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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人物点评

帅气

两院院士很多，但能持续在大众舆论
场里形成话题的院士其实并不多。

其中，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德民绝对算
一个。

这两天，他又上热搜了。
因为AI（人工智能） 修复技术的运

用，很多人的旧照焕发新颜。而当有人将
修复过的王德民旧照放在网上时，王德民
再次火爆一把。

原因很简单，年轻时的他，实在太
帅。

面如冠玉，剑眉星目，酷似某位当红
的娱乐明星。

其实，多年前还没有 AI 修复技术
时，王德民的旧照就已经因洋溢出压抑不
住的帅气，火遍全网。

凭颜值收割一堆年轻人的赞美之后，
王德民的功绩也被扒了个“底儿掉”——
他是著名的石油专家，为我国的石油工业
作出了巨大贡献。

年轻人表达敬意的语言很直白，他们
“给学霸跪下了”。

王德民在网络上的火爆持续至今，甚
至当同时段的一些娱乐明星都陆续过气
时，王老爷子的人气依然高涨，一批批年
轻人因颜值而来，受教育而去。

秘诀？
也很简单，在王德民身上，通俗文化

的关注点和正能量达成了统一。

在过去的几年里，插画师亦邻送走了
病危的父亲，还一直照顾罹患老年失智症
的母亲。

这段时间里，她把照顾父母亲的点
滴，画成一幅幅画。如今，她办了画展。

画画，不仅仅是为了记录，而且是为
了化解——小时候，她被送到外婆家养
育，被别人称为“捡来的孩子”。她期待
父母接她回家，却在每次父母前来探望
时，因为害怕被拒绝而假装疏远他们来掩
饰自己真实的需求。在以后的成长中，她
也一直在渴望一份来自父母的认可。

可惜，后来她明白，这不可能。“上
一代人习惯了精神粗粝的生活，他们不理
解我为何痛苦。”

直到父母患病。照顾他们的几年里，
她从幼时便种下的心结，还有和父母经年
累月的矛盾，都通过绘画，慢慢化解。

每画一幅画，她都和父亲交流，她还
教患上失智症的母亲画画。大家一起记录
下患病期间的点滴。

“对画”，是为了对话。习惯彼此封闭
的家庭成员，很难走出交流的第一步，但
只要迈出了第一步，不论用什么形式，至
少会跟之前不一样。

很多中国家庭，父母和子女的隔阂，
都犹如冰川裂缝，看似狭窄，却深不见
底。如果有合适的家庭教育指导，或许双
方都不会如此挣扎。

裂缝

全面抗战爆发几个月后，国立武
汉大学启动西迁乐山的计划。时任校
长王星拱坐镇珞珈山直到最后一刻，
待大四学生毕业以及校产保管事宜交
代完后，1938 年 7 月，他才带领最后
一批教职员离开珞珈山，取道湖南、
贵州、重庆，奔赴乐山。

战时迁校算是无奈之举，好在由
于精心部署，武汉大学得以保留大部
分学术元气。校长的到来，给迁校画
上了一个句号，也让武汉大学站在了
新的起点上。

20 世纪30 年代，武汉大学之所以
能迅速在全国声名鹊起，盖因既有

“ 大 楼 ” —— 珞 珈 山 新 校 舍 集 中 建
成，又有大师——聚集了一批国内甚
至世界一流的学者名师。而迁往乐山
后，失去了“大楼”的武汉大学，也
面临着师资流失的困境。

王星拱一边极力维护教师的切身

利益，努力营造自由的学术氛围，一边
跑遍大后方的大中城市，亲自登门拜
访聘请教师。王星拱对教师的尊重，
不分长幼和职务高低。每有新聘任教
师来校，他总是亲自去教师住处看望，
对待来他办公室汇报工作的讲师，临
走时他也总是送到门口，先躬身为礼。

最终，在乐山这个三江交汇的山
城，武汉大学汇聚了包括朱光潜、赵
师梅等百余人的教师团队，乐山时期
也成为学校历史上最为星光熠熠的阶
段之一。

武汉大学校友、著名作家齐邦媛
后来回忆起这一段学生生涯时提到，
一堂英诗课上，朱光潜读起 《玛格丽
特的悲苦》 一诗，动情地摘下了眼
镜，眼泪流下双颊，他合起书，快步
走出教室，留下教室中愕然的学生，
许久无人开口说话。

兵荒马乱的战时，武汉大学容得

下大师至情的眼泪。
这与王星拱多年的耕耘分不开。

早些年，王星拱曾在北大任教，深受
蔡元培思想自由、兼容并包思想的影
响。1928 年改建的武汉大学，在成立
之初便确立了教授治校的传统。王星
拱执掌武汉大学期间，依靠教授治校
的方式办学，主张学术自由，为武汉大
学在风云变幻的时代中守住了一片净
土，他的办学实践，也成为支撑武汉大
学长期发展的“里子”。

