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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明日报记者 章正 王胜昔

“粮满仓，天下安。每日盘中餐，
看似普通很平凡，自打有人的那一天，
就怕遭饥寒。手中有粮心不慌，粮安
天下，江山如磐……”一曲《粮满仓 天
下安》，唱出了粮食安全在我国的重要
性，也唱出了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实
验站几代科学家的心声与实践。

在河南省封丘县，没有人比周凌
云更了解农民。在田边，戴着草帽，一
双大手伸过来，粗糙而有力。老周是
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原副站
长，在这里工作 36 年。他有一个绝
活，托住麦穗轻轻一掂，就知道约 40
颗麦粒长得是否饱满，该施什么肥，

“我算是农民知识分子。”
生活在附近的 67 岁村民卜文元

告诉记者：“我们能吃饱饭，多亏他们
哩！”

河南封丘，地处黄河北岸，与焦裕
禄同志工作过的兰考县隔河相望。这
里是九曲黄河最后一道弯，黄河悬在
地上，曾多次改道。多年来，其自然环
境和兰考县一样，水患、风沙、盐碱地，
给这方土地带来了深重灾难。

1964 年开始，一群中科院顶尖科
学家来到这里，治好了盐碱地。之后，
他们还进行农业综合开发。其中既有
赫赫有名的科学家，竺可桢、熊毅、李
振声、路甬祥等，也有王遵亲、傅积平、
赵其国、俞仁培、张佳宝等学者。这里
远离繁华都市，属于最典型的“纯农
村”，他们以此为家，乐此不疲，成为麦
田守望者。

这么多年，无论多么艰苦，没有一
位因为环境艰苦而主动离开。如今，
一群年轻科学家继续扎根科研，犹如
奔腾的黄河水，在科研路上奔跑前
行。究竟是什么原因，让一代代科学
家选择在黄河岸边的农业县坚守 55
年？他们的科研有什么秘诀？

接地气
科研追着问题跑

解放初，封丘是典型的老灾县，温
饱成为大问题。100 万亩耕地，有一
半是盐碱地，粮食亩产四五十斤，流传
着一句话：“冬春白茫茫（盐碱），夏秋
水汪汪（水灾），一年四季忙，年年去逃
荒。”

55年前，有一群穿着白衬衫的陌
生人来到封丘，扛着洛阳铲和仪器，围
着盐碱地转悠。面露饥色的村民不
解：“你们弄啥咧？从哪里来？”

一位体态微胖、谈吐和善的中年
人回答：“我们是中科院的，要治盐碱
地，让大家吃饱肚子。”说话者是中国
著名土壤学家熊毅，后来当选为中科
院学部委员。

盐碱从何而来？熊毅发现，这里
地下水位太浅，不足一米。土壤将水
吸附上来，水分很快蒸发，盐分则留在
了土壤表面。盐碱的源头是，这里离
黄河太近，水侧渗到周边土地，加之当
时认识所限，修筑了大量的引黄灌溉
工程，抬高了地下水位，盐碱地由此产
生。

熊毅带着当地干部，力排众议修
改了引黄水系，让地下水位降下来，切
断了盐碱源头。可是，如何快速治理
盐碱地？他们几度实验，均以失败告
终。熊毅走在田埂边，突然脑中灵光
一闪，不如试试“井灌沟排”的方法。
他们很快行动起来，在盛水源村打机
井。可是，当时既缺钱又没有电，熊毅
采用“土办法”，找来柴油机，用大锥锅
方式（群众用的打井钻）打井，买不起
钢管，就用砖砌和瓦管代替。

熊毅带着人打了五眼深井，让村
民带人挖好排水沟，试着用井水浇地，
给土地“冲一冲澡”，很快，水带着盐
分，顺着沟流走。

麦苗在地里长出来了，粮食产量
一下子提高了。据盛水源村当年的大
队会计刘振德回忆，“打井之前，每人
口粮只有几两，第二年，每人能分七八
十斤，再也不用逃荒要饭了”。

之后，这些科学家向国家争取了
资 金 ，给 当 地 打 了 255 眼 机 井 。 从
1965年起，封丘的粮食平均单产再未
低于过 100 斤，盐碱地从 50.4 万亩减
至 1969年的不足 30万亩。

