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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3 年的一天，从内蒙古师范大
学毕业后留校工作的郑连斌“泡”在
图书馆里看书。当随意翻到一本 《中
国八个民族体质调查报告》 时，他眼
前一亮。这本由复旦大学和上海博物
馆专家在云南及周边地区做了 8 个民
族的体质测量后写的书让他动心了：

“这项工作我也能做。”他随即联系复
旦 大 学 从 事 这 方 面 研 究 的 教 授 夏 元
敏，开启了民族体质人类学研究的科
研“长征”。

“8000元，这是我的第一笔科研经
费。”郑连斌回忆。上世纪 80 年代末，
他用这笔当时堪称“巨款”的经费，花
了三年时间跑遍了内蒙古110多万平方
公里区域内的所有民族聚集地，对蒙古
族进行体质测量。火车、汽车、马背，
是他必不可少的交通工具；弯角规、直

角规、马丁尺，是他行囊中的常备工
具；干燥、风沙、严寒，是他每一段路
途中形影不离的“伙伴”⋯⋯在这样艰
苦的研究条件下，郑连斌开展了国内首
次全面针对蒙古族的体质人类学研究，
完成了对四个民族青少年生长发育、营
养状况、优势眼以及眼部特征、耳部特
征、听觉阈限等一系列指标的测量与调
查。

自此，郑连斌开始了中国民族体质
研究的漫漫征程。

1997 年，郑连斌调入天津师范大
学工作，组建了天津师范大学人类生物
学团队。此后，天津师范大学和内蒙古
师范大学两个人类生物学团队紧密合
作，将研究对象从内蒙古自治区诸民族
逐渐扩展到全国范围的族群，先后开展
了“内蒙古 7 个民族 18 项指标的人类

群体遗传学研究”“中国僜人、克木人
等 6 个人群的体质人类学研究”“中国
11 个少数民族体质特征的人类学研
究”三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2009 年，由天津师范大学牵头，
郑连斌带领团队启动了我国有史以来最
大规模的汉族体质调查。为了尽量保证
数据的“典型”性，团队刻意避开了北
京、上海等人口流动大的城市，而是以
方言特征做大致分类，深入到各省份中
小城市和农村，对在当地世居三代、身
体健康的汉族成年人分年龄组进行测
量、调查。

从东部的浙江、福建，到西部的
西藏、甘肃，从南边的广东、广西，
到北边的黑龙江、吉林，团队在 22 个
省份设置测量点，历时 4 年，测量了
2.7 万余名“典型”汉族人。通过调查

获取可观的数据，团队完成了规模浩
大的汉族体质人类学研究。这不仅破
译了汉族人体质“密码”，还为生物
学、遗传学等学科的研究提供了强大
的数据支持。

这项调查的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建立
数据库，在调研过程中，团队解决了很
多以往学界存疑的问题。譬如，他们通
过数据搜集和分析发现，维吾尔族主流
上属于东亚人种，该成果发表于 《中国
科学》 期刊。

“除此之外，我们还为国家生产领
域提供最基础的人体数据。比如说，
生产衣服、鞋帽的尺寸确定，各类学
校里教室的高度设置，等等，这些都
与个体数据密切相关。”谈起自己热爱
的体质人类学，郑连斌眼睛里充满了
深情。

与体质人类学结缘

“团队里他年纪最大，但最能吃
苦，常常令我们自愧不如。”

“他的腿受过伤，但不管多难走的
路，他永远走在最前面，让我们年轻人
都甘拜下风。”

⋯⋯
这是团队成员对郑连斌的评价。
天津师大生命科学学院教授宇克莉

忘不了，2016 年夏天团队前往西藏墨
脱寻访“门巴人”的惊险遭遇。墨脱曾
经是全国 2100 多个行政建制县中唯一
不通公路的县，如今虽然通了路，但只
有越野车才能保证安全通行，大家好不
容易找到了越野车，却没想到在半路上
遇到了塌方将路阻断。

“那条路是从半山腰上硬凿出来
的，下面几十米全是悬崖，悬崖下边就
是水流湍急的雅鲁藏布江。”宇克莉回
忆说，当时大家都吓坏了，有的学生甚
至吓哭了。郑连斌也犹豫着到底该怎么
办，是打道回府还是继续前行？和当地
的村民们一联系，得知他们已经在村子
里集合，甚至自发地排好了队，大家一
致决定走着去村里。

