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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清、张汨汨、
程果

歼-20是中
国自主研制的新
一代隐身战斗
机。中国科学院
院士、歼-20 总
设计师杨伟近日
接受新华社记者
采访时表示，从
研制试飞到列装

空军作战部队，从领先试用试训到开展实战
实训，歼-20 的研发列装历程体现了中国航
空工业和空军现代化建设的飞速发展，是中
国航空工业自主创新的重要成就，对科技兴
军和空军战略转型将产生深远影响。这一历
程也生动表明，科技兴军是科学家的重要责
任。

记者：歼-20 的成功研发给我国航空工

业自主创新方面带来哪些收获？
杨伟：在研制歼-20 过程中，我们抓住了

这款战机需要突出的特点，扬长避短、综合优
化，使作战效能切实有效，能够在未来战争中
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它也带动了我国航空
工业、电子工业等行业的发展，我们既拿到了
一型装备，又提升了技术，还锤炼了团队。更
重要的是，我们趟出了一条自主创新之路，这
对我们未来发展至关重要。

记者：这是一条什么样的“创新之路”？它
是靠什么实现的？

杨伟：我们从战略需求、战略定位、技术
特征和技术实现等方面，都依据自己的创新
成果，走出了中国自己发展战斗机的路子。通
过集成的创新和创新的集成，实现了这种飞
跃式发展。

激励我们搞研发的，最重要的就是国家
战略需求，这也是我们航空人、军工人为国家
奉献的一腔情怀。这种不断地追求、不断地报
国的实践，源自内心的一种动力。

记者：歼-20 战机交付空军某部后，这支
部队在短时间内培养了一大批熟练掌握歼-
20 战机技战术性能的飞行人才、指挥人才、
保障人才。您怎样评价这支部队？

杨伟：这支部队，第一是基础好；第二，他
们志向高远；第三，他们认真刻苦。新型战斗
机对使用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一方面，长航
时、高机动性对他们身体的要求很高；另一方
面，复杂战场环境以及高新技术对他们的知
识和智能要求也很高。从这两个方面考量，我
觉得他们是一个非常棒的团队。

记者：7 年时间，歼-20 从首次飞行到进
入空军作战序列、开展战术运用，您对这一进
程有什么评价？

杨伟：歼-20 的表现超出我的预期。作为
一型新飞机，在这么短的时间，被这么多的飞
行员掌握到如此熟练的程度，这跟以前我们
研制的飞机，包括我当总设计师的其他飞机
相比，歼-20 的表现是最突出的。

记者：歼-20 对飞行员提出了什么要求？

杨伟：飞机跨代发展，对飞行员的要求也
产生了本质的变化，可以说，是把“飞行员”回
归成“战斗员”。当飞机的能力提升以后，飞行
员花在飞行上的精力很少，很大的精力转到
战场的态势感知、信息对抗、态势判断，以及
决策、实施打击上。所以，对于新一代飞机的
飞行员，一方面他的“体力活”降低了，但另一
方面，他的“脑力活”提升了。未来战争的牵
引，使得我们装备和飞行员一起，在高科技、
高技术对抗的情况下发展。

记者：下一步，歼-20 还会有怎样的创新
和发展？

杨伟：歼-20装备部队以后，我们会帮助
部队、支持部队尽快形成战斗力、提升战斗
力；同时，我们会对歼-20 进行系列化发展，
使得它具备更多独特的能力。我们也在寻求
进一步跨越式发展的途径，依据未来战争对
装备提出的要求，进行再思考、再研究和再探
索，确定我们下一步的方向与路径。

新华社北京电

歼-20 总设计师杨伟：

“歼-20 的表现超出我的预期”

新华社记者华义 、
张莹

藤岛昭出生于
1 9 4 2 年。在他 7 0
大寿的时候，他的
中国弟子们赠了他
一首诗：“藤牵桃李
三千树，岛出学海
一哲翁。鹤鸣年少
惊天下，寿长天马
正当红。”

