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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建辉在实验室。

11 月 19 日中午 1点，邵骏办公室，桌上
桌下、柜内柜外，被成摞的文件包围。

“记者同志您请坐。”记者进门，电脑前
正敲击着键盘的邵骏起身招呼道。午休不
休，邵骏说因为忙着整理一些文件。

邵骏是贵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办公室战略团队主管，国际贸易学博士，在
金融领域已工作7年，依旧一副清秀书生模
样。别看他年轻，他可是贵安新区绿色金融
改革创新试验区建设的见证者、参与者。

2017 年 6 月，国务院决定在贵州、浙
江、江西、广东、新疆 5 省(区)选择部分地
方，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在体制
机制上探索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贵州省
贵安新区建设绿色金融创新试验区总体方
案》《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贵安新
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试验区任务清单
>的通知》《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成立贵
州省绿色金融创新发展工作领导小组的通
知》《支持贵安新区建设绿色金融改革创新
试验区若干意见(代拟稿)》等多项重要文
件，邵骏均参与起草。他亲历了贵安新区
绿色金融改革创新实验区前期酝酿、多方
洽谈、制定方案，直到获准开展试点和后续
配套跟进等全过程。

“金融是应用学科。”邵骏说。他是暨
南大学硕博连读国际贸易学博士，毕业后
先后就职于中国人民银行贵阳中心支行和

贵州银行。工作中，邵骏以高标准要求自
己，将金融理论与实践相结合。在他的推
动下，贵州银行加入中国金融学会绿色金
融专业委员会并成为理事单位。他还先后
牵头撰写了《贵州银行关于深化绿色金融
创新发展 服务我省打造西部绿色金融中
心的报告》《贵州银行关于创建赤道银行深
入推进绿色金融创新发展的报告》，助推贵
州银行在绿色金融领域取得重大突破。

邵骏

贵州绿色金融拓荒牛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张弘弢

樊莹为村民讲解蜜蜂养殖技术。

保持研学习惯的戴永生。

在同事眼中，实验室就是肖建辉的家。
上班最早、下班最晚的总是他。没有特殊情

况，晚上和周末，在实验室或办公室就能找到他。
肖建辉是遵义医科大学附属医院科研部副主

任 （主持工作）、科研部党支部书记，主要研究方
向是干细胞与微生物药学领域。

“科研需要长期坚持、坚守，科研人员本
就没上下班时间的严格界限，这是科研工作的
基本属性。”肖建辉说，“特别是我们的省级重
点实验室刚刚筹建的时候，全职科研人员仅三
人，人才队伍‘软弱缺’，要想成功，获得同
行的认可，以至于领跑行业，就必须付出比别
人更多的心血。”

这些年，肖建辉早上 7 点到实验室，晚上
12 点后离开，有时为了获得实验数据甚至连续
几天通宵达旦待在实验室里。“白加黑，五加
二”是肖建辉的工作常态，他从未有过完整的
节假日。正是靠着这种“拼命三郎”的劲头，
2007 年，他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当年
申报的贵州省科技成果奖被推荐为医药卫生行

业唯一的一等奖，实现了大连医学院南迁遵义
以来的历史性突破，他也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
认可。

以干细胞为核心的再生医学在重大难治性疾
病的治疗中有独特优势，是国家重点发展的战略
性产业，也是当前生物医学国际竞争的重要焦
点。近年来，肖建辉瞄准干细胞临床前的共性关
键科学问题和瓶颈技术着力攻关，阶段性成果显
著。

科研工作外，肖建辉还承担有教学任务。他
的 《微生物学进展与前沿》《科学研究的一般程
序》 等研究生课程，没有现成的教材，他的教案
和课件都是在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后自己编写
的。他还将最前沿的研究动态、科学家故事和科
学精神引入课堂教学，让学生在学习掌握专业知
识的同时，树立不畏艰险、积极向上、团结协
作、勇于创新的科学精神。

栉风沐雨，披荆斩棘。二十年来，肖建辉在
国际主流期刊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获得授权发
明专利 10 件，转让专利技术 3 件，获得贵州省科

学进步奖一等奖、二等奖各 1项，教育部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 1项。先后被评为国家“万人计划”领军
人才、国家“创新人才推进计划”中青年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贵州省核
心专家。

肖建辉

“科研需要长期坚守”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潘树涛

已 78 岁的戴永生依旧坚持每周坐诊三次。
“帮助患者减轻痛苦、重获健康是医者的本职。”
他说。

戴永生是全国名中医、贵州省名中医，从事
中医事业已 55年。从医执教，他以独著或第一作
者发表论文 74篇，主持完成科研课题 4项，编写
论著 5 部。他主持的“中医五行系列研究”曾获
贵州省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被载入 《贵州年
鉴》。他编写的 《中医五行研究及临床应用》 和
《全国名中医戴永生临证医验学术心得》 广受业内
好评。他还获得过“贵州省五一劳动奖章”“世界
教科文杰出贡献奖”。