王星拱历任省立安徽大学、国立
武汉大学、国立中山大学三所学校的
校长，纵观这三个时期，除了一以贯
之地执着于大师、主张学术自由外，
他还尤其重视校舍、图书、仪器等

“面子”。
上世纪 30 年代初，武汉大学的

“面子工程”轰动全国。几年之内，
学校“平地起高楼”，在荒郊建起了

珞珈山新校舍。王星拱便是立排众
议、推进新校舍建设的筹备委员会中
的一员。一期工程完工后，政府的建
校款已用完，王星拱连夜奔走，多方
求助社会力量，继而完成了图书馆、
体育馆、法学院等大楼的建设，不仅
奠定了武汉大学发展的物质基础，也
在高校校舍建筑史甚至是中国建筑史
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对于学校的“面子”，王星拱的
主张是，适当的校舍不是奢侈，而是
必需。上世纪 20 年代，省立安徽大学
创建之初，王星拱给安徽省政府的报
告中便说：“唯此校基础薄弱，校舍
尚无，遑问其他用是？”后来，王星
拱在国立中山大学上任的第一天，就
到学生宿舍看望学生的居住情况。

现在人们在讨论高校该如何表里
如一时，或许几十年前的王星拱，已
经给出了答案。

王星拱：“面子”“里子”两手抓
王家源

回望教育家

他是中国第一位经济林博士，笃信经济林“见林”也要“见经济”

谭晓风：梨花深处“炼金士”
本报记者 赖斯捷 通讯员 邹敏

不久前，正是梨花雪白的季节，漫山
的清幽香气里，记者第一次见到谭晓风。

这位率先在世界上解决“中国梨自
交不亲和性”难题的中国第一位经济林
博士，已先于记者一行独自走入梨花深
处，拿着手机对着满树的白花拍个不
停。架在鼻梁上的眼镜滑落至鼻翼，他
毫不自知。

“看了几十年，还没看够啊？”记者
打趣问道。

“哎，你不知道，就算是同一山头，不
同年份的梨花，都不一样的！”谭晓风的
语速飞快，但他从随身包里掏出小镊子
拨弄花蕊的动作，却是又轻又稳。

40 年前，当谭晓风接到中南林学院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前身） 的录取通知书
时，内心一片迷茫。“经济林是什么？”第一
次听到这个专业，陌生、未知是谭晓风的第
一感受。

“我填的志愿是湖南师范大学数学系。”
家族世代务农，谭晓风想跳出“农门”当老
师。虽志愿未遂，但抱着“数学与经济有几
分关系”的念头，他还是走进了中南林学院
的经济林专业。

没承想，这竟误打误撞。
原来，数学对经济林来说是很重要的学

科。育种、栽种、养护⋯⋯常需要借助运算
公式来完成。

比如，怎样栽种更科学？在本科阶段，
谭晓风要学习通过计算亩与亩之间栽种的数
量、一亩地内不同品种树木的行间距、树木
的高矮等得出数据，综合分析后得出林木的
生长发育规律。

运算、统计、分析⋯⋯数年苦读，谭晓
风从本科读到硕士，完成硕士论文 《油桐栽
培密度及林分结构模式的研究》，发表于中
国林学权威杂志 《林业科学》，并在毕业后
留校任教。

然而，在论文数次发表于国内顶级学术
刊物后，谭晓风的研究进入瓶颈期。

“我们的论文无法获得国际一流学术刊
物的认可。”谭晓风说，当国内的经济林研
究仍在以“加减乘除”为主流时，欧美国家
已经开始进入基于生物学技术的经济林研究
领域。

上世纪 90 年代，生物技术风靡一时，
并逐渐进入经济林研究者的视野。1992 年
前往日本进修的谭晓风，感受到的便是一股

“基因热潮”。
谭晓风之前在书本上看到过基因工程，

但怎样才能将 DNA 提取出来并成功复制，
他并不知晓。

为早日学成，在日本，他成了“电视
迷”——每晚看电视到深夜，只为更快适应
日语环境；还是“单车狂”——为了去日本
森林综合研究所学组培技术，他每日骑单车
往返 40 公里，骑了个把月；更是“购书
狂”——归国前，他往国内寄了几大箱书，
光运费就花了 3000 多元人民币，对比当时
国内100多元的月收入，可谓天价。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日本的一年，谭晓
风学到三招：同工酶技术、基因技术和组织
细胞培养技术。回国不久，中国第一个经济
林博士点落户中南林业科技大学，谭晓风成
为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经济林博士生。