如今，盛水源村“命名”为“思源小
镇”。在井旁，记者巧遇 70 岁的村民
刘士魁，他参与过义务打井，“咦！俺
们村现在变化可大咧，已经脱贫了”。

攒人气
科研与国家发展一起跑

国家一度面临着一场粮食危机。
20世纪 80年代初，我国的粮食总产量

一度徘徊，而人口累计增长 4895 万
人。保证国家粮食安全的任务，再一
次落到这群科学家肩上。

1983 年，这群科学家正式返回封
丘，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建立，
重新建立万亩示范田，确立长期研究
的方针。

如何增产？为此，他们还发生过
争论。有人认为，粮食短期增产太难
了，不如把肥料分给农民，产量也就会
上去了，解决起来省时省力。

时任老站长的傅积平并不认同，
完全靠肥料来“轰”产量，这不是作弊
吗？如果遇到旱年，光有肥料，没有水
一定不会增产。最后，在激烈的讨论
中“综合治理”占了上风，事后也证明
了正确性。

科学家实事求是的态度，获得了
当地人民的信任。当时国家要求对
土地包产到户政策不能轻易改变，而
万亩试验区，必须把农民承包的土地
连成片，就有人担心违背政策要担责
任。如何开展工作？周凌云回忆，当
地的干部帮着挨家挨户做工作，整合
了四个大队做成了万亩试验区，“做
好科研，一定要攒人气，才更接地气，
这 是 老 一 辈 科 学 家 留 下 的 工 作 方
法。”

最终，他们在封丘找到粮食增产
的答案，“井灌沟排”加上田、林、路、
井、沟、渠基础设施建设。让这里的万
亩示范田的小麦和玉米平均亩产上千
斤，而同期周边的粮食平均亩产只有
400斤。

1988 年 2 月，中科院副院长李振
声向国家汇报“封丘经验”，拉开了黄
淮海平原农业综合开发的序幕。1993
年数据显示，黄淮海地区的粮食增产，
相当于全国增量的一半。科技界把这
项综合开发，称之为农业领域的“两弹
一星”。

“科学家与我们密切配合，一起
干工作，给我们提供智力支持，封丘
没有走弯路，找对农业发展的方向。”
原封丘县农业综合开发办公室负责
人的王凯说，不经意间，科学家让封
丘成为了全国农业综合开发的策源
地。

有朝气
科研跑在问题前

如今，新一代的科学家研究发生
转向，并非一味追求粮食亩产，而是藏
粮于技。他们提出一个重大命题——
正确地看待化肥使用。

化肥使用是不是越少越好？他们
经过 30多年的对比实验发现，在中国
长江以南地区长期施用化肥或许不能
持续，而淮河以北的微碱性土壤地区，
只要长期平衡适量施用化肥，能持续
保持高产。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
站站长朱安宁介绍，这修正了“长期施
用化肥不能持续生产”的观点，为黄淮
海地区至今保持稳定的粮食生产能力
提供了依据。

“我们研究不能照搬照抄其他国
家的经验，一定要符合中国国情！”朱
安宁解释，中国土壤基础地力对农作
物生长的贡献率在 40%左右，美国占
到 60%。因为我国人均土地资源少，
不能像其他土地资源充足国家一样，
让土地休养生息。

因此，地力提升才是我国农业的关
键。他们针对不同肥力等级的土壤实
施不同的“减肥策略”，只有农田地力提
升了，才能真正地实现化肥的减施。

如果说老一辈科学家让国人吃饱
饭，而年青一代的研究则聚焦把中国人
的饭碗牢牢地端在自己手上。他们的科
研寻找了新的增长点——跑在问题前。

“华北平原水资源比较紧缺，我们
正在研究农业水资源的可持续利用问
题。”80 后副站长马东豪说。他通过
十几年的跟踪研究发现，当地的地下
水位在持续下降。马东豪分析，一方
面是粮食产量提高了，意味着耗水量
也随之增加；另一方面黄河调水调沙
后，河床下切，水位下降，可能对地下
水的侧渗补给也会产生影响。

“我们就是要通过持续系统的观
测和研究，找到粮食生产与区域水资
源变化之间的准确关系，未来为区域
农业可持续发展政策的制订和调整提
供宏观的依据。”与此同时从微观层
面，他和团队正在研究水分在农田里