1961 年，戴永生考入当时的贵阳医学院祖国
医学系，走上中医之路。学习期间，他勤奋刻
苦，打下了扎实的理论知识基础。毕业后，他扎
根基层医院，一干就是十多年，积累了丰富的临
床经验。

1980 年，贵州省组建中医研究班，戴永生成
功考入，得到了著名中医大家袁家玑教授的亲自
教诲和前来讲学的北京中医药大学专家的指导。3
年学习期满，戴永生留下工作，一边为学生上
课，一边在贵州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坐诊。

“医学这一行，必须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要
用理论来指导实践、用实践来印证理论。”戴永生
说，《黄帝内经》、张仲景的 《伤寒杂病论》、李东
恒的 《脾胃论》 等医学著作，他依然经常研读，
并结合自己的心得来思考。

戴永生始终遵循“中医要继承，更要发展”
的治学理念，他首先提出了五行“一源而三岐”
发展史观，完善了五行方法论，创新了中医五行
辨证 7 类 35 个证候模式，并首研脏腑五行病机，
独创中医五行辨证并应用于临床，对五行系列的
研究处于国际先进水平。他擅长应用中医五行辨
证辨治肝胆脾胃肠病症及内科疑难杂症，在胃癌
前病变、肝纤维化、复发性口疮等疑难杂病的诊
治中做出了突出贡献。

2007 年，戴永生到了退休年龄，他接受医
院的返聘继续发挥余热。在国家、省相关部门
以及医院的支持下，2013 年，戴永生全国名老
中医药传承工作室建立，截至目前，已培养博
士 生 4 人 、 硕 士 研 究 生 7 人 ， 带 教 本 科 生 182
人、进修生 20 人，为入职青年教师及医生进行
岗前培训 18 场。

“随着时代的发展进步，大众对中医越来越信

任，贵州对中医也越来越重视。”戴永生说，“国
家和政府对人才的支持和厚爱，让我更加安心，
并更有信心和动力继续治病救人、做好师承教
育。”

戴永生

为医仁心仁术 为师博学笃行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韦倩

“我是一名互联网老兵。”这是霍涛的
自我介绍。

霍涛今年 48岁，贵州白山云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下称“白山云”）董事长兼 CEO，
早年曾在大学计算机专业任教，2005年进
入 IT行业。

“贵州是全国首个国家级大数据综合
试验区，拥有大数据产业发展的天时、地
利、人和优势，产业发展的广阔前景让我
决心扎根这里。”2015 年，霍涛来到贵
州，决心在这里拼一拼。

2015年 4月，霍涛与创业伙伴在贵安
新区正式注册成立白山云，致力于让世界
上每一个终端都能更好地分享信息。现
在，白山云已成长为一家国内创新的边缘
云服务提供商。6 年来，获得了 200 余项
专利和 70 项计算机软件著作权，还打造
了覆盖全球超过250个城市的边缘网络。

“我们今年推出的 Baishan Canvas
边缘云平台，基于 SASE 与零信任理念，
以‘基础设施+安全+开发者引擎’的产品
架构，打造了集‘网络+安全+算力’于一
体的服务，推出了有效满足各行业需求的
解决方案，能够帮助企业提高运营敏捷
性，并降低整体成本。眼下，该平台已广
泛服务于能源、交通、金融、制造、医
疗、地产等行业。”霍涛坚信，通过不断
创新的技术与产品，大数据企业将在数字
化转型趋势下更好地赋能千行百业。

“公司已完成 7轮融资，其中 B轮融资
由贵安新区新兴产业发展基金和贵安金融
投资有限公司领投。”霍涛说，白山云六
年的快速成长，离不开贵州的大力支持，

“比如，借助数博会、服贸会等平台，可
与业内伙伴开展深入交流，提升企业的影
响力，开拓国内外市场。此外，贵州在人
才引进、培养、服务、激励等方面做得相
当好，帮助我们吸引并留住了大数据、云

计算领域的许多高端人才。”
白山云也特别重视本土人才的培养。

霍涛介绍，公司每年在校招上都很有力
度，培养了一批贵州大数据的“原生人
才”。同时，每年都会从各地调配不同领
域和岗位的资深专家来贵州，担任新人导
师，让新员工在参与白山全球边缘云平台
的运维、开发工作过程中，能够得到全面
指导和快速提升。此外，不断加强与贵州
高校的校企合作。今年 6月，与贵州大学
省部共建公共大数据国家重点实验室签
约，共同攻坚大数据领域关键技术，培养
大数据人才。

