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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程院院士、天津大
学教授王静康所从事的工作是

“结晶”，就是把物质中的原子、
离子或分子按照一定的空间次
序排序，去除杂质，使它们从液
态或气态变为纯净的固体。这
就像王静康的人生，经过岁月
沉淀，只留下对教育的执着和
国家大爱的凝结。

报国是“结晶”的使命

王静康是新中国工业结晶
技术的奠基人之一，年近耄耋
依然活跃在科学研究和教书育
人的第一线。从教 57 年来，她
最愿意把自己称为“党员科学
家”和“人民教师”。

王静康时常叮嘱学生们：
“国际竞争是实力的竞争，归根
结底是科学技术的竞争，科技
工作者有着不容推卸的历史责
任。”

王静康回忆道：“那时父亲
最常说的话就是‘学好科技，报
效祖国’。有一段时期家里经
济拮据，父母却宁可苛待自己，
也要让我们接受最好的学校教
育。”

无论在哪里，王静康都将
强烈的爱国情怀融入事业的点
滴之处。几十年来，王静康和
她的团队承担了多项“国家科
技重点攻关”和“国家支撑计
划”项目。也有许多国外大公
司慕名前来，以优厚条件寻求
技术合作，都被她婉言谢绝。

王静康说：“工科学校师生
的使命，就是为国家的科技发
展服务；祖国和人民的需要，就
是科技工作者持之以恒努力的
方向。我们所从事的每一个项
目都代表着国家利益，国家责
任重于一切。”

教学是“结晶”的归宿

作为一名教师，王静康把
教学和科研融为一体，把她的
基础性研究、技术创新和产业
化系列成果以及研发实践提升
的规律与取得的教训,都融入
到教学讲稿中。

王静康将自己领先发明的
塔式液膜熔融结晶共性技术、
率先开拓的耦合结晶新技术等
成果，都毫无保留地写到了她
的《工业结晶与粒子过程》研究
生教材之中。她还将她带领团
队连续完成的国家“六五”到

“十五”工业结晶领域的重大
“科技攻关项目”，作为本科生
教学案例，深入浅出地讲授给
学生。

从教 57 年来，王静康从未
享受寒暑假和节假日，身为院
士依然坚持为本科生、研究生
授课。无论在教书育人的第一
课堂，还是学生成长的第二课
堂，她都彰显了党员科学家和
人民教师的风范与修养。

“每当有人要报考我的研
究生，我都会认真地告诉他们：
你将从事的是国家项目，事关
重大，在科研工作上必须争分
夺秒，每个实验成果要重复 20
次以上才算成功，而且要做好
没有寒暑假和其他节假日的准
备。”王静康培养的硕士生、博
士生、博士后已过百名，很多成
为了国内外大学教授、研究员
或科技企业的高级工程师。

中国结晶改写世界格局

“化工是一个国家科技发
展的基础，我为能够在如此重
要的学术领域中工作感到骄傲
和幸福。”王静康说。

今年 79 周岁的王静康仍

像年轻人一样工作着。“忘我”
是身边的年轻人对她的一致评
价。她的同事们经常觉得“跟
不上她”：“就怕跟王老师出
差。她中午从来不休息，夜里
工作到一两点钟是常事。”“她
会站在这个领域的最前沿，而
且知识面特别广，不时会提出
新想法，让我们总要努力去追
赶她。”

除了实验室，生产第一线
也是王静康的工作地点。王静
康的团队足迹遍布了全国 20
多个省份的百余个工厂企业，
他们既是研究员又是工程师，
既是技术员又是操作工，有时
每天在车间一待就是十几个小
时，饿了就吃方便面，直到产业
化成功。

从“九五”“十五”“十一五”
一系列重大科技攻关和支撑计
划项目，到“十二五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王静康”这三个字与

“国家重大科技攻关及技术推
广”紧紧联系在一起。她的科
研成果使我国工业结晶研发跻
身世界前沿，让“中国结晶”一
次次改写世界结晶产业格局，
王静康也因此被誉为“中国工
业结晶之母”。

“莫道桑榆晚，为霞尚满
天。”已近耄耋之年的王静康仍
在辛勤地耕耘着，对教育事业
的热爱，激励着她一直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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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到4月中下旬，山东农业大学植保学
院的姜淑霞老师就不断地接到报喜电话，她
指导帮助的企业种植的林下大球盖菇一茬接
一茬地进入采摘期，如小钢炮般粗壮的蘑菇
每天挤着堆地赶市场，乐坏了主人，改良了
土壤，造福了百姓，自然也让推广食用菌栽
培的姜淑霞老师觉得分外开心。