的运动规律，以寻找更合理的农田水
肥管理方式，让水肥资源利用更高效。

“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马东
豪介绍，实验站里的年轻人围绕农田
水分问题，也开展不同角度的研究，比
如有人研究土壤水分传感器，有人研
究无人机低空遥感，还有人研究基于
物联网的土壤水分自动监测和管理系
统，“我们目标就是把相关成果集成，
未来应用到农业生产。”

马东豪坦言，若种植规模上不去，
使用这些设备并不现实。不过，我国
农业发展的速度很快，土地流转集中
在华北平原已相当普遍，大规模的农
业种植是发展趋势，未来可期大范围
应用，“我们研究，至少要考虑未来 10
年后的中国农业需求，提前做好技术
储备。”

养静气
科研跑起来心态慢下来

作为中科院南京土壤研究所下设
的实验站，大多科研人员家在南京，但
这里的年轻人却没有抱怨在封丘工作
的困难。

“老一辈的科学家就是这样做的，
他们比我们的条件艰苦多了。”封丘农
业生态实验站副站长马东豪说。

相比于马东豪十几年前来到封丘
站，这里的科研条件发生了大变样：对
比外国同行，封丘站的硬件已经没什
么差距了，一到实验季节，不少国内外
同行也会来这里做实验，这是老一辈
科学家不敢想的事。

不过，这里的年轻人也会遇到困
惑：在田间地头积累实验数据，最快也
需要几年，相比于实验室研究，发表论
文的速度自然会慢了不少，甚至会影
响评职称速度。

青年科研者信秀丽给自己定下一
条规矩，不到三年的实验，不发表论
文。她坦言：“刚开始我也会因论文而
焦虑，现在已经习惯了。毕竟搞农业
科研来不得半点虚假，老一辈们取得
这么大的成就，是靠着扎扎实实解决
问题。”

“言传不如身教，看着前辈这样
做，我们也就跟着做。”她告诉记者，没
有人跟他们讲大道理，这里年青一代
与前辈们一样埋头科研。

“昨天就有农户拿着葡萄苗问我，

枯苗是什么原因，我帮着他找资料，一
起解决问题。”行政副站长马力笑着
说，“这没什么，周凌云老师就是我的
榜样。”

“这么多年，没有地方的舞台，我
们也蹦不起来！”周凌云直言，做农业
科研，不仅是写论文评职称，给老百姓
解决问题同样有成就感。年青一代把
论文写在大地上，离不开传承——踏
实搞好科研，接地气；为当地农民服
务，攒人气。

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有趣的“师
徒循环”，师徒之间无须讲大道理，老
师留下来，培养学生，学生留下来，再
培养下一代的学生，如此循环，人员更
迭，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勇攀高峰、
追求真理、淡泊名利、团结协作的科学
家精神随之沉淀下来。

“传承的方式有很多，比如我们把
党建与业务相结合，用党建推动科研
的同时，还帮助当地百姓从脱贫到奔
小康，这是我们年青一代的使命。”担
任该站第二党小组组长的马力说。目
前，该站有 19 个科研人员，15 人都是
党员。

近十年来，年轻科学家继续取得
成就，承担了国家 973、重点研发计划
等多项重大科研项目，发表 SCI 科学
论文 370 余篇，授权国家专利近 60
项，先后获得多项国家级、省部级科技
奖励。该站在中国科学院中国生态系
统 研 究 网 络（CERN）“ 五 年 综 合 评
估”中连续三次获“优秀生态站”殊荣。

目前，封丘农业得到长足发展，农
业发展带来的溢出效应愈发显现，一
路走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已从上世
纪五六十年代的逃荒要饭，到七十年
代末的人均收入不足 100 元，1990 年
的 541元，再到 2018年的 11390元。

几代科学家的坚守，让农民的生
活发生巨变，从吃饱了肚子，到挣上票
子。如今，很多农民已从世代耕种的
土地上走出来，每年外出打工已达二
十二万人次。封丘把农业产业的链条
不断拉长，走出了一条一、二、三产融
合发展的路子，甩掉了贫困县的帽子。