目前，白山云已形成一支攻坚能力强
的复合型研发团队，员工人数超 700 名，
技术人员占比67.6%。

霍涛表示，在“成为全球受人尊敬的
科技公司”的愿景下，未来将进一步开拓
全球边缘云市场，为政府、企业的数字化
转型提供更多跨行业、跨场景的应用解决
方案，助推大数据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为大数据引领高质量发展贡献力量。

霍涛

“我是一名互联网老兵”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高伟

天一冷，樊莹就开始操心起全省各地蜜蜂养
殖户的事来。

蜂群进入越冬期，越冬是否顺利，将直接影
响来年春季蜂群的恢复发展和流蜜阶段的生产。

前几天，她就专门去了趟毕节。在纳雍县勺
窝镇巴雍村蜜蜂养殖户郭加举家，她仔细叮嘱：

“要贮存好越冬饲料，加强饲料供给，来年才能产
出好的蜜……”

这两年，在樊莹的帮助下，郭加举的蜂群扩
大到200群，日子越过越甜。

樊莹今年 34 岁，是省畜禽遗传资源管理站
高 级 畜 牧 师 、 养 蜂 专 家 。 近 年 来 ， 她 扎 根 基
层，追花逐蜜，带领全省各地蜂农开创“甜蜜
事业”。

樊莹专注养蜂是在 2015 年。那年，她主动
请缨到水城县蟠龙镇发贡村担任“第一书记”。当
时的发贡村没有产业、许多村民尚未脱贫。怎么
办？樊莹在调研中发现，春暖花开时，当地荒山
草坡、田间地头野花盛开。她因地制宜，充分发
挥自己的专业知识，动员村民养殖蜜蜂。

一发不可收。发贡村的蜜蜂养殖见了效益，

周边乡村开始效仿。现在，该县蜜蜂养殖 1.8 万
群，年带动群众增收 900 余万元。在樊莹的积极
推动下，蜜蜂养殖已成为水城县“一县一业”特
色产业。樊莹将自己的专业知识与当地实际相结
合，真正将自然优势转变成了经济优势。

在从江帮扶期间，樊莹和她的团队长期扎在
蜂场、养殖户家，在她指导下，当地改变了以往

“集中、大规模”养殖的方式，因地制宜推行“分
散、小规模”养殖，收到明显经济效益。在她指
导下，从江 259 户农户养殖 1400 余群蜜蜂，年生
产五倍子、野桂花等风味的优质蜂蜜 3500 公斤，
产值70余万元，户均增收2700元。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近年来，樊莹在全
省各地传道授业，大力推动我省蜜蜂养殖产业发
展。她先后到纳雍、大方、紫云、麻江、息烽、
播州等县 （区） 开展技术服务和咨询 6300 余人
次，促进了当地养蜂业发展，助力当地顺利打赢
脱贫攻坚战。

“采花酿为粮，仓廪自充实。”我省蜜源丰
富，具有发展蜜蜂养殖的天然优势，但也有蜜蜂
品种退化、引种混乱、蜂病频发等问题。近年

来，樊莹先后主持 《中华蜜蜂高效饲养技术集成
研究》《贵州中华蜜蜂种质资源调查及良种选育》
等省级科技支撑项目，结合我省气候、蜜源、蜂
种等资源情况，形成了适合贵州养蜂产业的中蜂
高效饲养技术体系，设计了两种适应我省中蜂饲
养的蜂箱，有效提高了蜂群的繁殖速度和产蜜
量，为我省养蜂产业的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樊莹

携手蜂农共创“甜蜜事业”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吴传娟

“我是 1977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学生，当时
报考的第一志愿不是地质学，被录取到地质学专
业后，才深刻认识到地质学和做矿产资源研究和
勘察的重要性。”11月 18日，2021年中国科学院新
增选院士、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原所长胡
瑞忠说：“科学研究的第一目标是认识自然，通过
对自然的认识来更好利用自然，实现人与自然的
和谐发展。”

1958 年 12 月，胡瑞忠出生于湖南道县。1988
年，毕业于成都地质学院 （现成都理工大学） 放
射性地质专业，获理学博士学位。

1989年 1月，胡瑞忠成为中科院地球化学研究
所博士后，来到贵州继续开展科研工作，从此与
贵州结缘。他是第一批贵州省核心专家，多年带
领团队探究贵州铝土矿、磷矿、锰矿、金矿、铅
锌矿等特色矿产的形成和分布，通过基础研究指
导矿产资源的高效勘查和利用。