藤牵桃李三千树

1978 年以来，藤岛昭先后培养了 38 名
中国留学生。他们中许多人都已是中国高校
和科研机构骨干，其中姚建年、刘忠范、江雷
是中科院院士。

“我的中国学生都很优秀，也非常努力。
院士是中国科技界的至高荣誉，他们能够当
选院士非常了不起，我也非常高兴。”藤岛昭
为爱徒的成就骄傲。

这些学生的成就离不开藤岛昭的悉心栽
培。刘忠范院士说：“是藤岛昭先生将我领进
了科学的大门。”他 1993 年离开日本回北京
大学时，藤岛昭等人送了 64箱仪器设备和材
料。“当时我自己运不回来，由北大上报到当
时的国家教委，协调联系了‘向阳红’号科考船
途经日本拉回来的，”刘忠范说，“这些仪器设
备和材料一到位，我在北大化学院的实验室
立刻成为国内一流。”

鹤鸣年少惊天下

藤岛昭少年成名，读研究生时就有了光
电化学领域的奠基性发现。

1967 年，25 岁的藤岛昭正在东京大学
师从本多健一教授读硕士研究生，发现用紫
外线照射二氧化钛单晶表面的水时可分解出
氧气和氢气，即著名的“本多-藤岛效应”。这
个发现过于超前，到 1972 年才在《自然》杂志
上发表论文。

“现代光电化学的奠基人”，这是刘忠范
对藤岛昭的评价。从他的研究成果衍生出了
光电解水、光催化自清洁等多种技术。

成名后，藤岛昭先后担任东京大学教授、
神奈川科学与技术研究院主席、东京理科大
学校长等职务，还当选为欧洲科学院院士、中
国工程院外籍院士等，各种荣誉证书塞满了
两个展柜。

今年 3 月，已经 76 岁的藤岛昭卸任东京
理科大学校长，成为“荣誉顾问”。不过在这个
年龄，他还是每天凌晨 4 点就起床，继续以光
触媒国际研究中心主任的身份搞科研。他说：
“没有给自己设定从研究中退休的时间，只要
条件允许就会一直坚持下去。”

“藤岛昭先生在学术上极其勤奋，精力极
其旺盛。”刘忠范回忆。他 1987 年考上藤岛昭
的博士，“他当时住得离实验室很远，单程将
近两个小时。我们学生当时住得都很近，但每
天我们到实验室的时候他肯定在，我们走的
时候常常他还没走。我感觉他几乎天天住在
实验室，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睡觉。”

东渡弟子今日佼

不久前，藤岛昭的中国弟子合写了一本
书《缘遇恩师藤岛昭，东渡弟子今日佼》，深情

回忆往事。姚建年院士回忆到，他初到东京时
住在简陋的公寓里，藤岛昭亲自给他送来了
冰箱等家电，还经常邀请他到家中聚会。

刘忠范一直记得“啤酒票”的故事。上世
纪 80 年代，日本企业经常向大学知名教授赠
送啤酒票，“我记得一张票能购买 4 瓶啤酒”。
藤岛昭看到学生愁眉苦脸的时候就会问：“是
不是实验进展不顺？”然后他就送几张啤酒
票，说：“找你的同学，出去喝点酒去，喝完回
来接着干活。”

“他培养学生不太管细节，给学生的自
主性和自由度特别大。”刘忠范说，“但是
对学生汇报的实验进展，他有非常犀利和敏
锐的判断。这种给学生足够空间、同时有很
高学术要求的方式，属于精英式的培养模
式。”

“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
者”，藤岛昭对记者引用的这两句《论语》，正
是他在科研和教育上取得丰硕成果的良好总
结。他说：“我认为中国古典文化的魅力在于
词句言简意赅，有数不胜数的名句直接说出
了人生的真相和道理。”

据新华社东京电

日本科学家藤岛昭：

培养出三名中国院士的日本科学家

新华社记者蔡馨
逸、杨一苗

荒野之中，散乱
着几件“瓦人”残肢
和一簇生锈铜箭。
“可能是国宝！”44
年前，时任陕西省临
潼县文化专员的赵
康民如此认定。自
此 ，深 埋 于 地下
2000余年的秦兵马

