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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幕降临，一排接一排的 LED 灯次第亮起。月光

下，上千亩火龙果尽情享受着“日光浴”，别有一番景

致。近日，人们在广西南宁市武鸣区伊岭火龙果基地里

欣赏到这一“奇景”。

22001144 年年，，广广西西佳佳年年农农业业有有限限公公司司投投资资 22 亿亿元元，，在在武武

鸣鸣伊伊岭岭溪溪谷谷休休闲闲农农业业示示范范区区建建起起了了火火龙龙果果标标准准化化基基

地地，，从从台台湾湾引引进进““软软枝枝大大红红””新新品品种种及及补补光光技技术术。。如如今今，，

经经试试验验改改良良，，补补光光灯灯由由普普通通日日光光灯灯变变成成了了 LLEEDD 灯灯，，试试

验验面面积积拓拓展展到到 11000000 亩亩。。

让火龙果享受“日光浴”，有什么特殊功效？佳年公

司技术员方严斌介绍，火龙果产品价格随季节变化比

较大，一般夏季价格便宜，冬季及早春价格较高。通过

3-4 月份及 9-12 月份每天 5 小时的补光后，火龙果花

蕾数量每垄能达到 200 个，未补光的只有约 70 个；补

光后的火龙果不但可提前 10 天上市，挂果时间更延长

至次年 2 月，而且能增加个头和甜度，每亩可增加 2000

元收入。“今年基地可产鲜果约 700 万公斤，尽管目前

还没有结果，但已被预订一空，最高价格达 35 元 1 个，

最远销售至内蒙古、新疆等地。”

基地已被农业部评为“热作标准化生产示范园”，

是广西率先获得火龙果出口资质的“出境水果果园”；

2016 年，在第十四届中国国际农产品交易会暨暨第第十十二二

届届农农业业博博览览会会上上斩斩获获金金奖奖。。

基基地地不不仅仅让让火火龙龙果果享享受受到到““日日光光浴浴””，，也也惠惠泽泽了了

周周边边群群众众。。基基地地流流转转的的 33000000 亩亩土土地地，，可可使使当当地地群群众众

每每年年““坐坐地地收收租租””约约 445500 万万元元。。同同时时，，为为充充分分发发挥挥基基地地

的的平平台台功功能能和和示示范范效效应应，，每每年年开开展展培培训训 2200 多多场场次次，，

培培训训农农民民达达 11550000 余余人人次次，，带带动动周周边边 5500 户户农农户户发发展展

火火龙龙果果种种植植约约 33000000 亩亩。。在在用用工工高高峰峰期期，，基基地地聘聘用用周周

边边农农民民作作为为季季节节工工，，最最高高日日用用工工达达 660000 人人次次，，解解决决当当

地地农农村村劳劳动动力力 22000000 多多人人就就业业，，带带动动周周边边农农户户每每年年增增

收收 22 .. 55 万万元元。。

文文//武武鸣鸣区区委委宣宣传传部部 张张华华勇勇

··广广告告··

新华社南昌 5 月 3 日电(记者刘健、李兴文、
沈洋)记者近日在江西多地采访发现一种独特的
现象：在一群海归“老人”的带领和帮助下，一批有
影响力的新兴企业创业团队既有海外学习、工作
的背景，又有强大的持续创新能力，依托国内制造
与市场优势，企业实现着裂变式增长，引领地方经
济发展。

归国科研人员交出一张张漂亮

“成绩单”

江西峡江和美药业有限公司一年内向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申报了两项治癌首创新药的
临床批件，引起业界广泛关注；

赣州睿宁高新材料有限公司拥有 11 项国际
授权技术专利，产品已进入欧美市场；

续航里程超过 300 公里，一季度动力电池出
货量约占全国出货总量的 17 . 4%，孚能科技(赣
州)有限公司交出的这份成绩单令很多人感到意
外……

江西峡江和美药业董事长张和胜是“千人计
划”专家，曾在海外一家国际知名生物医药公司担
任高管，负责新药研发。“国内有制造优势和广阔
市场，回国有更大的事业发展平台，华裔科研人员
回国创新创业愿望很强。”张和胜说，他在国外的
华裔朋友圈，四成已经或准备回国创业了。