林间长出

通讯员 翟荣惠

姜淑霞常说自己的研究比较浅
显，推广的大球盖菇种植技术也没有
什么深奥的。但是，在推广的许多站
点，她不到，问题就不停地出。

大球盖菇种在林地里，但秘诀并
不是在土里，而是在培养料上。这种
培养料是秸秆、木屑、玉米芯、棉子
壳、营养土、草炭等材料的混合体，
可以由两三种合成，也可以都放上，
原料充足，容易采集。材料按一定的
比例混合后，经过适当碾压、打碎处
理，堆积发酵好之后，就可以运到地
里种蘑菇了。这个过程听起来简单，
但是一疏忽就会前功尽弃。姜淑霞
说，他们曾经在蚕桑站发酵底料，每
次打电话询问，工人都抱怨温度升不
上去。她晚上打着手电筒去现场看，
扒开底料，热气就腾腾地向外冒，一
测量，里面已经到了 70 多度，发臭

了。底料应该是发酵到 60 多度最合
适，工人师傅却一直在测堆料表皮。
实际上，在底料发酵的过程中，需要
适当翻堆，让里外均匀。

姜淑霞说，他们在济宁和泰安马
庄也遇到了这样的情况。去年 11 月
中下旬开始备料，由于天冷，温度
就是上不去，派学生过去看，还是
解决不了。她亲自去了才发现，工
人把底料发酵的地方选在了两个房
间的夹道里，环境阴凉，底料又是
用脚踩实了的，里面非常硬，热空
气根本进不去。她建议基地负责人
把底料都运到大路上去重新建堆发
酵，很快便发酵完成，以最快的速
度种上了蘑菇。

“每次打电话问都说按规定浇水
保湿了，进入 3 月中旬，室内应该可
以 出 蘑 菇 了 ， 但 这 里 就 是 没 有 动

静。”姜老师纳闷得不行，下课后联
系了个车就过来了。原来是棚里温
度太低，湿度太高，通气不好，水
肥汽热不协调。因为经常浇水，上
面覆盖的草与下面的培养料已经压
在一起了，菌丝感觉还有养料，蘑
菇就长不起来。在姜淑霞跟记者聊
天的时候，一个负责管理的大爷插
话道：“姜老师让我把堵窗子的被子
拿掉，开窗通风，每天再打开灯照
上两个小时，我还担心不行呢。没
想到过了一个星期，长出来的蘑菇
就把地皮全盖严了。”

姜淑霞说，去年 9 月份在聊城
中华海棠苑，她也是带着学生在那
里干了三天活，包括整地、发酵底
料、栽下菌种，就怕哪个环节出了问
题。万一长不出蘑菇来，人家会说这
技术不行，说姜淑霞老师吹牛。

秘诀不在土全在培养料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野生

的蘑菇长在树上，人工种植的
蘑菇长在温室里，很少能见
到 在 一 排 排 树 中 间 种 蘑 菇
的，而且是比较少见的大球盖
菇。这种蘑菇色泽艳丽，腿粗
盖肥，食味清香，是营养丰富
的食用真菌,也是极其珍贵的
药用真菌,其所含多糖能提高
人体的免疫机能，是国际粮
农组织向发展中国家推荐栽培
的特色品种。

常有人问：为什么要不辞
辛苦地大力推广林下大球盖菇
的栽培？姜淑霞老师说得非常
坦率，“因为在林子里种蘑菇
让我觉着踏实。”

“人类吃的蘑菇原本就应
该长在树林中，推广林下种菇
更加符合大自然规律，况且，
林下的蘑菇光照充足，比大棚
里种出来的风味更浓郁。”姜
淑霞工作后一直研究林木病
害，非常喜欢在林子里飞奔的
感觉，在林子里种蘑菇也感觉
底气十足。研究蘑菇、大力推
广林下大球盖菇的栽培也是为
了更好地开展教学和培养学
生。植保学院开始招收菌物专
业本科生后，姜淑霞和其他专
业老师就领着孩子们在南校区
的玉米地里种蘑菇，榆黄蘑、
黄伞、大球盖菇、猪肚菌等，
每一茬都不重样，学生的积极
性非常高，觉得比在实验课上
研究菌丝有意思多了。

济宁市任城区李营苗木合
作社有 20 多万亩林地，主要

栽植法桐、榆树、樱桃树等，
由于林木生长周期长，他们一
直在探求林下空地利用的方
法，种过中草药，养过鸡和
鸭，后来打听到姜淑霞老师在
推广大球盖菇，就找上门来。
从 2014 年开始，在成行的树
木间，密密麻麻的大球盖菇就
成了这个苗木合作社的一项重
要收入来源。2015 年泰安市
岱岳区马庄蚕桑基地开始尝试
种植，同年推广到了泰安新泰
市天宝镇的 4 个村，2016 年
春节时正好上市。2016 年秋
季，聊城市东昌区中华海棠
苑、淄博铁山园艺农场、东营
盛大园林等多家企业纷纷引进
种植大球盖菇。经过一个冬季
的忙碌与等待，终于在今年的
春天迎来丰收的时刻。