郑连斌和大家一起翻过 2 米多高的
落石，背上测量仪器，走了两个多小时
的山路后终于抵达目的地。他们来不及
休息便立即开始工作，为100多名门巴
人进行了测量，直到下午4点才吃上一
口午饭。

离开墨脱，团队前往日喀则地区。
在中尼边境上有一个独特的族群——夏
尔巴人。他们世居深山老林，过去几乎
与世隔绝，后来因为给攀登珠穆朗玛峰
的各国登山队当向导而闻名于世。郑连
斌带领团队来到了定结县陈塘镇，对夏
尔巴人进行体质测量。

说是镇，大家还是被陈塘镇的位置
震撼了——这是被重重叠叠的高峰巨壑
阻隔着外界文明的喜马拉雅山脉深处，
是珠峰东南侧的原始森林地带，路途之
艰险令人心惊。

“夏尔巴人都住在山顶，车到半山
已经上不去了，大家只好开始爬山。”
团队成员、天津师大生命科学学院教师
张兴华回忆道，虽然垂直距离只有400
多米，但大家在这条危险崎岖的山路上
足足爬了一上午才最终到达，“你都想
不到，第一个登顶的竟然是郑老师。”

艰苦的条件丝毫没有影响工作进
度，他们在相同的工作时间内能比别的
团队采集更多的数据，因此常有人向郑
连斌“取经”，郑连斌也会无私地分享
经验。

“我有一套自己的工作方法。”郑
连斌说，这是自己多年野外组织测量
工作积累下来的宝贵经验。如何与当
地政府沟通、挑选什么样的联络人、
住宿的地址选在什么位置、怎样安排
路 线 和 时 间 ⋯⋯ 郑 连 斌 心 里 都 非 常

“有谱”，这也是他为什么坚持要和大家
工作在第一线的重要原因。

关于郑连斌独特的工作方法，宇克
莉至今记得 2015 年在泸沽湖畔为摩梭
人做体质测量时的情景，“当地已经是
非常热门的旅游地，摩梭人都在忙着挣
钱，没空搭理我们”。就在大家一筹莫
展的时候，郑连斌反而乐呵呵地带着大
家开始“观光”。等到夜幕降临，摩梭
人开起了篝火晚会，郑连斌赶紧带着大
家“卖力”地唱歌、跳舞，和当地人相
处得很愉快。第二天，摩梭人三三两两
来到测量点，所有工作得以顺利进行。

团队成员、天津师大体育科学学院

教授包金萍则对郑连斌的小心谨慎印象
深刻：“每次调研回来的路上，他都自
己亲自负责背着调研数据资料，夜里在
卧铺睡觉的时候，就把数据资料压在枕
头底下。”

“钱可以丢，数据不能丢啊！”这是
郑连斌经常说的话，“那些数据，是大
家克服多少困难，一点儿一点儿测量搜
集来的，是我们最宝贵的财富。”

他是最能吃苦的“领头羊”

团队里的研究生们都记得，加
入团队之初，郑连斌会给他们“打
预防针”，告诉他们开展田野调查时
条件非常艰苦，要做好心理准备。
有的学生会说：“郑老师，我不怕
苦，我从小在农村帮父母干农活，
田野调查不在话下！”然而，做调查
回来后，每个人都会对他感慨：“郑
老师，我真没想到会是这么苦！”

在贵州凯里望坝村做数据采集
时，因当地生活条件极其艰苦，身
高近1.8米的郑连斌只能躺在一张不
到 80 厘米宽的床板上休息，连续三
个晚上他“动也不敢动”。

在四川平武做调查时遇到了罕
见的暴雪，大家只带了春秋穿的衣
服，郑连斌冻得“身体完全没了感
觉”；在云南楚雄又遭遇了连日阴雨，
大家只能在雨中完成测量，又得知下
一个目的地的铁路已经中断⋯⋯