封丘的发展史，恰是中国脱贫攻
坚史的缩影；封丘的蝶变，恰是新中国
发展的缩影；几代科学家坚守初心的
历程，就是中国知识分子推动社会进
步的缩影。

（原载于 2019年 8月 12日《光明
日报》）

安心坚守只为粮安天下
——中科院封丘农业生态实验站几代科学家的故事

（上接第一版）主动承担起组建市局专
网的重任。

靠大学期间积攒的那点计算机底
子远远不够，刘岩松又一头扎进了计
算机知识的海洋中。

每天，他坐在电脑前像着了魔，一
手翻着书，一手握着鼠标，左手“理
论”，右手“实践”。

“他办公室的灯几乎就是长明灯，
我夜里加班不管走得多晚，都能看见
他办公室的灯还亮着。”同事赵保军
说。

终于，一个个难题被解决，一个个
难关被攻克，审计专网顺利组建运行，
周口市审计局从此开启了网上办公的
新纪元。

这一年的 11 月 1 日，在鲜艳的党
旗下，25岁的刘岩松宣誓加入中国共
产党。那一天，他在笔记本上工工整
整地抄录下入党誓词。

2009 年，周口市审计局成立了行
政事业审计二科，加大对重点民生项
目的审计力度。根据组织的统筹考
虑，刘岩松被调整到了这个新设科室。

又是一块“处女地”。这次，他将
学习的审计业务重点放在了基础教
育、扶贫开发、农业农村、机关财务等
领域。

又是一轮白天加黑夜的连续鏖
战，他不厌其烦地请教、查阅、验证、比
对、核实。

一年的时间，在行政事业审计二
科这个新领域，刘岩松又拼出了一片
新天地，再一次由“门外汉”变成了“多
面手”，成为整个周口审计系统的业务
骨干，逐步挑起项目主审的“大梁”。

“把每天当作最后的冲刺”

“把每天当作最后的冲刺！”这是
刘岩松微信里的一句话。

“他干起工作来太拼了！”所有和
刘岩松搭档过的同事都这样感慨。

“主审是实施一个审计项目的主
心骨，更是完成这个审计项目的重要
组织者、实践者、执行者和指挥者。主
审意味着要干更多的活，做更多的事，
担更多的责。刘岩松身上具备了这些
特点。”周口市审计局局长赵良辰这样

评价刘岩松。
2017 年 4 月，在全省扶贫项目交

叉审计中，刘岩松担任信阳市商城县
项目主审。

“两个月下来，他整整瘦了 8斤。”
和他一年来到周口市审计局的好友田
景县回忆。

几个月后，周口市审计局党组研
究，有意让刘岩松再赴大别山区，担任
新县扶贫审计项目的主审。

田景县是这个审计项目的负责
人。他一直担心刘岩松的身体。

“当时，岩松的母亲有病，要定期
到郑州接受治疗，孩子还没上幼儿园，
妻子工作也正处于忙碌时期。”对刘岩
松是否愿意再次担任主审，田景县有
些顾虑。

“我没啥意见，组织让干啥就干
啥。”让田景县没有想到的是，刘岩松
答应得非常爽快，回家安排了一下，便
和同事“走马上任”了。

李占伟也是这次新县项目审计组
的成员。

一天深夜，李占伟刚睡下，就被急
促的敲门声惊醒。

打开房门一看，是刘岩松。
“不好意思，这么晚打扰你了。你

审计的一个项目资金总数与分项不
符，你把 U 盘给我，我帮你核算一下,
看问题出在哪儿。”刘岩松满脸歉意。

“能不能明天再干？”李占伟看看
表，凌晨 1点。

“不行，今天的报告必须今天完
成。”刘岩松拿着U盘匆匆走了。

第二天，李占伟才知道，刘岩松为
了赶写报告，一直加班到凌晨 3点。

“每天除了干完自己承担的工作，
他还要指导审计组其他成员的业务。
别人下班意味着他新一轮‘上班’，他
要加班加点将各个小组的工作记录对
照文件政策进行查漏补缺，直至尽善
尽美。”李占伟哽咽着说。

