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灾之年夺丰收的科技功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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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河南夏粮战胜了新中国成

立以来罕见的特大旱情! 总产再次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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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斤!达到
$%&

亿斤"至此!河南夏粮

生产已连续
$

年创历史新高! 同时为全

年粮食总产再超
%"""

亿斤#继续蝉联全

国粮食总产第一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喜获丰收的背后! 有一个人的功

劳不该被忘记! 他就是担任全国小麦专

家指导组副组长# 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

系岗位科学家# 河南省小麦专家指导组

组长的河南农大郭天财教授"

夺得今年夏粮丰收之所以来之不

易! 是因为去冬今春河南全境连续
%!"

多天没有一场有效降雨! 旱情持续时间

之久!发生范围之广!危害程度之重!按

老年人的说法!为近
'"

年不遇" $夏粮至

少要减产
!"(

% &有位专家曾这样断言"

这场特大旱情!牵动着党中央#国务

院主要领导的心"农民们看着不断发黄枯

死的麦苗都十分焦虑!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为能不能完成党中央#国务院下达的

$力保河南夏粮丰收&的任务而着急"

就在这紧要关头!省委#省政府主要

领导向专家们征询对策! 接受郭庚茂省

长#陈全国副书记#刘满仓副省长咨询的

郭天财!凭借多年从事小麦栽培研究成果

和积累的丰富经验!以及对不同旱情麦田

的实地调查!具体分析说!河南去年麦播

时底墒充足!播种基础和前期苗情整体较

好!优良品种面积大!抗灾能力强!且河南

冬小麦具有生育期长# 自我调节能力强#

管理回旋余地大的特点"他还进一步分析

说!河南小麦播种后的前
)

个月是为产量

打基础的阶段!后
)

个月才是决定产量的

关键时期!我省历史上也曾有过大旱之年

强化管理仍获丰收的实例!今年干旱发生

在前期!只要抓紧抗旱浇麦!强化管理!夺

取夏粮丰收是完全有把握的"

这些有理有据的分析令人信服" 省

委一位主要领导说'$郭天财教授的分析

和建议! 更坚定了我们抗旱夺丰收的信

心和决心% &"在省农业厅的主持下!郭天

财组织$三农&小麦专家!制定了$河南省

!""#

年小麦春季管理技术规程& 印发全

省!并通过广播电视#报刊杂志等新闻媒

体!宣传抗旱浇麦#防病治虫#科学管理

技术" 在这段时间内!他不分节假日!不

分昼夜! 跑遍了全省十几个市#

)"

多个

县! 深入抗旱浇麦第一线! 举办技术讲

座!进行现场指导!向农民传授抗灾夺丰

收的技术措施! 终于为中原大地献上了

丰收的喜悦" 省农业厅朱孟洲厅长深有

感触地说'$河南小麦连年丰收! 特别是

在大旱之年再创历史新高! 郭教授是立

了大功的% &

小麦高产超高产的引领者

上世纪
*"

年代初!著名小麦专家胡

廷积教授担任河南省副省长职务后!郭

天财教授接任省小麦高稳优低研究推广

协作组组长" 熟悉郭天财的人都知道!他

是制订国家$九五&以来和河南省$七五&

以来小麦科技发展规划的主要参与者之

一! 每年都主持或参与河南省和全国小

麦生产技术方案的制定"

根据人多地少# 粮食供需将长期处

于$紧平衡&的基本国情!他将小麦高产

与超高产作为重要研究方向! 带领小麦

栽培创新团队!从$七五&开始!以每一个

五年计划增产小麦产量
%""

斤为目标 !

组织开展全省性#综合性#超前性小麦高

产与超高产攻关研究"

为完成高产攻关目标! 他带领课题

组成员!从筛选利用品种入手!深入系统

地研究了高产小麦的生长发育规律#群

体发展动态#产量构成特点#形态生理指

标等!制定配套高产栽培技术措施!并采

用 $边研究 #边示范 #边推广 &的有效形

式!取得了一系列在理论上有重大创新#

技术上有重大突破! 推广后有重大效益

的科研成果!连创高产#超高产典型!引

领了小麦高产方向! 为全国第一小麦生

产大省产量连创新高# 农民增产增收提

供了重要的技术支撑"

$九五& 期间! 郭天财作为第一主持

人!承担的$小麦大面积高产综合配套技

术研究开发与示范&国家重中之重科技攻

关项目!曾在偃师市创造了万亩连片连续

两年平均亩产
$""

公斤以上的超高产典

型" $十一五&以来!作为$国家粮食丰产科

技工程&河南课题主持人之一!他领导的课

题组连创小麦
%'

亩连片平均亩产
+%+,!

