”到“我要扶
贫”的故事，激励更多人走上脱贫致富的道路。

从受助者到助人者，斯仁塔日娃践行着自己的承诺，体现出
一名共产党员的责任与担当。老人准确地记得自己是在1959
年2月5日加入中国共产党，他说：“我入党的初心是全心全意
为人民服务，60年了，这份初心一点儿都没变过。”

从“我要脱贫”到“我要扶贫”
本报记者 曾诗阳

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气动力和数值预报专家李泽椿。 （资料图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