“只要由岩松担当主审，无论项目
大小，从制订方案到审计实施，再到撰
写报告，他任何时候都是精益求精，不
留下丝毫隐患。”田景县说。

这次审计就要结束时，在田景县
和刘岩松这对好朋友间，发生了一个
意外的“冲突”。

那天晚上，正当田景县收拾完行
李准备休息时，刘岩松突然闯入他的
房间。

“他一进门就气鼓鼓地指责我，说
我撰写的审计报告有个问题处理不到
位，隐藏一定的风险。”田景县记忆犹
新。

田景县向刘岩松解释，确实发现
了部分乡镇存在违规享受易地扶贫搬
迁政策的情况，因考虑到审计事项面
对的是贫困户，有些政策执行起来比
较困难，所以在撰写审计报告时，只是
说明应按照政策规定实施易地扶贫搬
迁，而没有强调“住新交旧”——农户
原住宅必须收归国有。

“我特意解释并非有意照顾被审
计单位，但岩松却毫不留情地反驳‘你
这样做太没有原则了，只考虑现实人
情，那还要政策干什么！’”

近半个小时的争论后，田景县接
受了刘岩松的意见，修改了审计报
告。最终被审计单位也按照规定，将
享受易地扶贫搬迁政策贫困户的原住
宅收归国有。

“当时觉得岩松太执死理，但事后
反思，他这种尚法求真的精神，在审计
工作中十分必要、难能可贵。”这件事
对田景县触动很大。

审计工作需要大量实地走访、现
场取证，要求审计人员时时留心、处处
留意。每一个不经意的发现，都可能
有助于获取准确真实的审计证据。

刘岩松就是这样一个有心人。
每次外出实地走访，一旦发现有

疑问的地方，他就会下车调查、拍照，
然后将有关情况发到审计组微信群
里，作为线索供大家参考。

2018 年，在太康县进行环保审计
时，大家偶尔出去散步，别人都是往干
净整洁、环境优美的地方走，刘岩松却
有意往嘈杂脏乱的施工现场走，或是
循着空气中飘过来的异味在黑暗中顺
着河边走，发现违规行为，立即拍照取
证。

在对企业进行环保审计调查时，
难免会遇到个别不配合甚至故意刁难
的情况。为保障审计人员的人身安
全，上级审计机关建议由相关企业的
主管部门派人陪同前往。

但刘岩松认为这样做有可能走
漏消息，导致有关企业提前准备而看
不到真相。为了确保调查效果和取
得第一手资料，他常常带队前往现场
暗访。

一次，他带领审计组几个成员到
一个小塑料加工企业暗访，在拍照取
证时被该厂生产人员发现，对方非要
扣下拍照设备，双方险些发生冲突。
刘岩松想方设法获取了大量现场证
据，这家企业随后受到相关处理。

就是在这次审计期间，刘岩松的
臀部长了一个囊肿，坐不得、躺不下。
医生建议手术切除，被他拒绝，简单处
理后他又回到了工作岗位。

实在撑不住了，他就跪到凳子上
看材料。再撑不住了，他就回到房间，
趴在床上一边输液一边工作。

田景县劝他休息，刘岩松却说：
“我人可以趴到床上，但心不能趴下。
工作就像打仗一样，精气神要是趴下
了，这仗还怎么打！”

“不好说话”与“良师益友”

想干好审计工作，不光要自身硬
还得自身净。在不少人眼中，刘岩松
是一个“不好说话”的人，“软硬不吃，
油盐不进”。

2017 年，在商城县开展扶贫资金
交叉审计期间，作为主审的刘岩松多
次深入深山区进行入户调查，由于路
途较远，几乎每次回来都已是繁星满
天了。

一次，陪同带路的商城县工作人
员说：“忙了一天了，天也黑了，咱们就
近在乡里吃个工作餐吧？”刘岩松婉言
谢绝。当时，这位工作人员还感到有
点下不来台，事后才听说刘岩松就是
这么个人。

商城县有不少旅游景点，而且这
些景点距离审计组驻地都很近。一个
周末，一家被审计单位邀请审计组人
员去景点参观，同样也被刘岩松谢绝
了。

“在商城县工作的两个多月，我们
哪儿都没有去过。”和刘岩松同在一个
审计组的谷东风说，“一来人家邀请咱
不能去，二来咱忙得也没有时间去。”