但不管条件多么艰苦，郑连斌
都始终保持着积极乐观的心态。“这
些都是小事”是他对大家说得最多
的话。

团队里的研究生宋晴阳每次外
出参加调查，在劳累了一天之后最
喜欢做的事，就是躺在床上看郑老
师在朋友圈里发的“游记”。她还记

得郑老师这样描述在新疆工作时的
状态：“西域大道测维族，秩序井然
工作忙。日半测完二百余，工作顺
利好还乡。漫漫戈壁飞驰过，长城
垛口迎朝阳。人生苦短皆行客，难
留史册写数行。不如背包四海走，
看遍落霞心舒畅。”

“再难再苦的工作，郑老师都能
用洒脱的笔触描绘出来，我们也受
到他的感染，乐观地面对困难，积
极投身到调研工作中。”宋晴阳说。

研究生向小雪从郑连斌身上受
益最深的，是他严谨的工作态度。

“每次调查中，他都会认真监督每一
个人的测量，以尽量避免出现误
差。他让我们明白，科学是严谨
的，搞科研的态度必须是严肃认真
的。”

郑连斌的敬业精神也深深影响
着团队的每一个成员。

2019年，团队开展了“中国56
个民族的表型调查”，随后开始筹备
出书。然而 2020 年 8 月，郑连斌的
身体出了问题，去医院做检查被高
度怀疑是癌症。在做完穿刺等待结
果的 5 天住院时间里，郑连斌每天
还是会在工作群里准时出现，给大
家安排出书的各项工作，提出注意
事项。只有宇克莉等少数人知道郑
连斌的状况，看到他忘我的工作状
态，心里很难受。还好最终检查结
果出来，是一场虚惊。

传统的体质人类学近年来受到
冷落，因为研究人员必须下苦功夫
做调研，而影响因子高的期刊又不
接受这类论文，所以需要耐得住寂
寞，甘心坐冷板凳。郑连斌用自己
的言传身教告诉大家，要“有耐
心，不计较，用一个个扎实的数据
来说话”。

一分耕耘一分收获。在由中国
科学文献计量评价研究中心发布的
高校人文社科学者期刊论文排行榜

（2006—2018） 的社会学学科排名
中，郑连斌的论文影响力位列第一。

郑连斌从事民族体质人类学研
究田野调查的行程已超过 30 万公
里，他的足迹遍布全国 22 个省份、
200 多个村庄。如今，本可以退休
在家享受天伦之乐的郑连斌仍然与
年轻人一起爬高山、涉险滩，在大
山里，在边境线，在一个又一个散
落在地图上的小村庄从事着他喜爱
的体质人类学研究。

为什么不愿意离开？郑连斌说：
“拥有五千年文明的中华民族还缺少
一份完整的、可靠的、属于我们自己
的身体数据。我既然从事了这项研
究，就有责任来完成这个任务。虽然
工程浩大，但我还是想坚持下去。”

言传身教自树树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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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12 月 9 日，“2019 年度
‘中国大学生自强之星’”名单揭晓，
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宋琦
荣 获 “ 中 国 大 学 生 自 强 之 星 标 兵 ”
称号，成为本年度全国获此殊荣的 10
名大学生之一。同月，他还获得了保
研上海交通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可谁能想到，这个阳光自信的大
男孩儿曾在18岁生日之际，收到过一
份令人难以承受的“成人礼”——
2014 年 11 月，正读高三的宋琦被确
诊为急性 B 淋巴细胞白血病——血
癌。但宋琦并未轻言放弃，勇敢地按
下了“重启键”。

确诊后，宋琦经历了一段漫长的

“战役”，化疗、放疗、移植、排异、
感染⋯⋯抗癌之路，他咬牙坚持。这
一仗，他打赢了！

2017 年，宋琦以优异成绩考入东
北大学，但依然要定期做身体穿刺检
查。身体的疼痛战胜不了精神的坚
毅，在校期间，他励志为学，综合测
评位列专业第一名，获得国家励志奖
学金和校级学业奖学金等多项奖励，
在满足自己生活所需的同时还补贴家
用；他勤工俭学，用自己的双手实现
了经济独立；他全面发展，在学术科
研、学生工作、志愿公益、兴趣拓展
等方面均有突出表现。他先后获评沈
阳市优秀大学生、东北大学十佳本科