据测算，聊城中华海棠苑
一亩地一茬能产两三千斤，淄
博铁山园艺农场第一茬到了
3400 斤，最好的是泰安马庄
的蚕桑基地，第一茬亩产能到
4500 斤，桑枝做底料营养丰
富是重要因素。通常一季可以
采 3—4 茬，以大球盖菇的市
场价 6—8 元计算，一亩地能
有两三万元的销售额。同时，
在树行中间或林下的空地上种
植的蘑菇，充分利用了林下空
间资源，不仅不影响林木的生
长和本来的经济收入，还增加
了土壤肥力，促进了树木生
长。一行行壮观的大球盖菇，
宛若一排排士兵，看到它们，
姜淑霞就觉得欢喜。

种在树林间的“大球盖菇”

在树林里种植大球盖菇有诸多好
处，它不与农争时，不与人争粮，不与
粮争地，不与地争肥，还不与其他产业
争资源，生态经济社会效益非常明
显。早在2010年，威海几十万亩沿海
防护林遭松材线虫袭击，姜淑霞就建
议他们在树下种蘑菇。“发生这么严重
的病虫害与树体太弱关系很大，种过
几茬蘑菇，菌渣中剩余的营养源源不
断输送到土地中，土壤肥力增强，树自
然就长得粗壮了。”

据统计，目前山东省有林地面积
3450 万亩，专营苗木生产地达 225 万
亩，还不包括果园。林业生产周期长，

闲置的林下土地是食用菌栽培的天然
廉价资源，这个产业发展起来，对全省
的农林业生产会有很大的促进作用。
尤其是桑树、苹果树、板栗树等这类树
种，每年都需要剪枝，枝条营养丰富，
打碎后是做蘑菇底料的上品。收完蘑
菇后的菌渣，可以先种上一季蔬菜，再
撒播到林地空处。“用菌渣种的白菜，
甜丝丝的，好吃易熟；种出来的红心萝
卜，一丝辣味也没有；用桑树枝条的菌
渣种出来的菜，就更香了。”说起发展
蘑菇产业的好处，姜淑霞有着道不完
的故事。林下种蘑菇实现了空间（大
树与蘑菇）、气体（氧气与二氧化碳）和

营养利用（桑枝与菌渣）的三个良性循
环。

既然做推广，企业收益好，姜淑霞
自然满心欢喜，但作为长久研究林木
的人，她更喜欢看到生态效益。苗木
行业用除草剂很普遍，造成土壤板结
比较厉害。种蘑菇时底料完全覆盖地
面，一棵草也不长，自然用不到除草剂；
菌渣再回馈给大地，土壤修复就是水到
渠成的事情。她带着研究生做了一系
列的调查、分析与研究，得到的数据令
她欣喜。如今，她的学生也在全国各
地推广种植大球盖菇，在她的心中，正
在构造着大球盖菇更为宏大的格局。

林下蘑菇也有“好风光”

近日，一篇名为“一滴水的故
事”的报道，讲述了南京工业大学
膜技术团队研发的一项制浆废水

“零排放”处理工艺成功解决世界
级环保难题的案例。长期以来，学
校切实加强人才队伍建设，为人才
投身科技创新实践提供广阔的舞
台，进一步释放了人才科技创新活
力，更好地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
展。

“作为江苏省人才强校工作试
点单位，学校一直重视人才工作，
大力实施高端人才培育工程，坚持
以帅才聚才，以平台汇才，以机制
引才，以影响揽才，形成由顶尖人
才、领军人才、杰出人才和优秀人
才组成的人才队伍金字塔，走好三
部曲释放人才科技创新活力。”南
京工业大学党委书记芮鸿岩教授介
绍道。

一是搭建大平台，实施“院士
领军+团队作战”的模式。

“学校不断完善‘大平台—大
团队—大项目—大成果’的创新体
系，构建‘基础科学研究—共性技
术开发—成果产业化’完整创新
链，在产学研合作、成果转化、协
同创新等方面形成了鲜明特色。”
南京工业大学科学研究部部长管国
锋教授表示。