赣州睿宁高新材料有限公司的创办者袁永文
也在国外工作了十多年，“我们的产品已成功进入
欧美市场，与英特尔、三星、台积电等全球知名企
业建立了长期合作关系。”袁永文说。

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董事长、“千人计
划”专家王瑀长期在国外一家能源公司担任首席
执行官，“企业注重研发投入，应用一代、储备一
代、跟进研发一代，确保技术始终处于世界前沿。”
王瑀说。

据统计，今年一季度，江西省高新技术产业增
加值增长 11%，占规模以上工业比重达 28 . 4%，
正在成为经济增长的新动能。

江西省委组织部副部长徐忠说，华裔前沿科
研人员回国创新创业，攻克了一批制约产业发展
的关键技术，成为创新创业的生力军，对江西经济
发展产生重要的引领作用。

前沿技术推动本土企业“蹦”着

往上走

“千人计划”专家奉向东回国后在萍乡创立格
丰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在土壤重金属污染修复、污
水处理等 12 个领域进行了成功示范，企业快速裂
变：2015 年销售额仅 192 万元，2016 年增至 6000
万元，今年有望达到 5 亿元。

晶能光电(江西)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王敏介
绍，公司集聚了 10 多位从国外回来的科学家，成
功解决硅衬底大功率 LED芯片关键技术难题，打
破国际公司大功率陶瓷封装的统治地位。

孚能科技(赣州)有限公司 2016 年产值超过
10 亿元，今年市场订单总额已达 30 亿元，2018
年产值有望突破 80 亿元。

睿宁公司正在开发新一代稀土基、钨基材料，
利用赣州的稀土和钨资源优势，有望在 5-10 年
内成为世界领先的集成电路半导体芯片电子材料
供应商。

“我们掌握了前沿环保技术，可靶向性吸附各
种不同类型的污染物，不会产生二次污染。”奉向
东说，自己有信心将公司做成平台级企业，为生态
文明建设作出贡献。

“我们每年都在翻倍增长。”王瑀说，因为市场
需求太大，二期项目尚未投产，2016 年 12 月又开工建设三期项目。

依托孚能科技，赣州正在建设新能源汽车科技城，目前已经引进 4家新能
源汽车企业，这一科技城有望造就千亿元的产值。

南昌大学中国中部经济社会发展研究中心教授彭迪云说，这些华裔科研
人员掌握了当今世界的前沿技术，十分重视研发投入，具有超强的持续创新能
力，推动企业“蹦”着往上走，有着培育一家，带动一片的能力。

归国背后是一颗颗“律动”的爱国心

奉向东今年 61 岁了，这个年纪本该是享受天伦之乐的时候，但是他却不
顾家人反对回国创业。“年纪越大，报效祖国的愿望就越强烈。”奉向东说，尽管
饱受创业艰辛，但他从不后悔。

今年 52 岁的赵汉民也是“千人计划”专家，几年前他加盟晶能光电(江西)
有限公司出任首席技术官。因为患有免疫疾病，他每隔一段时间就要到国外接
受治疗。尽管要饱受长距离奔波之苦，他仍然坚定留在晶能光电，带领团队攻
克硅衬底大功率 LED芯片技术的一道道难关。

