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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家

张洪程
（中） 在田
间指导研究
生 开 展 科
研。
扬州大学

供图

1975年大学毕业留校工作，2015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2018年第三
次以第一完成人身份获国家科技进步
二等奖。45年来，扬州大学农学院教
授张洪程专心只做一件事：问“稻”。

青丝变白发，不改的是问“稻”
的痴迷与执着，不改的是自己作为农
业科技人员，心系天下粮仓的责任担
当。

绘就田间“天女散花”图

黄昏时分，夕阳的余晖给广袤的
田野镀上了一层夺目的金色，远远地，
一位老农牵着耕牛走来……“太美了！”
一位金发碧眼的外国专家赞叹道，“在
中国，我又看到了一种原始美。”

时隔40年，张洪程回想起这一
幕，依然感到心痛，作为当时的陪同
外国专家考察组成员之一，那刺心的
痛使他常常陷入不堪的回忆。水田、
老牛、铁犁，中国农业就是这样静静
地、一成不变地耕耘了几千年，“锄禾
日当午，汗滴禾下土”，农民的辛劳从
唐诗宋词里穿越千年一路走来。农业
太重要了，它是经济的命脉；种田却
又太苦了，苦得人无处可逃。

出身农家的张洪程对农业劳作的
辛苦有着深切体会。他常说：“我是农
民的儿子。父母田间辛勤的劳作，供
养我完成学业，今天我从事的又是农
业科学研究，我对农民、农业、农村
有着与生俱来的深厚情感。”

让中国农民直起腰板，从繁重的
劳动中解脱出来，这是进入社会主义
建设时期我国农业亟待解决的重大课
题。1975年，大学毕业留校开始从事
农业科研的张洪程，第一个研究课题
就对准了农业的轻简化。

上世纪80年代中期，分布在江苏
大江南北的22个县市几乎同时展示了
一幅美丽的田间“天女散花”图：农
民沿袭了千百年的弯腰插秧劳作被一
项新型抛秧技术所替代。过去面朝黄
土背朝天、一粒汗珠摔八瓣的农民，
如今可以潇洒地站在田埂上抛撒秧
苗，不仅省时省力，而且秧苗成活
快、产量高。

这一新型技术的集大成者就是张
洪程。他率先阐明抛秧稻生物学特
性，揭示了高产形成规律，创立了适
应不同种植制度的小、中、大苗配套
的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结束了农民千
百年来弯腰栽秧的历史，提高了劳动
生产率。这项成果处于国际领先水
平，在全国推广应用逾亿亩，取得巨
大的社会经济效益。

1986年，张洪程又牵头建立“新
型耕作栽培技术的研究与应用”课题
组，课题组大胆地提出：用以少免耕
为基础的一整套新型栽培技术代替传
统的精耕细作，实现农业的持续发
展。这在当时无疑是石破天惊的想法。

无数怀疑的眼光投向了当年才35
岁的张洪程。自上个世纪40年代美国
学者提出了少免耕这一现代农业的全
新观点以来，该技术一直未能在我国
普遍推广。原因在于，少免耕在一些
地区造成地力损耗、草害猖獗、作物
产量不高不稳，这像三道难以逾越的
鸿沟横在了人们的面前。

张洪程课题组决意向它发起挑
战。这一课题研究是新中国成立以来
江苏省组织的规模最大的一次农业科
研大会战，全省22个科研单位、500
多名技术人员组成了多层次协作攻关
队伍，把项目分解为两大课题与几个
子课题，著名农学家凌启鸿教授担任
技术顾问。作为江苏省“七五”攻关
课题最年轻的主持人，张洪程带领课
题组成员在全省各个农区做了大量的
试验，测定的数据资料放满了20多
箱，分类装订成55卷。

多年的开拓、多年的耕耘、多年
的苦战，换来了一系列重大突破。该
研究率先在江苏不同农区建立了以少
耕为主体，少免交替、定期耕翻的轮
耕新体制，创建了简化、省力、节
能、高产、高效的配套栽培技术，至
1992 年成果报奖时，已在苏、皖、
沪、浙、赣推广6600多万亩，亩节工
22.5%，亩增产 12.7%，增粮 355 万
吨，增加经济效益30多亿元。1993
年，该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攻克“卡脖子”难题