俑渐为世人知晓。
5月 16日，这位最早将兵马俑认定为文物

并进行修复的考古学家因病辞世，享年 82岁。
“他一辈子钻在文物考古里，把生命交给

了考古事业。”临潼博物馆原陈列部主任李美
侠 5 月 30 日对记者说。

李美侠与赵康民一起共事了 20 多年。
1976 年，初到临潼县文化馆工作的李美侠在
库房里第一次见到赵康民：一个黑瘦的人蹲

在地上，正仔细端详一地破碎的陶片。
不善言辞，不讲究吃穿，平日里不是蹲在

地上研究文物，就是埋头于成堆的资料与书
稿前，饿了便咬上几口夹着青辣椒的馒头，是
赵康民留给同事们的印象。

“半道出家，没有学历，没有文凭……要
说搞文博考古，我却是擀面杖吹火，一窍不
通。”赵康民在《考古生涯》一书的序中回忆自
己入行的经历。

位于陕西关中平原东部的临潼历史悠
久，曾是京畿之地，文物资源丰富。然而 1961
年，赵康民调入临潼县文化馆接手文物考古
工作时，当地文博事业几乎一片空白。

作为当时县文化馆文物组唯一的工作人
员，他每天背着铁铲、铁镐和画图、照相工具，

骑着破旧的自行车奔波在田野山岭“摸家
底”。每收到一件文物，他便如儿童“看图识
字”一般，与专业刊物相互对照，直到认识。在
资料匮乏的年代，他把《文物》和《考古》刊登
的钟鼎文一字不漏地临摹了两大本，并附上
专家释文，成了金文字典。就这样日复一日，

过了入门关。
1974 年 4 月 25 日，赵康民接到公社的

电话：“老赵，你快来，西杨村打井打出好多瓦
人，头比真人还大，还有铜箭头、秦砖。”这个
消息让赵康民惊喜万分，凭着铜簇、秦砖以及
西杨村邻近秦始皇陵的特殊位置，他当即判
断村民可能挖到了秦武士俑陪葬坑。此时，被
挖出的文物已被弃置 28 天，因为无人认识，
一直无人问津。

跨上自行车立即出发，赵康民和王进成、
丁耀祖两位文化馆工作人员一路如飞来到打
井现场。井周围横七竖八放着陶俑的残肢，井
口南壁保存完整，东壁两行通缝砖仍存，明显
就是一座陪葬坑。这时赵康民更加肯定了自
己的判断。第二天，他带着村民清理现场，用
三辆架子车把文物拉回文化馆。

用树脂胶黏接、以石膏填补，经过赵康民
的修复，两个秦武士俑第一次向世人展示了
自己的模样：身高 1 . 78 米，身穿战袍、腰系
束带、腿扎行藤、足蹬方口齐头履，双臂下垂，
左手五指并拢，右手半握，拇指上翘。

秦兵马俑的发掘不仅改变了当时文物考
古届“秦无俑”的论断，更为研究封建帝王的
埋葬制度，秦代的政治、军事、社会生活、雕塑
艺术、青铜铸造技术等方面提供了珍贵的实
物资料。

从赵康民的发现与修复开始，在秦兵马
俑陪葬坑遗址上建立的秦始皇兵马俑博物馆
于 1979 年正式开放，现已成为增进国际间政
治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

赵康民的考古生涯远不止于秦兵马俑的
发现和修复，姜寨原始部落遗址、秦兵马俑一
号坑、秦始皇陵便殿遗址、秦始皇陵马厩坑、
唐华清宫御汤遗迹、唐庆山寺上方舍利塔精
室、关山唐墓、明刘懋石室墓等诸多重大考古
发现均有他的参与或主持。

“赵康民先生不仅是第一个真正意义上
发现和认识秦兵马俑的人，同时也是秦兵马
俑考古发掘的拓荒者之一。他一生情系文博
事业，曾参与了多处重要遗址的考古发掘与
研究工作，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秦始皇
帝陵博物院院长侯宁彬说。 新华社西安电

秦兵马俑考古拓荒者赵康民：

从“半道出家”到考古发掘名家

新华社记者陈芳、
胡喆、吴振东

30 日，第十二
届光华工程科技奖
颁奖典礼在京举
行。中国工程院院
士、中国杰出的钢
铁冶金专家和战略
科学家徐匡迪荣膺
“光华工程科技成
就奖”。

“在中华民族
从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进程中，科技工作
者将承担前所未有、光荣艰巨的历史使命。”
徐匡迪院士在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表示，
能获得这一中国工程界的最高奖项是荣誉更
是责任。