公

斤#

'"

亩连片平均亩产
+&',!

公斤和百亩

连片平均亩产
+'%,#

公斤的最高单产记

录(首创了
%'

亩连片平均亩产
%"$),%

公

斤的全世界同面积#

%

万亩连片平均亩

产
*&),%

公斤的全国同面积夏玉米两个

最高产量记录!并在国内率先创造了在同

一块地上小麦夏玉米万亩连片一年两熟

平均亩产超吨半粮)

%'!),+)

公斤*的高产

典型!在全国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

原中国科学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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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国

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李振声院士在评价

河南小麦生产发展历史时! 按照亩产每

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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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斤为一个台阶! 曾将河南小

麦生产划分为三个阶段" 其中!小麦高稳

优低研究推广#$粮食丰产科技工程&实

施! 形成了具有河南区域特色的粮食增

产技术体系! 是河南小麦生产与科研发

展的两个重要阶段" 尤其是$粮食丰产工

程& 的实施! 为河南粮食总产连续登上

*""

亿斤 #

#""

亿斤和
%"""

亿斤三个大

的台阶提供了重要技术支撑! 为保障国

家粮食安全做出了重大贡献"

正是由于河南在小麦栽培创新研究

取得的突出成绩!全国唯一的国家小麦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才落户郑州(也正是由于

有了这个中心!河南农业大学作物学才成

为迄今我省唯一的国家一级重点学科"

把论文书写在大地上的典范

同一个小麦优良品种!为什么在有的

地方种能创高产!而在有的地方种就不能

呢+其主要原因是配套栽培技术研究没跟

上!致使良种的增产潜力和环境的资源优

势不能得到充分发挥" 正如广大农民说

的'$良种配良法!才能创高产&"

多年来!由于作物栽培研究课题立项

难#争取经费难#获得成果难!被视为给育

种者$作嫁衣&!对科研人员来说既没名#

也没利!致使许多原来从事栽培研究的科

技人员纷纷转行搞起育种来"郭天财深知

作物栽培研究对粮食增产#农民增收的重

要性!更不愿居于人后"为此!他和他带领

的的小麦栽培创新团队!始终将小麦高产

优质栽培作为稳定的研究方向!解决了河

南小麦生产发展中的一个又一个技术难

题!创造了一个又一个高产典型"

上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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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代以来!河南小麦良种

辈出" 郭天财十分注重研究这些新品种

的特征特性!并因品种制宜!集成组装配

套高产栽培技术" 近年来!由我省选育#

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励的豫麦
%*

# 豫麦

!%

#豫麦
)#

#兰考矮早八等小麦新品种!

都是在他的指导下! 通过建立大面积高

产示范样板! 迅速成为河南乃至黄淮海

小麦主产区的当家品种"

为了粮食增产#农民增收!郭天财长

期在生产第一线从事小麦技术研究和推

广工作"多年来!在小麦生长的关键时期!

在河南许多地方的田间地头!人们总能看

到他那熟悉的身影"他或是带领课题组成

员在田间观察小麦生长状况!制定麦田管

理对策(或是在基层为农民讲课!现场指

导农民科学管理小麦"他经常与基层技术

人员一起摸爬滚打!成为许多农民和基层

农技人员的好朋友#好老师" 记者在采访

我省著名农民育种家徐才智# 吕平安#沈

天民时!他们都不约而同地说'$要想创高

产!种啥+ 咋种+ 咋管+ 得问郭老师% &

为促进河南小麦生产在持续稳定增

产的同时向质量效益型转变! 郭天财及

其团队还首次以加工品质性状为依据!

对河南小麦品质进行了生态区划! 并研

究制定了强#中#弱筋专用小麦调优高效

栽培技术! 首创的优质小麦产业化开发

模式曾被温家宝总理赞誉为 $郑州模

式&" 他的研究成果为我省成为全国第一

优质小麦生产与加工大省# 实现我国小

麦生产发展的$三个历史性突破&!即食

用小麦首次出口# 郑州小麦首次列入路

透社优质小麦报价单# 优质强筋小麦首

次挂牌上市交易做出了积极贡献"

为确保明年我省小麦再夺丰收!