近10多年来，“鱼米之乡”的江
苏，水稻生产亮点频出：连续多年刷
新稻麦两熟条件下的水稻亩产纪录；
机插稻单产水平和应用面积，都在全
国水稻主产省份中居于领先地位……
这一系列骄人成绩的背后，倾注了张
洪程的巨大心血。

2002年至 2004年，国家连续3
年出现粮食总面积、总产、单产滑
坡。为此，有关部门联合组织12个粮
食主产省，立足东北、华北、长江中
下游三大平原，围绕水稻、小麦、玉
米三大粮食作物高产高效目标，启动
实施了国家粮食丰产科技工程。

承担其中江苏水稻项目的张洪程
带领同事，从项目顶层设计到总体实
施方案、重点试验设计等一整套计划
的制定，再到关键技术的攻关突
破，不知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
他把水稻丰产高效研究作为项目实
施的龙头，在兴化、姜堰、高邮、
如东、东海等不同生态区实施百亩
攻关试验，和同事们不断在实践中
探索水稻高产生育规律、肥水高效
利用机理与定量化管理，以这些关
键创新为基础，创建形成了水稻丰
产定量化栽培技术体系。项目组提
出的“精苗稳前、控蘖优中、大穗
强后”超高产精确定量栽培模式，在

姜堰、兴化先后创造了稻麦两熟制水
稻亩产903公斤、937公斤的超高产
纪录，在全省多地连续多年实现亩产
800公斤以上纪录。

该成果被专家鉴定认为处于国际
领先水平，较好地实现了高产与优
质、高效、生态、安全的协调统一。
此项技术被确定为全国水稻生产主推
技术，在全国20多个省市示范推广，
仅 2008—2010 年 ， 苏 、 皖 、 赣、
黔、滇、渝累计推广9918万亩，增产
640 万吨，增效 160 多亿元。2011
年，该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进入本世纪以来，中央政策多次
强调“要着力解决水稻机插等突出难
题”。水稻机械化栽培是实现农业现代
化的必由之路，“当前传统机插栽培在
南方多熟制地区，普遍存在苗小质弱
与大田早生快发不协调、个体与群体
关系不协调、前中后期生育不协调等
严重问题。”张洪程说，这些“卡脖
子”难题不解决，我国水稻栽培机械
化的步子就迈不大。

从2004年起，张洪程带领团队联
合南京农业大学、安徽省农业科学院
等组成攻关组，历经11年攻关研究，
创立了适应多熟制地区的毯苗、钵苗
机插高产优质增效栽培技术新体系，
项目成果“多熟制地区水稻机插栽培
关键技术创新及应用”获2018年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

针对粮食作物生产中长期存在的
劳动力紧缺、生产成本高、作业质量
差等问题，2008年以来，张洪程组织
作物栽培、农业机械、智能控制、软
件信息等领域专家，农业装备生产企
业及一线农技人员，继续开展联合攻
关，前后投入2000多万元，矢志研制
智能化、无人化、多重复式耕播先进
装备。

十年磨一剑。张洪程团队最终攻
克了机械装备设计制造、信息控制精
准施肥等多方面技术难题，并应用北
斗导航等技术，研制出了能一次性完
成施基肥、深旋耕、精确播种等九道
工序的无人驾驶联合耕播作业机。

“中国稻麦等粮食作物播种面积超
过1.12亿公顷，粮食生产长期存在劳
动力紧缺、生产成本高、作业质量差等
问题。无人驾驶联合耕播作业机投入
使用后，每亩地的生产成本可降低
120—150元，效率提高20%，节约人
工2—3人。”张洪程介绍说，该作业机
批量投入使用后，将大大推动中国农业
向现代化、智能化、高效化发展。

“我们的泥腿子教授”

生于江苏南通的张洪程，家乡原
来是棉区，家家户户纺纱织布，他父
亲从种棉花到纺纱织布都亲手操持，
大年初一都在纺纱。张洪程从小学开
始，回家就要割羊草、猪草，对农活

一点儿都不陌生。
作为农民的儿子，跳出“农门”