“中国的科技梦已经是好多代科技工作

者的梦了。”40 年前，徐匡迪作为青年科技工
作者代表，参加了改变万千中国知识分子命
运的全国科学大会。从“初闻春雷”到见证中
国科技事业腾飞，他感触良多。

徐匡迪说：“纪念‘科学的春天’，要回首过
去，更要把它放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
大事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
中去展望，准确把握‘发展是第一要务，人才
是第一资源，创新是第一动力’，才能在 21世
纪中叶把我国建设成为世界科技强国。”

从年轻时在国家资助下出国求学，到如
今获得光华工程科技成就奖，徐匡迪发自肺
腑地感恩国家和时代给他的一切。他说，科技
工作者要珍惜难得的历史机遇期，为国家和
民族多学习、多储备、多奉献。

徐匡迪是我国喷射冶金技术的开拓者之
一，他在 20世纪 80 年代初提出用真空循环
脱气加喷粉处理大型转炉钢水，冶炼超低硫、
氧钢，获得英国、瑞典专利。他积极推动中国

钢铁工业的结构调整和先进技术的应用，支
持并参与“新一代可循环钢铁制造流程”的研
究和实施。

1995 年，徐匡迪成为拥有“院士”资格的
市长。2001 年底，他调任中国工程院，第二年
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长。
作为一名科学家，徐匡迪始终坚持高质量

完成党和国家赋予的重要使命。近年来，他主
持并参与了若干国家重大科技发展战略研究。
在《中国新型城镇化战略研究(2004-2012)》
中，他提出了“以人为本的城镇化”理念。

“城镇化不只是土地的城镇化，而是人的
城镇化。”徐匡迪说，科学咨询工作容不得半
点马虎，这项工作要求科技人员不仅要有卓
越的专业能力，更要有使命担当。

如今，年逾八旬的徐匡迪担任着京津冀
协同发展专家咨询委员会组长一职。“对于雄
安新区，要有针对性地培育和发展科技创新
企业，积极吸纳和集聚创新要素资源，培育新

动能，打造具有重要意义的创新驱动发展新
引擎。”徐匡迪说。

工程科技是推动人类进步的发动机。在
长期对国家重要工程科学与技术问题开展战
略研究的过程中，徐匡迪也有着清醒的认识：
“中国与世界科技强国之间还有一些差距，现
在有了若干大国重器，还要有更多大国精器。”

徐匡迪说：“我们会制造重型器械，但高
端的精密器械少，很多核心和关键的精密元
器件还是要从国外进口。这就如同肌肉强壮
了、骨骼大了，但心脏和脑子还是跟不上。科
研人员要瞄准世界科技前沿，甘于寂寞、只争
朝夕，把创新主动权、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

徐匡迪说：“国家的科技创新能有这样的
历史性变革，最可贵的是信仰的力量。‘两个
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应该是新一代青年奋斗
者的精神航标。用实际行动拥抱这个伟大的
时代，才能梦想成真。” 新华社北京电

徐匡迪院士：

中国要强，必须有更多“大国精器”

藤岛昭

杨伟

赵康民

徐匡迪

新华社记者梅世雄、杨雅雯

“我的溃疡已经 70 多年
了，你们能帮我治好吗？”浙江
省金华市汤溪镇 89 岁的傅大
爷拖着大面积烂枯的左小腿，
坐在付小兵团队医护人员的面
前，眼中满是期待。

“我们试试吧。”闻着扑鼻
的恶臭气味，付小兵郑重地点
了点头。

23 天后，奇迹出现了———
困扰傅大爷大半生的创面愈合
了！

摩挲着痊愈的小腿，老人
咧着嘴笑，像个孩子。

20 多年来，中国工程院院
士、解放军总医院生命科学院
院长付小兵一直把类似这样的
难以愈合的创面治疗作为研究
的重点，给大量患者送去福音。

国际创伤愈合联盟执委、
亚洲创伤愈合联盟主席、国务
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
员、国家“973”重大项目和全
军战创伤重大项目首席科学
家……今年 58 岁的创伤和组
织修复与再生医学专家付小兵
身上有诸多闪耀的头衔，然而，
他始终认为自已就是一名医务
工作者，为患者服务、为部队服
务是他的天职。

“向东方看，向付

小兵团队看”

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我国
老龄人口的增加、糖尿病患者
的增多以及各种创伤导致创面
的增多，如何加速慢性难愈合
创面(俗称溃疡)的修复与再
生，成为创伤修复与组织再生
研究领域一个亟待攻克的难
题。