1999 年，在国家 973 项目的支持之下，胡瑞
忠带领团队开始对华南陆块中生代陆内成矿作用
开展深入研究。“由扬子地块和华夏地块组成的华
南陆块，中生代成矿强度巨大，发育西部金锑铅

锌低温成矿省和东部钨锡多金属高温成矿省，远
离活动大陆边缘，是全球研究陆内成矿作用的理
想场所。”胡瑞忠介绍，该项研究的主要难点，在
于需要确定矿床形成的时代、成矿机制和时空分
布规律，从而指导在新区域内发现新的矿产资源。

历经十多年的研究，胡瑞忠的理论揭示了华
南西部低温与东部高温成矿省的成矿时代一致，
并具有相似的地球化学“指纹”，证实了华南西部
低温成矿省与东部高温成矿省是具有密切成因联
系的整体。

在此基础上，胡瑞忠研究建立的“多块体作
用驱动、陆壳供给矿源、高低温矿并重、成矿面
状展布”为核心的陆内成矿新理论，明显区别于
板块边缘成矿体系，得到国内外同行积极评价和
广泛引用，拓展了矿床学的理论和找矿应用体
系。由他领衔的“华南陆块中生代陆内成矿作
用”课题获得了 2020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

“我们虽然取得了一点点进步，但这个进步是
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取得的。”胡瑞忠说，“通过对
问题的解决，形成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我的工

作只是其中非常小的部分，各方面的科学问题需
要很多科学家很多不同的项目来支持，共同来完
成。”

“青年人要勤业、敬业、精业，没有付出就没
有收获。”胡瑞忠说，地化所非常重视科研人才的
培养，通过营造凝心聚力、公平公正、奋发向上
的工作环境，积极促进人才成长。

胡瑞忠

“找矿”院士结缘贵州 32年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张凌 罗秋红

胡瑞忠院士与团队成员交流。

“互联网老兵”霍涛。

11月 18日，记者走进熊玉唐办公室，稻
香扑鼻。“茅贡”大粒香、从江香禾糯、滇屯
502……摆放着各种新育成的特色优质水
稻新品系。

熊玉唐是贵州省农作物技术推广总站
研究员，省核心专家，省粮食作物栽培技术
推广首席专家。他带领团队先后参与和主
持了我省粮食增产工程、农业部超级稻示范
推广、农业部高产创建等多项粮食科研和推
广项目。通过他的团队推广绿色高产高效
新技术，累计增产粮食 80亿公斤、增收 100
亿元以上。

1983 年从贵州农学院毕业后，熊玉唐
就一直在贵州农作物技术推广总站工作，
主攻水稻新技术推广。今年 63 岁的他退
休不离岗，依旧扎根“三农”一线，只为那一
口口稻香。

上世纪 90年代初，贵州稻田产量还不
高，熊玉唐主持水稻旱育稀植栽培技术引进
与试验示范项目，他进行了十多项创新与改
进，最终成为贵州水稻生产的主体栽培技
术，提高了贵州稻田产量，得到大面积推广。

本世纪初，他带领团队根据新时期水
稻产业发展新特点，集成创新研制了贵州
超级稻高产高效技术体系，有效解决了省
工、节本与增产增效问题。2006年至 2013
年，应用该技术的 3153.02 万亩稻田增收
21.46亿公斤。

“2015年，我们又提出‘绿色稻+’的发展
思路，着力在产值和效益上下功夫。”熊玉唐
介绍，2018年至 2020年，“绿色稻+”技术体

系在贵州推广280.37万亩次，亩增产7.6%。
为探索水稻单产提升关键技术，2020

年初，熊玉唐带领团队又开始了新的攻
关。当年夏末秋初，兴义市万峰林水稻超
高产攻关示范基地，种植超高产品种甬优
1540，运用熊玉唐团队钵苗育秧、有机硅肥
等新技术的稻田亩产 1081.8公斤，创造了贵
州省水稻高产纪录。今年，该基地再创亩
产 1123.87公斤的新纪录。

“我们国家高度重视粮食安全，贵州首
先要从技术上提高单产，大力实施‘科技兴
粮’的战略。同时，要继续抓好“绿色稻+”融
合发展，增产提效。此外，要大力发展优质
稻，结合地方生态、品种和人文特点，突出优
质特色产品创建，将生态与人文优势变成产
业优势，做出贵州的特色品牌。”熊玉唐说。

熊玉唐

只为那一口口稻香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赵勇军

忙着研究文件的邵骏。

熊玉唐给记者介绍特色优质水稻新品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