#

月

!!

日接受记者采访刚结束! 郭天财又赶

往许昌给农民讲如何种好今年的小麦"

望着他匆匆离去的背影! 记者由衷地感

到! 他真是我省把论文写在大地上的农

业专家的典范"

郭天财!

河南小麦高产的领军人

!

本报记者 程 梁!

本报记者 王 晖

本报通讯员 张 威

吴养洁!

把一切献给祖国和人民

!

在日前刚刚揭晓的河南省 $

$"

位新

中国成立以来感动中原人物& 候选人名

单中!有一位
*%

岁高龄的老人" 他就是

拥有近亿人口的河南省培养出来的第一

位中国科学院院士! 郑州大学化学系教

授#博士生导师吴养洁"

他的执教生涯几乎与新中国同岁 !

他的科学研究硕果累累! 他以一颗感恩

的心扎根于需要自己的地方! 每天忙碌

在小小的实验室中! 把自己的一切都献

给了祖国和人民"

作为党员!

哪里最需要我"我就到哪里去
!""&

年! 吴养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

院士! 成为河南省第一位本土培养的院

士!也是中国第一位从地方)省级*实验

室走出来的中科院院士" 在回顾自己的

经历时! 他深情地说! 自己是一个苦孩

子!从小就体验了人生的冷暖疾苦!之所

以能有今天!全是党和人民的培养!党不

仅给了他生活上的物质帮助! 还给了他

宝贵的接受教育的机会" $一个人要学会

感恩!要懂得报恩" 我们要牢记祖国的恩

情! 把自己的青春和学识贡献给祖国和

人民最需要的地方" &吴养洁用自己的生

命热情和智慧实践着这句看似简单的豪

言壮语"

%#!*

年
%

月! 吴养洁出生于山东省

济南市" 由于早年丧父!他在烟台恤养院

里长大" 吴养洁
%#)+

年考入上海复旦大

学化学系"

%#')

年
#

月!他被选送到莫斯

科大学化学系深造"

%#'*

年!从莫斯科大

学化学系留学归来! 他义无反顾地选择

了当时刚刚建校两年# 实验教学条件还

较差的郑州大学" 他说'$哪里需要我!我

就到哪里去&"

时光如梭!白驹过隙!

'%

年弹指一挥

间" 吴养洁刚到郑州大学化学系任教的

时候!系里的教学科研条件称得上$一穷

二白&" 而作为一门实验科学!拥有了高

质量的实验室才能做出高水平的科学实

验成果" $一定要为郑大建立一个放射化

学实验室" &吴养洁是个有心人!他在留

苏期间就特别留意莫斯科大学的有机化

学实验室! 认真分析研究了该室的设计

和设备安装特点!大到总体布局!小到每

个实验台的长短# 高低尺寸他都作了详

细的记录" 在新实验室的建设中!他实地

勘察!亲自画出了设计图纸!并带领工人

们安装好了放射化学实验室所有的设

备" 从此!郑州大学的放射化学实验室成

为对外交流的一个窗口! 吸引了国内外

许多知名专家前来参观! 并得到了一致

称赞"

吴养洁的人生并非一路坦途! 但他

献身祖国科教事业的坚定信念却从未动

摇"

%#+!

年!为了完成国务院下达的重大

科技攻关项目 ,萘氯化水解法制甲萘

酚-!他不顾文化大革命中留下的一些问

题尚未澄清!就全力扑在科研上" 他从天

津到大连#沈阳#抚顺直到祖国北部边疆

鹤岗!往返奔波多个县市进行技术调研!

又在实验室经历了
%)""

多个日日夜夜

的攻坚!终于成功研制出了高效#低毒#

低残留农用杀虫剂西维因的中间体甲萘

酚! 为化学界甲萘酚的新的工业合成开

辟了一条全新的道路"

吴养洁说! 虽然几十年前他讲的一

句话$要以实验室为家&曾作为白专言论

被批判! 但他认为实验室里的工作就是

他的本职工作!理应做好"

'%

年来!他在

这个最需要他的地方挥洒智慧! 取得了

一项又一项重大科技突破"

作为科学家!