以中国工程院院士徐南平为学

术带头人的南京工业大学膜技术团
队自建立以来不断发展壮大。成立
于 1994 年的膜科学技术研究所，
支撑了化学工程与技术国家一级重
点学科、材料化学工程国家重点实
验室、国家特种分离膜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等建设，江苏省产业技术研
究院膜科学技术研究所成为江苏省
科技体制改革试验田。团队科研人
员从最初的几人发展到现在的数十
人。承担国家重大科研项目100余
项，科研成果在千余家企业得到推
广应用，产生百亿元经济效益；建
成了国内最大规模的陶瓷膜生产基
地，产品在医药、化工、食品、环
保等领域成功应用到 2000 多个工
程，实现了我国陶瓷膜产业从国内
空白到走到国际前列，学术研究从
跟跑走向引领发展。

团队以膜分离技术为核心，成
功开发出膜法制浆造纸废水零排放
成套工艺包技术，在南通建成 4万
吨/日的废水处理示范工程，得到
与自来水相当的净化水以及工业
盐、干泥等产品，在全球首次实现
制浆造纸废水的“零排放”。该工
程投资费用和运行成本均不到原来
排海工程的 50%，目前已稳定运
行多年。

二是紧贴主战场，实现“服务
区域经济，支撑行业发展”的目

标。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南

京工业大学一大批科技人才“把论
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积极参与
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为服务化工
行业转型升级、支撑地方经济绿色
发展贡献力量。徐炎华教授就是其
中的一个典型。

2002 年初，徐炎华回国后便
开始筹建环境学科。2007 年成立
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担任院长至
今。从化工专业转战环保领域，徐
炎华不仅成为我国化工环保技术创
新与产业发展的引领者，还撑起了
环境学科的快速成长。十多年来，
他带领团队紧盯化工行业废水、废
气、废渣“三废”治理，事故应急
等技术难题，形成了一批填补国内
空白的自主创新成果，解决了一批
疑难环境问题，创建了一批具有重
要社会影响的科技示范工程。自主
研发成功先进的“分子裂解”技
术，解决了制约行业生存和发展的

“顽疾”——恶臭气体，攻克了备
受行业关注的蓝星安迪苏公司蛋氨
酸废气、凯米拉公司苯乙烯废气等
几十个大风量、低浓度复杂废气治
理难题。

徐炎华深谙协同创新方能大胜
之道，携手校内化工、材料、生
物、自动化、安全等领域专家开展

学科交叉，与中国化学、神华国节
能公司、中国农药工业协会、南京
化学工业园、中石化南化公司等一
批企业共建技术研发平台，开展联
合攻关、产学研合作。许多学生也
踊跃参与其中，不仅提升了专业素
养，而且激发了报国情怀。

“学校以工科为主，化工又是
传统特色优势学科。学校坚持‘顶
天立地’的科研理念，以国家重大
需求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为导
向，全力推动优势学科群与战略性
新兴产业链的紧密结合，引导科技
人才紧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主战
场，做到接地气、练真功、增实
力、作贡献。”南京工业大学校长
乔旭教授表示。

三是打造新载体，实践“栽下
梧桐树，留住金凤凰”的思路。

“当我获悉南京工业大学设立
海外人才缓冲基地，以全新的体
制、灵活的机制延揽人才，帮助归
国人才快速适应国内科研的制度环
境和文化氛围后，我便毅然决定加
入其中。”南京工业大学海外人才
缓冲基地先进材料研究院常务副院
长王建浦教授说。

王 建 浦 曾 在 韩 国 三 星 公 司
OLED显示技术研究部担任研发工
程师，后到全球有机光电器件研究
领域顶尖的实验室——英国剑桥大

学卡文迪许实验室学习工作近十
年。2013 年加盟先进材料研究院
后，科研工作如鱼得水，创新成果
喷涌而出。

海外人才缓冲基地作为学校引
才改革试验田和人才孵化器，以先
进材料研究院、先进化学制造研究
院、高等教育发展研究院为载体，
探索建立了柔性、流动、富有活力
的人才机制，在制度建设、平台打
造、文化引领等方面进行了诸多创
新实践，致力打造海外人才引育基
地、前沿创新科研平台和新兴交叉
学科高地。

五年来，基地汇聚了来自英国
剑桥大学、美国西北大学、新加坡
国立大学等世界一流大学，活跃于
国 际 学 术 前 沿 的 百 余 名 青 年 学
者。在高端人才的带动下，一批
高水平的原始创新成果陆续刊发
于 《自然·光子学》《自然·材
料》《自然·纳米技术》《自然·
通讯》 等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上，
助 推 学 校 “ 自 然 指 数 ” 不 断 攀
升。研究院还先后建设了江苏省
柔性电子重点实验室、国家级柔
性电子材料与器件国际联合研究
中心、教育部柔性电子国际合作
联合实验室等多个科研平台，为
相关行业和地方的经济建设、社
会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三部曲释放人才科技创新活力
本报记者 黄蔚 通讯员 张健

科学智透

大蘑菇

姜淑霞在泰安市岱岳区马庄蚕桑基地指导。 作者 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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