商城县是个产茶大县。审计工作
结束后，一家被审计单位执意送给刘
岩松 2 斤茶叶。死活推托不掉，刘岩
松坚持按照市场价，把茶叶钱悉数付
给了对方。

在外人看来，审计者和被审计者
似乎有着“天然的矛盾”。 但很多被
审计单位的同志，却因为刘岩松低调
平和、办事公正，把他当成难得的好
友。

“论年龄是好兄弟，论业务是良师
益友。”因工作关系，周口市教育体育
局财务科的邓继昌和刘岩松交往 10
年了。

在邓继昌看来，刘岩松业务娴熟，
待人和善，指出问题耐心细致，从不居
高临下，“句句入理，句句入心”。

在刘岩松的帮助下，56岁的邓继
昌还学会了网络记账，对计算机运用
不输年轻人。

长期的工作交往，让两个人成了
“忘年交”。周末，刘岩松偶尔还会喊
着邓继昌一起到郊外挖野菜，将亲手
包的野菜馅饺子送给老大哥品尝。

在商水县扶贫项目审计中，商水
县教体局资助中心段永华负责与审计
组对接教育资助方面的材料，经常向
刘岩松当面或者电话请教。

“开始的时候有点担心，贸然去问
会不会被劈头盖脸批评一通？”但和刘
岩松接触后，段永华发现，“他对人非
常和蔼，对业务非常精通，我心中的疑
问经他一指点，立刻就明白了。”

“我们去送材料，不管是中午还是
半夜，他总是不厌其烦，接到后立即审
查，效率很高。”段永华说。

生活中的他很“暖心”

刘岩松走了，可在妻子刘艳菊的
心里，恍惚觉得他只是出差了。

这几年，随着审计工作力度加大，
刘岩松出差的时间也越来越长，仅
2018 年，他在外审计的时间就长达 9
个月，两周才回去一趟和家人相聚。

“他是一个好丈夫、好父亲。”刘艳
菊告诉记者，只要有时间，刘岩松就会
尽其所能弥补家人。

刘艳菊爱吃野菜馅饺子，春天里，

刘岩松会到郊外采野菜，洗、剁、调、
包、煮，一个人把活儿全包了。

女儿爱吃爸爸做的蛋炒饭，刘岩
松会提前一天蒸好米饭，第二天早早
地为女儿炒好。

“我和孩子的生日，他都记得。”刘
艳菊说。每次过生日，刘岩松会把家
里布置得跟乐园似的。即使在外出
差，他也会向妻子和孩子送上生日祝
福。

“别饿着，去吃点饭。”这是刘岩松
临终前对守候在病床前的妻子说的最
后一句话。“他不会甜言蜜语，但心里
始终装着我和孩子。”刘艳菊泣不成
声。

“爸爸去天堂了，我们看不见他，
他能看见我们。”6岁的女儿想爸爸了，
就在家里的小黑板上画了一幅简笔
画，旁边工工整整写着“爸爸”两个大
字。

刘岩松不抽烟、不喝酒、不打牌，
话不多，总是一脸微笑，朋友间开玩
笑，总是呵呵一笑，从没跟人红过脸。
大家有啥需要帮忙的，喊一声“岩松，
帮个忙”，接下来的事就不用管了，他
会操心到底。

刘岩松已经离开两个多月了，可
对同事来说，每次经过他的办公室，仍
依稀觉得戴着眼镜的刘岩松趴在厚厚
的一摞资料中，查阅着、记录着……

同事张贤玉喜欢种花，看到刘岩
松的办公室有盆仙人球，无意中夸奖
了两句。第二天上班时，刘岩松从家
里捧来一盆仙人球送给了她。4年过
去了，这盆仙人球已长大许多。

对于刘岩松的离去，同事们说：
“踏踏实实工作，清清白白做人，他身
上点点滴滴都闪着光。”

从中学教师岗位上退休的父亲
说：“他只是做了为党、为人民、为审计
事业应该做的事情。”

“感恩做人，敬业做事。感恩政
策、感恩组织、感恩同事、感恩亲人、感
恩工作对象。”这是刘岩松在一次学习
活动中记下的心得体会。

初心不改青松劲，“啄木”铮铮护
绿林。或许，这正是刘岩松对工作和
生活的理解，也是他一直为之努力的
追求吧。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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