“这些专家为了民族产业的发展，放弃国外安逸的生活，付出很大代价。”
王敏说，他常常被这些华裔科研人员的奉献精神所感动。

记者采访了 10 位“千人计划”专家发现，他们有着强烈的爱国心、有着将
技术产业化的强烈愿望，为此不惜放弃高薪岗位、放弃优越的生活条件，回国
创新创业报效祖国。

江西省委、省政府非常看重海归高层次人才的产业带动作用，出台了一系
列政策，通过项目资助、创业扶持、贷款贴息等方式对归国创新创业人员给予
综合资助。

徐忠说：“江西省委人才办对‘千人计划’专家提供‘保姆式服务’，明确专人
经常与专家保持密切联系，在专家遇到困难或问题时，及时予以跟踪协调，积
极帮助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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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出属于中国人的“争气机”
记两院院士、我国歼 8II 飞机总设计师顾诵芬

新华社记者石龙洪、赵博、吴植

5 年前，18 岁的台湾女孩林柔婷做了一个不同凡响
的决定：到大陆念大学。有亲友深表不解：“在台湾好好
的，为什么要去大陆？”

如今，林柔婷已从武汉大学法学院毕业，一边创业
一边准备继续深造，忙碌而充实。不久前，她回到校园，
接受了新华社与台湾旺旺中时媒体集团联合采访团的
访问，言谈间显得自信、热情、朝气蓬勃、意气风发。

开启充满惊喜的“人生旅程”：发现不

一样的大陆

蓦然回首，林柔婷说，这是一趟充满惊喜的“人生旅
程”，既发现了一个与想象不尽相同的大陆，也在成长中
发掘出全新的自我。

“我从小就对历史很感兴趣。但是台湾一度推行
‘去中国化’教育，课本中关于中国历史的内容寥寥。”
林柔婷说，高中时有位历史老师说一定要自己建构对
大陆的认知，而不是听信课本、媒体，“这句话深深触
动了我。”

2012 年，林柔婷成为武汉大学的一名本科新生。很
快地，她发现大陆很不一样。“武汉的城市口号是‘每天不
一样’，建设的日新月异是台湾完全不能比的。”林柔婷
说，还有发达的互联网科技让生活十分便捷，从移动支
付、网络购物到近来流行的共享单车，用上了就越来越离
不开。

大陆学生也与想象中不一样。“他们都好厉害！”她
说，有次在课堂上，老师说到公元 1100 年，立即就有学生
接话说那是宋徽宗年代。

积极融入大陆学习生活：发掘新的自我

由于中学阶段的课程内容不同，林柔婷经历了一
段艰难的适应期。像大陆同学一样泡图书馆、上自
习……她用了两年时间迎头赶上，最终顺利完成了
120 个必修学分，不少课程成绩优异。

“常有台湾朋友问我，为什么一说大陆学生用功就
拿泡图书馆举例，真的天天待在那里吗？”她笑着说，
“经历过就知道是真的。在那种人人用功的氛围里，学
习效率特别高，连玩手机都觉得浪费时间。”

武汉大学对台生的管理在课业上要求严格，在生
活上则尽量照顾，配有条件相对较好的宿舍。林柔婷却
放弃了专门宿舍，选择与大陆同学朝夕相处，一起念
书、一起旅行，只为更好融入大陆的学习生活。

渐渐地，点点滴滴的经历与感悟让林柔婷建构出
关于大陆的真实认知，以及对于两岸关系的独立思考。

“当我再与台湾亲友交谈时，发现自己看事物的眼
光不一样了。”林柔婷说，当年的同学里有一些人参加
过“反服贸”学运，“认真聊一聊会发现，他们连两岸服
贸协议是什么都不知道，就人云亦云地跟着反对。”

“这不是他们的错，是‘去中国化’教育的错。”林柔
婷直截了当地说，如果留在台湾念书，自己可能也会成
为其中一员，因为被蒙蔽了双眼，不了解两岸关系的真
实面貌，看不清台湾年轻人的未来究竟在哪里。

“多往来才能化解隔阂”：以行动推

进两岸交流

毕业后，林柔婷找来政治学、经济学、医学等其他

专业的武大台生，共同组建了一支“海峡两岸志愿服务
队”，为有志来大陆发展的台湾青年提供咨询。她还借
助大陆鼓励台湾青年前来创业的政策“东风”，成立了
一家从事两岸文化交流的公司。