从西班牙留学回国后，付
小兵便把研究视线投向了“生
长因子与创伤修复”这一领域，
并创立了针对人体表慢性难愈
合创面的生长因子治疗方
法———“冲击”疗法。

与此同时，作为课题组负责人之一，付小兵还组织实施
了我国第一个用于创伤修复基因工程国家一类新药的大规
模临床试验研究，推动了我国基因工程生长因子国家一类
新药的研发与临床应用。

付小兵和他的团队使我国急性创面的愈合时间较常规
治疗缩短 2-4 天。对创伤病人来说，这就是生与死的距离。

2015 年，“中国人体表难愈合创面发生新特征与防治
的创新理论与关键措施研究”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付小兵是第一完成人。这项成果系统阐明了中国人体表创
面难愈的发生机制，建立了系统的关键治疗技术。

在这一成果中，我国典型单位的创面治愈率从过去
60% 提高至 94%左右。这一成果震惊了国际同行，国际著
名创伤修复专家，英国南安普顿大学的曼尼教授惊呼：“慢
性难愈合创面治疗要向东方看，向付小兵团队看。”

“科学研究的成果必须应用于实践、造福于患者，我们
的阵地就在患者身上。”付小兵经常这样教育学生。

近 10 余年来，付小兵以第一完成人获得的 3项国家级
成果，均已应用于临床，越来越多像傅大爷这样的患者享受
到基础研究向临床转化的福利。

“里程碑式的研究”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烧伤救治的成功率已高达
98% 以上。但令人遗憾的是，许多病人的受损皮肤都不再
具备排汗功能。因此，“汗腺再生”已成为创烧伤领域的另一
座急需征服的医学高峰。

付小兵率领科研团队利用细胞去分化所取得的原创性
成果，将人的骨髓间充质干细胞诱导成为汗腺样细胞。
2007 年，付小兵团队开展的国际上首例人体干细胞再生汗
腺获得成功。

通过 30 余例有严格对照的临床试验以及对部分病例
10 年左右的随访，付小兵团队所建立的原创方法不仅能够
在人体切除瘢痕的创面再生出具有汗腺样结构的组织，而
且还具有类似正常人分泌汗液的功能。

这一系列研究成果突破了国际上汗腺再生的难题。《国
际创伤修复与再生》杂志主编海帕得教授 2009 年在撰写专
题评述时称之为“里程碑式的研究”。

“虽然还是没有汗珠，但比以前要舒服很多。”部分被烧
伤的患者经过汗腺再生治疗后，感觉皮肤明显有潮湿感了。

2008 年，付小兵被国际创伤愈合联盟授予“国际创伤
愈合研究终身成就奖”。

“创伤医学工作者的社会责任”

战场硝烟的洗礼，让付小兵身上充满了深深的使命感、
责任感。

1986 年，在第三军医大学读创伤急救专业研究生的付
小兵先后 4 次奔赴云南、广西前线，进行战伤调查、参与战
伤救治。

从战场回来后，付小兵系统研究了现代火器伤对局部
组织损伤的特征与规律，发现了不同活力组织对光反射存
在的差异，并据此发明了能迅速判断损伤组织程度和范围
的“滤色清创眼镜”。

上世纪 90 年代后，战伤大量减少，创面疾病谱发生了
显著变化：慢性难愈合创面的防控成为近年来国内乃至国
际创面治疗的一个难点。相关统计资料表明：在我国 45 岁
以下的青壮年人群中，创伤和意外伤害造成的损伤和死亡
已跃居榜首。

为此，付小兵领头完成了两份“工程院院士建议”：一份
是建议将“创伤和意外伤害防控宣传日”纳入全国法定宣传
日，另一份是呼吁建立“创面治疗专科”。这两份建议都引起
了重视。

付小兵说，之所以建议设立宣传日，是因为人们对创伤
和意外伤害重要性和危害性的认识还不足，对相关的急救
知识和手段了解较少、有关的宣传教育尚未普及。

近几年，付小兵还在北京、上海、杭州等地大力推进创
面治疗专科建设和创面治疗专科联盟的发展，先后倡导建
立了 200 余个创面治疗中心，培训创面治疗专业人才 1 万
余人。“让更多的患者远离疾病，这是创伤医学工作者应尽
的社会责任。”付小兵说。

(参与采写：郭晶、李训)新华社北京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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