后，张洪程又从事农业科技的教学、
研究和推广，始终带着一份献身“三
农”的厚重情怀与抱负。种田苦，从
事农业科研更苦。张洪程长年累月奔
走在乡间田头。每逢育秧、移栽等关
键农时，他既要指导各县市基地生
产，又要做好专题攻关试验示范，下
地时间比当地农民还早。他每下一次
田，衣服都湿透一次，可以挤得出
水。有一次，他在田间中暑，在树荫
下休息半小时后，又坚持赶往下一个
基地。当地农民心疼他：“张老师太辛
苦了！”

扬州东郊湾头乡田庄村的村民
们，习惯称张洪程为“我们的泥腿子
教授”。自上世纪70年代后期起，张
洪程在这里度过了10个春秋。清晨，
当人们还在酣睡时，他已骑着自行车
赶往5公里外的田间，在试验田里一
待就是一天。有段时间，繁重的工作
压得他面黄肌瘦，身体虚弱，医生叮
嘱他“劳累过度，注意休养”，可他把
病假条往口袋里一揣，又踏上了去田
庄的路途。

1991年，长江中下游地区发生严
重洪涝灾害，农业生产遭受毁灭性的
灾难。受省有关部门的指派，张洪程
连夜赶赴受灾最严重的兴化、宝应等
地救灾，刚一下车，来自四乡八邻的
乡亲们便围住了他，急切地来讨个

“方子”。张洪程经过调查，认为根据
气温光照条件，重新耕种已经赶不上
季节，不会有收成，他果断提出，加
强肥水管理等一系列补救措施，将灾
害降低到最小的程度。事实证明他的
判断是完全正确的，这个判断来自他
的丰富学识，也来自一名农业科技工
作者强烈的事业心和责任感。

夏种秋收，寒来暑往。熟悉张洪
程的师生们都说，除了上课，张老师
不是在试验田里，就是在赶往试验田
的路上。他的足迹遍布全国水稻主产
区10多个省市。每逢水稻生长期，他
都要携带资料，乐此不疲地奔波于各
省基地。路途遥远，他常常在车上见
缝插针打个盹儿、眯一会儿，于是一

条薄被就成为他出差必带的随身物品。
1998年5月1日，张洪程作为全

国教育系统劳模被邀请参加在北京举
行的观礼活动，但这一天，他却和研
究生们泡在了农田里。他说：“人误地
一时，地误人一年。农民种田很辛
苦，在庄稼生长的关键期，我怎能离
开！”

师生协同惠乡亲

1.01的 365次方=37.78，而 0.99
的365次方=0.0255。

每年新生入学，张洪程都要为他
们演算这个算式。他要告诉大家的
是：这是每天努力一点儿和每天偷懒
一点儿的区别。每个人要作百分之一
百零一的付出，累积起来，必有大
成。同时，他又和学生们约法三章：
既然立志学农，就要全身心投入、全
天候付出。他说，我们都出生于农
村，是农家子弟，农业的落后、农民
的辛苦都是我们从小亲身感受到的，
要珍惜学习机会，立大志成大才，以
发展国家农业科技、促进天下丰足为
己任，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小家的丰裕。

为了鼓励学生勇于科技创新，他
将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学院考察时
关于科技创新的重要讲话，制作成大
幅海报张贴在每个实验室和教室，让
总书记“科技强国”的要求变成学生
们努力学习、不断攀登科学高峰不竭
的动力。他还在自己主持的课题组设
立科技创新奖，用来奖励那些在学术
上有较大创新和取得突出成绩的学生。

学业上他是一位严师，在生活
中，他却像关心学生冷暖的慈父。他
特地在实验室内为来自农村家庭贫困
的学生设立了助研的岗位，让学生可
以通过劳动获得较好的生活保障。硕
士生王亚江和孟天瑶曾因病住院治
疗，他在繁忙的教学和科研中抽出时
间前往看望，嘘寒问暖，让孤身在外
求学的学生感受到了贴心的关怀。平
时田间试验的时候，学生们早出晚
归，难免有赶不上饭点的情况，他总
是提前订上工作餐，生怕亏待了他们
的身体。