“两岸只有多往来，才能化解隔阂、消除误解。”林
柔婷说，现在有越来越多台湾年轻人对大陆感兴趣，自
己走过的路也许可为他们提供借鉴。她还常常回到高
中母校，向学弟妹介绍大陆的教育环境和社会发展情
况。

4 月中旬，林柔婷参加了面向港澳台学生的大陆
高校研究生入学考试，报考方向是刑事诉讼法。

“我的本科毕业论文写的是两岸共同打击犯罪
及司法互助，如能顺利考取研究生，我希望学习更多
专业知识，今后为两岸法律领域的交流合作贡献一
份微薄之力。”说这番话时，她的眼神无比坚定也充
满希冀。

在母亲邹佩育眼里，女儿已从青涩的小女孩长
成独立自主的大姑娘。“来大陆前，婷婷比较迷茫，对
人生充满疑问。现在拓宽了眼界、提升了能力，整个
人都变得积极向上，对未来越来越有自己的想法。”
她欣慰地说。

林柔婷是大陆台生的一个典型缩影。数据显示，截
至去年底，共有 10823 名台湾学生在大陆攻读学位课
程。而在武大，目前就有 248 人。

“对台湾孩子来说，求学大陆是一条不一样的人生
道路。也许需要更多勇气，却也让人生充满精彩。”站在
武大最负盛名的“樱顶”，远眺碧色笼罩的珞珈山和烟
波浩渺的东湖，林柔婷感慨地说，要感谢几年前那个决
定，让自己收获了不一样的精彩。

新华社武汉 5 月 3 日电

台生林柔婷：发现“新”大陆，发掘“新”自我

▲这是顾诵芬院士手持歼 8II 飞机模型的肖像照
片（4 月 27 日摄）。 新华社记者李鑫摄

新华社北京 5 月 3 日电(记者胡喆)在“一穷二白”背
景下，设计出我国第一架喷气式教练机——— 歼教 1；冒生
命危险亲乘战机三上蓝天，只为弄清飞机设计问题；“咏
世德之骏烈，诵先人之清芬。”他以对祖国的赤子之心，捧
出了我国喷气式飞机设计和空气动力学研究的累累硕
果……

载誉无数、却又从不居功。一路走来一路歌，一生立
志让中国人自己拥有“有底气、能争气”的飞机：他就是中
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歼 8II 飞机总设计
师——— 顾诵芬。

“一张白纸”干出中国第一架喷气式

教练机

时至今日，87 岁高龄的顾诵芬回忆起当年与飞机结
下的不解之缘。1940 年，在民族危亡、外敌侵略之际，10
岁的顾诵芬收到叔叔一份“特殊的生日礼物”——— 一个航
模，“这在当时是很难得的”，顾诵芬介绍，自己从此便一
发不可收拾，沉浸在了飞机的世界中。

而在战争时期，空袭和轰炸，更让年幼的顾诵芬在心
中埋下了一颗种子，他曾暗暗发誓：“一定要搞出属于中
国人自己的飞机！”

带着这颗种子，顾诵芬从青葱年少到意气风发，从黄
浦江畔前往冰雪北国。

1956 年 8 月，原航空工业局在沈阳 112 厂建立了新
中国第一个飞机设计室。在这支荟萃着新中国最优秀飞
机设计师的队伍中，顾诵芬承担了气动组组长的职务。

为解决机身采用两侧进气的难题，顾诵芬把所能搜
集到的全部信息加以消化、梳理、汇总，最终形成可以进
行气动力设计计算的一套方法，圆满完成了翼型、翼身组
合型式选择与计算、进气道参数确定和总体设计所需数
据的计算。