导师胡芳名和谭晓风一致认为，必须突破
用数学方法研究经济林生长发育规律、栽培技
术与产量关系的学术传统。对经济林研究领
域进行革命性变革的“钥匙”已浮出水面。

博士一年级，谭晓风论文开题。他的关
键词，锁定“银杏”和“分子”。

中国第一位经济林博士

在上世纪90年代的中国，运用
现代分子生物学技术开展经济林研
究，虽然属于“非主流”，但也不乏实
践者。银杏作为最古老的经济林树
种，成为研究者的首选对象。

一直关注相关研究的谭晓风和
胡芳名知道，中国学者始终未能突破
从银杏叶中提取DNA这一关。“既然
是第一个经济林博士，总要做一些没
有人做出来的事。”刚从日本开了眼
界、学了技术的谭晓风，在与导师商议
后，将“构建世界上第一张银杏分子遗
传图谱”定为研究目标。

从 1994 年到 1997 年，谭晓风
用3年时间“画完”了这张图。1997
年，谭晓风携博士论文《银杏RAPD
分子遗传图谱构建》参加答辩时，他
画就的世界第一张银杏分子遗传图
谱，也成为中国第一张林业分子遗
传图谱，这一成果得到 3 位答辩委

员刘筠院士、朱之悌院士和官春云
院士的高度评价。

在分子的微观世界里，谭晓风
闯出了一片“新经济林”。

山茶属植物的分子分类与分子鉴
别，建立中国第一个油桐种质基因库，
建立世界最大砂梨种质资源库⋯⋯随
着一系列研究成果的问世，谭晓风开
辟的以分子生物学为主的经济树种
微观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到学界重
视。由他编写的第一本农林院校林
学类专业教材《林业生物技术》，在全
国农林类高校得到广泛使用。

2001 年，谭晓风再赴日本。已
经掌握了纯熟分子生物技术的他，
有了更大“野心”。他之前做的工
作，已经为经济林树种保留、延续及
改良升级打下了坚实基础，“但不能
总停留在微观的世界里打转转”，谭
晓风的“野望”里，经济林研究既要

“见林”也要“见经济”。
将“梨的自交不亲和性”确定为

此次赴日研究的主课题，便是这种
思路引导下的选择。“近亲结婚不结
果”，是当时困扰包括梨树在内的众
多果树研究的瓶颈问题。这个问题
不解决，从栽种算起，果农要先等
3—4 年让不同品种梨树杂交配对
结果，再经 3—4 年育种期，才能有
收益。这对产业发展极其不利。

早在 1991 年便往返国内 19 个
省份、着手收集梨的种质资源研究
材料的谭晓风，在此次访日期间又
发现了一批新的自交不亲和基因，
同时收集了大量文献资料。归国
后，他与中国农科院果树所、郑州果
树所联合开展“中国梨自交不亲和
性研究”，取得重大突破。运用新技
术，只需剪下一片树叶，进行基因检
测，等个几天，就能知道结果。

这项名为“南方砂梨种质创新
及优质高效栽培关键技术”的科研
成果，彻底改写了砂梨教科书，从根
本上扭转了南方砂梨长期不能形成
产业、北方梨一统天下的局面。自
南方有砂梨栽种以来，需要经过漫
长的选种育种周期才能确认哪些品
种可以一同栽种的历史，自此结束。

谭晓风由此获得 2011 年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有了技术后，他主动找到自然
条件特别适宜种植砂梨的湖南省浏
阳市大围山镇，帮助当地建起 4 万
余亩绿色果品基地。制订技术操作
规 程 ， 申 报 “ 中 国 绿 色 A 级 水
果”论证，申报农产品地理标志产
品，为水果合作社建立信息网络平
台⋯⋯

从大围山出发，短短 5 年，南
方砂梨种植区域扩展到 200 多万
亩，累计新增产值 43.06 亿元，新
增利润 22.38 亿元。忙前忙后的谭
晓风，成了无数果农口中的“荣誉
村民”。

在“分子”世界闯出“新经济林”

2016 年，谭晓风受聘为湖南省
政府参事。在成为政府“智囊团”一
员后，谭晓风提出的第一条建议便
是“将油茶列为解决国家实用植物
油安全的主要作物”。

中国幅员辽阔，耕地面积却只有
18亿亩。在解决近14亿人口的吃饭
问题后，能用于栽种油菜、大豆、花生
等油料作物的耕地所剩无几。

统计数据显示，我国实用植物
油年生产量不到1000万吨，年消费
量却高达 3600 万吨，大量依赖进
口。这显然不是解决国家粮油安全
的长久之策。

油茶是山地林木，不需占用耕地
便可栽种。湖南是油茶之乡，种植面
积占全国的三分之一强，产量占全国
总产量的44%。但几十年来，油茶产
业发展困难重重，产量低是最主要原
因。经过4年的栽培周期后，油茶才
会结果，且每亩地所结果实榨出的成
品油很难超过10公斤。