他身体力行地投入到教学第一
线，作为扬州大学作物栽培学与耕作
学学科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从学
科培养方案、精品课程建设到教学、
科研、人才培养目标等，他都亲自进
行顶层设计、具体规划和细致编订。
他还承担本科生“作物栽培学”“农业
标准化”、硕士生“作物栽培学与耕作
学进展”、博士生“现代作物生产理论
与技术进展”等课程的教学，不断进
行教学改革的探索和实践。

2003—2008 年，针对课程教学
重理论轻实践等状况，他对教学体系
进行整体性改革与优化，逐步形成了
理论与实践教学并重、互为衔接、有
机结合的“三段教学模式”。2008
年，他承担的作物栽培学入选国家特
色精品课程。他参与主编的面向21世
纪课程教材《作物栽培学各论（南方
本）》获中华农业科教基金会优秀教
材奖，编著的 《农业标准原理与方
法》是我国第一本系统论述农业标准
理论的专著，主编的高校国家规划教
材《农业标准化概论》是我国农业标
准化方面的第一本高校教材，获江苏
省教学成果二等奖。

农业科研人员的实验室在农田，
教室也在农田和各种项目里。多年
来，张洪程把实验室与校外基地研
究、示范和人才培养有机地结合起
来，先后培养了100多位硕博士生。
他每年都要安排学生轮流在苏、皖、
赣等基地蹲点，换了一茬，又接上一
茬，师生协同把论文写在广袤的大地
上。他培养的学生既基础理论扎实，
又吃苦耐劳，动手能力强，成为人才
市场的“香饽饽”。多年来，他的学生
分布在国家各级农业管理部门和科研
院所，不少已成为科研、管理的骨干
或领军人才。

汗洒田间惠乡亲，春华秋实问收
成。一年年奔走在田间垄上，最期待
的当然是秋收时节。每逢金秋，来到
实验基地，站在长风浩荡的田野上，
被大片大片金黄饱满的稻穗簇拥着，
张洪程神色淡定，脸上总会不由自主
地漾起微笑，这笑容像穗弯，也像个
谜面。

致力技术创新，扶直农民的腰，唯愿种田不再劳苦

张洪程张洪程：：问问““稻稻””四十载四十载
通讯员 吴锡平 本报记者 董鲁皖龙

“人民健康是民族昌盛和国家富
强的重要标志”。党的十九大就实
施健康中国战略作出了一系列重大
部署。

如何让职教事业健步如飞而又蹄
疾步稳？怎样在健康中国战略中彰显
职业教育的使命担当？

近年来，漳州卫生职业学院以健
康中国战略为引领，秉持“厚德、励
志、笃学、尚能”的校训精神，紧握
立德树人的“方向盘”、夯实实践育
人“主阵地”、激活志愿服务“大引
擎”，强根基、搭平台，塑特色、创
品牌，志愿服务、立德树人，实践育
人、本固枝荣，走出了一条具有漳卫
特色的卫生健康职业人才培育之路。

厚植优势，精准对接健康中
国战略

创办于1934年的漳州卫生职业学
院，已经走过了80多年的办学历程。
80多年来，学院一路奋斗、一路高
歌，始终坚守为党为国培育高质量
卫生健康人才的初心和使命，以立
德树人为根本，以服务发展为宗
旨，以促进就业为导向，以提高质量

为核心，以改革创新为驱动，强化职
业精神与职业技能高度融合，构建

“三全十育人”的育人体系，为医
药、卫生、健康产业提供了强劲的技
术和人才支撑。

随着健康中国战略的实施，健康
产业迅猛发展，卫生职业教育也迎来
发展的“黄金期”，大力培养卫生健
康产业人才已经成为全社会的共识与
行动。

怎 样 才 能 精 准 对 接 健 康 中 国
战略？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紧抓这一创新
发展的历史机遇，将志愿服务深度融
入健康中国战略，形成了“一二三四
五”的实践育人新格局。

学院坚持立德树人的“一个根本
任务”，重点围绕人才培养、社会服
务“两个中心”，运用产教融合、校
企合作、工学结合“三个机制”，满
足师生教学相长、教学改革创新、社
会发展进步、维护人民健康“四大需
求”，实现政、校、行、企、网“五
方联动”，打造专业化、多元化、常
态化的实践育人体系，全方位提升学
生的专业素质、实践能力、创新精神
和人文素养，着力培养具备浓郁“漳