一勤天下无难事。顾诵芬与军工专家们一起，利用当
时仅有的、从没在工程中应用过的风洞，边摸索、边试验，
最终取得了理想的结果。据顾诵芬回忆，在物资极度匮乏
的情况下，白天下班后，他还得带着同事一道去医院收集
废针头，焊接在铜管上，组成模型……

1958 年 7 月 26 日，歼教 1飞机在沈阳首飞成功。顾
诵芬在几乎是一张白纸的新中国飞机设计事业创建了属
于中国人的气动力设计方法，也在应用空气动力学的研
究和实践方面登上了一个新的高峰。

为了给飞机找问题，亲乘战机三上蓝天

1969 年 7 月 5 日，歼 8飞机实现首飞。但在随后的
飞行试验中，飞机出现强烈振动，这让所有参研人员都悬

起了一颗心。
为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顾诵芬做出了一个大胆的

决定：亲自乘坐歼教 6飞机上天，直接跟在试验飞机后
面观察振动情况！

据当时驾驶飞机的试飞员鹿鸣东回忆：“顾总那会
儿已是年近半百的人，却丝毫不顾过载对身体带来的
影响和潜在的坠机风险，毅然亲自带着望远镜、照相

机，在万米高空观察拍摄飞机的动态，这让所有在场
的同志都十分震撼和感动。”

与顾诵芬亦师亦友的飞机空气动力学专家、中国
科学院院士李天当时也见证了这一“壮举”。据李天回
忆，由于顾总的另一位师长——— 歼 8飞机首任总设计
师黄志千逝于空难，顾总的夫人江泽菲曾和他有一个
约定：不再乘坐飞机。这并不是出于对飞机安全的不
信任，而是不忍承受失去至亲的痛苦。

这次，顾诵芬要登上的还不是民用大飞机，而是风
险更高的战斗机！所以他必须瞒着妻子、瞒着家中每一
位亲人。顾诵芬本人坦言，当时也来不及想这么多。

功崇惟志，业广惟勤。正是源于一次又一次地反
复观察和大胆尝试，顾诵芬最终和团队一同解决了气
流严重分流的问题，并亲自做了对飞机后机身整流包
皮的修形设计，彻底排除了飞机跨声速抖振的现象。

家学世传，对知识的信仰永远不变

顾诵芬时常被问到一个相似的问题：“您这么做到
底为了什么？”

为名乎？为利乎？只为此身长效国。
如今已近 90 岁高龄的顾诵芬，仍能清晰记得父

亲和其他长辈对自己的言传身教，以及侵略者在他身
边投下炸弹时的巨响。这一静一动、一张一弛之间，构
筑了顾诵芬作为一名党员、一名知识分子的信仰。在
他的人生坐标里，既有来自身为文化大师、上海图书
馆名誉馆长的父亲顾廷龙老先生流淌的中华文化的
“血”，也有属于新中国第一代知识分子艰苦奋斗的
“脉”。在顾诵芬的研究生涯里，两种“血脉”交相辉映。

知识分子应以一种怎样的姿态生活在当下？家国
情怀，以及对知识永远不变的信仰……“尊重知识、敬
畏知识。”从顾诵芬身上，我们看到了一个跨越时代、累
世传承的知识分子家庭所给出的中国答案。

“学技术、用技术；学知识、用知识。”学以致用、知
行合一。在顾诵芬的眼中，报国、强国，纯粹而坚毅。

“要能做出新的创造，必须多读书。”时至今日，年
近九旬的老院士仍是“早晨第一个到办公室的人”；在
国外学术机构上看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一定会马上
分享给相关年轻设计师，和他们一起加紧学习。

一思尚存，此志不懈。即便是最艰难的时刻、最危
险的处境以及生命的最后一天，都不会轻易放弃。这
就是顾诵芬，一位纯粹的航空人、一位让人敬重的知
识分子。

知识分子典型

新媒链接
扫描二维

码，观看“顾诵芬回
忆与飞机结下的不
解之缘”视频


	07-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