油茶属“自交不亲和”树种，从
古至今，它的栽培就处于“随机”状
态——一亩地里，种多少品种、种哪
些品种，会不会结果、能结多少果，
并无规律。前期投入大，收益等 4
年，而且收益完全“随机”——这让
众多油茶种植户心神不宁。

专注油茶研究 30 余年的谭晓
风，对农户的窘境再熟悉不过。他
想做些什么，可内心也有几分忐
忑。上世纪90年代后，经济林领域
研究进入低潮期。谭晓风收集的油
茶、油桐等基因库种质资源损失殆
尽，从各地甄选的 100 多个优良单
株（家系）全部损坏⋯⋯望着自己的
科研积累就这么消失，谭晓风痛心
之余，内心一片迷茫。

何去何从？
油茶是优质健康的植物油；油

桐是重要的生物质能源；木本淀粉
用于浆布，可节约粮食；全国 6 亿多
亩经济林，可释放大量氧气⋯⋯国

家粮食安全、植物油安全、能源安
全、生态安全等方面，经济林有重要
意义；它还是众多果品、药品、生活
用品和工业原料的来源，更是农村
山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好帮手⋯⋯

思前想后，在经济林的重大意
义面前，谭晓风慢慢坚定了自己的
选择。1996 年、2001 年，谭晓风先
后申请两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
题，全部聚焦于油茶，以推动相关研
究持续开展。

2006 年，国家“十一五”科技支
撑计划恢复经济树种研究，并增列经
济林研究课题。其下的油茶栽培专
题，由谭晓风主持研究。2009年，科
技部设置国家“十一五”科技支撑计
划油茶专项，谭晓风主持其中的“油
茶可持续丰产栽培技术研究”课题。

春天终于到来了。谭晓风团队
最终从几百个品种中优选、培育出
3个大果油茶品种。

“看，这是农户刚发来的照片！”

谭晓风的手机上，一筐油绿油绿的
油茶果颗颗均匀饱满，磅秤的指针
显示 20.25 公斤。这还只是单株产
量，按鲜果含油率 5.5%算，一亩能
产油82.4公斤。

继培育出油茶优良品种后，谭
晓风团队又研发出生草栽培技术、
高接换冠技术等油茶栽培新技术。
湖南已制定到 2020 年力争实现油
茶产业综合产值 1000 亿元以上的
目标，谭晓风团队的技术将有力助
推这一目标的实现，而他更大的愿
景是，“通过湖南辐射全国6400万
亩油茶种植基地，使我国的食用植
物油安全更有保障”。

油茶、油桐、梨、银杏、山苍子、刺
梨、香榧⋯⋯经济林里，谭晓风的研
究还有很多。“太行山上新愚公”李保
国，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获得者陈永
忠，国家桉树研究中心主任谢耀坚，
中国林科院经济林中心副主任乌云
塔娜⋯⋯全国经济林领域的200多
位博士，有30位出自“谭门”。

“误打误撞”走入经济林，一
晃已是 40 年。谭晓风说，自己不
会停歇，仍将大步走入梨花深处。

推动“经济林”向“安全林”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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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谭晓风荣获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

◀谭晓风在观察自己培育的油茶
大果良种“华硕”的结实情况。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供图

当父亲的都希望儿子有胆量，为此很
多父亲都会找机会练儿子一练，练出一身
虎胆龙威。

李先生就是这么一位父亲。他是一名
大货车司机，他决定结合自己专业，练出
儿子的胆量。

在高速上，他把方向盘交到儿子手
中，“开吧，儿子，练胆量！”

儿子果然胆量过人，一气儿开了300
公里，一直开到了收费站。

可是李先生却没为儿子的胆量露出慈
祥的微笑，反而手忙脚乱地跟儿子在狭小
的驾驶室里闪转腾挪，自己坐到了驾驶座
上。

李先生之子，未满18岁，无驾照。
执勤交警看见这辆大货车的驾驶员面

孔如此年轻，心生疑窦，遂要求他们下车
接受检查。

这才有了李先生与儿子上演乾坤大挪
移的一幕。

看来什么时候该有胆，李先生不是很
清楚，但什么时候该认怂，李先生倒是个
明白人。

结局？李先生和儿子双双违法，接受
处罚。

不知道儿子会不会斗胆问爹一句：
“下次咱们还这样练吗？”

本期点评 高毅哲

练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