实验室是我最大的乐土
吴养洁每天要到实验室! 已经成了

一种习惯!就算到今天!已经
*%

岁高龄

的他也从不例外" 有时为了在实验室工

作常常忘了回家吃饭! 害得老伴常常等

得饭菜都凉了" 他很喜欢书法和养花!但

他实在没有时间去经营自己生活上的爱

好! 他只有在实验中才能感受到最纯粹

的乐趣"

对于吴养洁教授来说! 在郑大的几

十年中!他根本没有节假日的概念!他的

节假日几乎都是在实验室中度过的" 吴

养洁的学生们都说
-

$做吴老师的学生很

苦 !基本上没有假期 (我们都很 .怕 /吴

老师 !他对我们要求总是很严 !时间观

念很强!治学一丝不苟!追求完美" &在

他的言传身教下!他的学生每逢节假日

总是默默地在实验室里搞研究!有的大

年三十还在实验室做实验" 有一次!一

位记者按照约好的时间前去采访吴养

洁!当时他正在实验室工作" 在和记者

的交谈中!老教授心里总是放不下他的

实验 !显得有些急切 !不停的说 '$可以

了吧!可以了吧" &虽然记者十分珍惜这

来之不易的机会!却又实在不忍心打扰

他的工作!只得带着遗憾提前结束了采

访"

吴养洁就是这样! 把实验室作为他

最大的乐土!默默耕耘!收获了丰硕的果

实"

他在芳基汞化合物的性质研究方面

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年他应邀在莫

斯科大学召开的,现代有机化学问题-国

际学术会议上作的学术报告! 得到了国

际化学界的好评(

他在环金属化合物的金属转移反应

及有关立体化学方面做出了系统研究成

果!引起国际同行的高度关注(

他发现二茂铁亚胺环钯化合物可以

作为
./01

反应 #

234315

等反应的高效 #

新型#绿色催化剂的相关研究成果!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他在不对称合成研究方面取得了新

成果!这是当前有机化学的研究热点!涉

及许多药物及其中间体的合成! 具有重

要的应用价值(

他在国内外期刊#

267

杂志上发表论

文
!""

多篇!经
267

等检索!已被国内外

重要学术刊物引用
'""

多次"

他主持完成的 $萘氯化水解法制甲

萘酚&获
%#+*

年全国科学大会奖 (他的

$冠醚合成新方法& 获
%#*)

年国家发明

三等奖及发明专利(他的,环金属化反应

分子内配位-获
!""!

年河南省科技进步

一等奖"

他曾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 在全

国科技工作中做出重大贡献的先进工作

者#河南省科技功臣等荣誉称号"

00

作为教师!

一心为国家培养英才
面对接踵而来的荣誉! 吴养洁始终

保持淡然" 有人问吴院士!你最大的愿望

是什么+ 他说!为国家培养出德才兼备的

科技英才" 而对于如何培养这样的人才!

这位执教
'"

多年的老教授有着自己独

到的$德&#$才&观!他说!要想成为一个

出色的科学家! 首先必须是一个坚定的

爱国主义者!这是$大德&" 在他的影响

下!留学法国的龚军芳博士回来了!留学

日本的李铁生博士回来了! 在香港中文

大学进修的杜晨霞博士回来了! 他的学

生宋毛平博士# 常俊标博士已荣任郑州

大学副校长! 丁奎岭博士已荣任享誉国

内外化学界的中科院上海有机化学研究

所所长"

吴养洁还说!$科学没有捷径&!搞科

学研究必须要培养$严谨求实&和$严于

律己&的品质!这就是他要求学生必须具

备的$专业之德&"

说起吴养洁的严谨! 已经毕业参加

工作的杨帆博士依然感受颇深" 他说!学

过化学的人都知道! 试管作为化学实验

使用的仪器再常见不过! 吴老师却要求

每个学生要像对待自己的脸蛋一样来对

待试管! 要求大家每次做完实验都必须

把试管清洗得十分干净! 因为化学是一

门实验性很强的科学! 试管中哪怕一丝

的杂质都可能导致实验结果的失败" $作

为一名教师!他令学生感动" 他用自己的

言行来感染我们! 向我们诠释什么是严

谨!怎样来求是" &张金莉博士说!每当实

验室打扫卫生!吴院士总会亲临现场!学

生将废纸屑扔掉! 他便再次捡起检查是

否记载有用数据"

$做学问首先要学会做人&" 吴院士

经常教导自己的学生! 科研成果是自己

的就是自己的!绝不能弄虚作假!这种实

事求是的观念和意识助推着吴院士在科

学的道路上走得更远#更坚实!同时也培

养出了一批又一批优秀的科技人才!他

们大多都活跃在当今世界化学领域的前

沿舞台上"