卫味”的“五有”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

夯基垒台，精心构建实践育
人生态

怎样才能培养实践能力强、具备
家国情怀、服务健康中国的高素质技
术技能型健康人才？实践证明，实践
育人是关键一招。

学院紧紧围绕《关于加强和改进
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意
见》、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等
会议精神，全面贯彻落实立德树人
根本任务，统筹推进实践育人，大
力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新
格局。

学院通过专业课实践教学、社会
实践活动、创新创业教育、志愿服
务、军事训练等，着力培养学生的
实践能力、创新创业意识和社会责
任感。

学院成功打造了“漳州市医药卫
生职业教育联盟”，为实践育人提供
了重要的平台。

学院建成了16个近10万平方米的
实训基地，50亩集教学、科研、实践
于一体的药用植物园，开办了附属口

腔医院、医学检验所、国医馆等。
全真的实训环境，产教的深度融
合，让学生实现了毕业可就业的无缝
对接。

学院以专业群为依托，构建了1
个协同创新中心、4 个校级科研平
台、12支科研创新与科技服务团队，
有效利用社会资源共建漳州市现代中
药重点实验室多个实践基地，打造了
精英健康人才的生态“孵化器”。

多年来，学院集聚的“实践育
人”优质资源和要素，为培育高质量
卫生健康人才蓄积了强大的势能。

彰显特色，高标塑造志愿服
务品牌

志愿服务是实现实践育人、立德
树人的新平台。

学院整合院系、校内外资源优
势，以医学特色社团为支点，开展

“一系一品”志愿服务特色项目，将
志愿服务与专业实践进行深度融合，
推动志愿服务项目朝着专业化发展，
充分发挥其育人功能。

以传承传统中医药文化、传播全
民健康理念为核心的“健康中国 从

小做起”系列亲子活动，每年举办80
余场，服务群众约3600人次。

学院暑期“三下乡”实践活动深
入农村、社区，开展专业义诊、健康
知识普及、文化以及自然资源保护等
活动，涵养了学生的社会责任感和使
命感。

同时，红十字特色志愿活动涵盖
5项特色志愿服务，每年举办110余场
次，服务面向3万多名群众。

以服务全民健身运动和大型国际
活动赛事为主的运动健康防护志愿服
务活动，为来自世界各地的运动员提
供推拿、针灸、理疗等运动健康防护
保障服务。

滋兰树蕙，潜心培育漳卫万
千英才

多年来，学院的志愿服务和实践
办学赢得了社会的充分肯定和广泛赞
誉。“健康中国 从小做起”系列亲
子活动场场爆满，受到漳州记者在
线、《闽南日报》等多家媒体关注。

“知行合一、爱心医疗服务团在
行动”暑期社会实践项目，连续3年
喜获全国“千校千项”成果遴选“更

具影响好项目”，连续8年获评福建省
大中专学生志愿者暑期“三下乡”社
会实践活动优秀团队。

学院连续两届被授予“全省无偿
献血先进单位”，还荣获了“全省红
十字爱心公益单位”“全省红十字模
范校”等荣誉称号。

学院实践育人硕果累累，涌现出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福建省首届最
美大学生、福建省励志先锋等多名优
秀学生代表。

学院连续9届荣获福建省级“文
明校园”，成为福建省 4A 级平安校
园，先后获得福建省“五一劳动奖
状”、福建省巾帼文明岗、福建省优
秀教工之家等荣誉称号，连续3年获
得福建省高校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

“一‘马’当先”知识竞赛团体一、
二、三等奖。

潮平两岸阔，风正一帆悬。漳州
卫生职业学院通过“一二三四五”实
践育人新模式，持续擦亮志愿服务特
色品牌，潜心培养有理想、有技能、
有文化、有市场、有贡献的“五有”
医学人才，成功打造出职业教育实践
育人的“漳卫”特色。

（刘壮壮 陈 薇 张致成）

漳州卫生职业学院

志愿服务塑品牌 立德树人育英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