生、东北大学自强之星标兵等十余项
荣誉称号。

“凡不能毁灭我的，必将使我强
大。”宋琦喜欢这句话。

在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中，宋琦
则把自己比作一朵埋头向前的浪花。

大学期间，宋琦沉浸在学校创设
的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氛围之
中。2019年秋，他所在的团队遇到了
一个难解的问题，数据结果和理论预
期差别很大。整个十一假期，大家都
在实验室测量数据，研究算法，分析
硬件，不断改进方法。宋琦回忆：“那
段时间基本就是早八晚十，还有几天
甚至熬到了后半夜，必须攻克难题。”

经过不懈的努力，2020 年 1 月，准确
的结果终于出来了。那一刻，宋琦又
像打赢了一场硬仗，心潮腾涌。

在校 4 年，宋琦先后发表高水平
论文 5 篇、省刊论文 1 篇。曾获第五
届中国“互联网+”创新创业大赛全
国铜奖，并作为国家级大学生创新项
目“基于光纤传感器的液层高度远程
监测系统设计”的负责人，带领团队
在项目中期答辩获评国家级。

“经历过艰难困苦，才更能体会被
爱的感动与力量。”宋琦被爱呵护，也
为爱坚守。在病友的微信群里，他一
直是主治大夫的“小助理”，主动分享
自己的移植经历，用自己的抗“白”

故事鼓励病友勇敢面对一切。5 年
来，宋琦成了数十名“小白”病友的

“私人专家”和“心理医生”，他热情
回应每一次咨询与求助。

微信、电话、语音聊天⋯⋯宋琦
将自己移植后的生活和读大学励志成
长的故事分享给他们，温暖、鼓舞着
更多的病友，成为他们配合治疗的动
力和源泉。宋琦的手机里保存着这样
几条微信——“你是急淋 B 患者的偶
像，你的经历给了我继续面对挑战的
勇 气 ， 祝 福 你 ！”“ 为 你 骄 傲 ， 抗

‘白’队伍中的佼佼者，你是我的福
星！”

宋琦还将自己曾经获得的关怀与

关爱，通过一次又一次的志愿服务回
报给社会。240 个小时的志愿时长承
载着一份期待与寄托——宋琦希望带
着这份感恩，来温暖更多的人。2019
年，作为沈阳市社会实践重点团队队
长，宋琦带领队员探寻劳模故事，弘
扬劳模精神，采访了全国劳动模范夏
云龙同志，回校、回乡后开展了近 20
场理论宣讲，传承劳模精神。实践团
队荣获沈阳市暑期社会实践优秀示范
团队称号，同时入围全国“三下乡”
社会实践千校千项成果。

疫情期间，宋琦积极投身校院举
办的战疫活动，先后组织“齐心战

‘疫’为爱发声”微宣讲大赛、“共抗
疫情，爱国力行”网络微日志主题征
集活动、“学习强国，‘疫’路同行”
知识挑战赛等，在战疫中发青春之
声。

“青春是用来奋斗的，无奋斗不
青春，我要用奋斗的青春回报社会、
奉献祖国。”面向未来，宋琦充满信
心。

宋琦：自强之星的奋斗青春
本报记者 刘玉 通讯员 段亚巍

2020年年底的这段时光，对于天津师范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郑连斌来说颇不寻常。在刚刚度过了72岁生
日后，他在上海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上荣获了2020年

“人类学终身成就奖”（又称“金琮奖”）。作为这一殊
荣的获得者，郑连斌的纪念浮雕将被永久镌刻在复旦大
学江湾校区“人类学终身成就奖”纪念墙上。

不过，更令郑连斌欣喜的是，在度过了因疫情而蛰
伏的大半年后，他终于带领团队又一次出发，到湖南麻

阳采集了湘西苗族的体质数据。此后，又与广西取得联
系，于年底前赴防城港市，开展计划已久的京族体质调
查。

下村寨、爬高山、入森林、越河流，为各族群进行体
质调查，绘制中国人的体质地图，这是潜心民族体质人类
学研究的郑连斌保持多年的工作常态。近四十年执着坚
守，栉风沐雨风餐露宿，他带领团队把论文写在祖国大
地上，建立起中国各民族体质人类学的完备数据库。

郑连斌：

绘制中国人的体质地图
本报记者 陈欣然

郑连斌在云南西双版纳调查八甲人体质情况。八甲人人口仅一千多，2012年划属傣族。
（本版图片由受访者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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