有机化学是一门基础学科! 要想在

这个领域有所建树# 有所突破必须下苦

功夫!必须有坚忍不拔的毅力" 杨帆博士

说!一般来讲!你从产生一个想法到它真

正实现! 最短也需要半年以上! 在这期

间 !你必须不断思考 #实验 #纠错 #再实

验!你必须严于律己!要能克服自己的浮

躁!耐得住寂寞!始终如一!才有可能做

出一些成绩" 吴养洁曾做了一个规定!不

准学生在实验室搞研究期间浏览网页#

聊天#看视频!只要是工作期间任何与实

验无关的事情都不能做" $查阅文献可以

自己回到家后查嘛% 工作就要认真% &他

是这样对学生要求的" 这些规定既没有

作为条例贴在墙上! 也没有整天挂在他

的嘴边!但对他的学生来说!这就是金科

玉律" 要想成为吴老师的学生!要想有所

作为!首先就必须有能管住自己的本事!

这是他们的共识"

说到$专业之才 &!吴养洁尤其重视

学生的动手能力和独立从事科研的能

力" $实验结果是在烧瓶中做出来的!不

是从电脑中计算出来的" &吴养洁经常这

样教导自己的弟子" 每一个试验步骤#每

一个化学反应! 他都要求学生必须按照

实验规定亲自动手操作! 一些实验不管

在电脑中模拟的多么逼真!不动手!到了

他那里就等于零"

吴养洁曾说!作为老师!他希望能给

学生提供好的学习环境! 创造好的学习

条件!激发他们的学习兴趣" 但学习的关

键还是在于他们自己" 吴养洁指导学生

做科研的原则从来都是 $抓大放小&!在

科研课题方向确定以后! 吴养洁会将课

题交给学生自己!让他们放手去做!充分

发挥聪明才智" 在如此宽松与开放的环

境中! 他的学生都拥有了很强的独立搞

科研的能力"

而今!吴养洁已指导了
+"

多名硕士

生#博士生和博士后!他们扎实的理论基

础和科研基本功赢得了国内外学者的广

泛赞誉" 目前!已有
!

名他指导的学生晋

升为正教授!其中
"

人已进入中科院$百

人计划&"

从物理有机化学到金属有机化学 !

从大环化学到化学生物学! 吴养洁潜心

治学!对事业执著追求!孜孜不倦!而忘

却老之已至"

*%

岁的吴养洁漫步在美丽

如画的郑大校园! 依然是如此的精神矍

铄!安泰祥和!他正在用对祖国和人民的

挚爱谱写着最壮美的生命乐章"

"" ""

""

郭天财!中共党员!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河
南省优秀专家"河南省十大科技新闻人物# 现任河南农业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作物学国家一级重点学科小麦栽
培方向学术带头人" 国家小麦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主任!

兼任农业部小麦专家指导组副组长"国家小麦产业技术体
系岗位科学家"中国北方小麦栽培研究会副理事长"河南
省小麦专家指导组组长"河南省作物学会副理事长"河南
省小麦研究会副理事长"$麦类作物学报%编委会副主任等
职# 作为项目主持人和主要完成者!曾获国家和河南科技
进步奖

!"

项! 发表学术论文
!#$

篇! 出版学术著作
!%

部# 作为河南小麦高产的领军人物!他为全省小麦持续增
产作出了积极贡献#

!

吴养洁!男!汉族!山东济南人!中共党员!

%#!*

年
%

月出生!中国科学院院士#现任郑州大学化学系教授#他
在物理有机& 金属有机与大环化学等方面有系统的&创
新性的重要研究成果!提供了有机化合物分子内&分子
间弱相互作用众多新的证明!阐明了其作用规律!丰富
了近代化学键理论# 在国内外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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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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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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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检索!已被国内外重要刊物引用

'""

多次# 他为郑州大学建设有机化学博士点&博士后
科研流动站等做了大量的工作# 他曾获全国科学大会
奖!被授予全国先进工作者&在全国科技工作中做出重
大贡献的先进工作者&河南省科技功臣等荣誉称号#

审稿 马宏图 马正国 组版编辑 胡延征 赵力文
!""#

年
!

月
"#

日 星期三
!

!"#$# %$&'(

!

徐光春书记亲切接见郭天财教授! 刘满仓副省长与郭天财教授在高产麦田!

!河南最具影响力人物暨英模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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