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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但能拿租金，每个月
还能领 900元的工资，土地
流转好着呢！”38 岁的陕西
省杨陵区大寨镇寨西村村民
党香利，谈起当地的土地流
转政策时一脸的高兴。

之前，党香利一家围着
3亩地转，一年收入两三千
元。如今，她将土地租给村里
引来的企业发展蔬菜基地，
不仅每亩能拿 700元的年租
金，还成了蔬菜基地的员工。

随着大力发展现代农
业、建立健全土地流转惠农
政策的出台，越来越多的农
民尝到了土地流转的甜头。
“现代农业是科技化、市场
化、规模化、生态化的农业，
而土地流转是发展现代农业
要走的第一步。”杨陵区委副
书记桑春果表示。

蔬菜种植大户的土地经

杨陵区五泉镇是个农业
大镇，全镇耕地面积 2.8 万
亩。近年来，通过土地流转，
一些外出打工人员闲置的田
地逐渐向种植专业户集中，
土地稀缺难题迎刃而解，并
涌现出一批种植大户。
杨凌绿飞农民专业合作

社社长李彪是五泉镇的大棚
蔬菜种植大户，通过土地流
转租赁来的百亩田地让他在
农业生产上大显身手：种大
棚西瓜、西红柿、黄瓜等蔬
菜，每年可收入十几万元。
据了解，在五泉镇租种

土地面积在 50 亩左右的蔬
菜种植大户就有二三十户。
随着中央鼓励农村土地流转
政策的出台，农民更是吃下
了“定心丸”，一些生产大户
不仅在当地，甚至远赴他乡
承租田地。

组建“土地银行”

为确保土地流转工作顺利开展，杨陵区率先在
基础条件较好的大寨乡西小寨村成立了全区第一
家土地银行，构建土地流转新机制。目前，杨陵区已
在现代农业发展较为集中的 16个村组建了“土地
银行”。
每年，政府为每个土地银行补助经费 1万元，

调动了土地银行工作人员的积极性。目前，全区共
成立土地银行 36家，涉及 3个乡镇 36个行政村万
余农户，占总农户数的 30%以上，累计流转土地 3.5
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35%以上。
同时，为规范土地银行的运行，杨陵区政府成

立了土地流转服务中心和土地流转仲裁委员会。土
地流转中心负责规范土地流转程序和合同文本；仲
裁委员会主要对土地银行无法调解的土地流转纠
纷进行仲裁处理。
和农民自发土地流转不同的是，杨陵土地流转

是在政府推动下，先规划后流转，减少了盲目性和
无序性。土地流转不仅提高了土地利用率，也推进
了农业规模化经营，一批当家产业脱颖而出。

多重措施保障失地农民利益

杨凌现代农业示范园区管理中心主任程建国
说，在土地流转前，政府就考虑到了失地农民的生
计问题，为此先后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性文件：对土
地被全部租用且不能从事生产的农户，享受政府按
人均耕地 0.3亩的最低生活保障标准；男年满 60
岁、女年满 55岁的农民，每人每月发放生活补贴 60
元；由政府代交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个人自筹部分；
免费提供技术和技能培训，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政
府按每亩 200元的标准，建立土地流转风险基金，
对因自然灾害或其他原因造成损失不能支付地租
的农户、专业合作社或企业，从风险基金中支付租
金保障群众利益。
示范区管委会副主任、杨陵区委书记王宝平告

诉记者，土地流转一方面可使流出农户获得固定的
租金收入，另一方面农户也可通过外出务工或从事
其他行业获取收入，还可到土地受让大户或农业企
业中务工来增加收入，可谓一举三得。

1990年，我国生理学的奠基人蔡翘院士逝
世，至今已有 20余年。10月 14日，在军事医学
科学院建院 60周年之际，军委副主席郭伯雄和
总后勤部部长廖锡龙亲自为蔡翘铜像揭幕。当
天，南京紫金山天文台正式宣布“蔡翘星”命名公
报，蔡翘一生建立的卓越功勋将永远伴随着这颗
星星闪耀在茫茫宇宙。

蔡翘在其自述中曾这样写到：无论什么事
业，要想获得一定成就，就必须经过长期的艰苦
奋斗。他认为，奋斗有两种：一种是生活上的艰苦
奋斗，一种是针对事业（如科研及教学中）本身问
题的艰苦奋斗。

1922年，蔡翘只身一人开始在美国进行科
研工作，后于 1925年回国。为了振兴中华，促进
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他决定到复旦大学执教。

当时除一些教会大学外，我国自办的大学中
很少开设实验生物学课程。蔡翘身边人手极少，

设备几乎等于零。就在这种极端艰苦的条件下，
他筹措经费，添置显微镜等必需仪器，开展生物
学、生理学等教学和实验，建立了生物学科。

为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更全面地发展我国
的生理科学，1930年蔡翘再度出国，先在英国伦
敦大学、剑桥大学，后在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等著
名实验室进修，并走遍这两个国家的其他著名生
理实验室参观学习。

回国后，蔡翘来到成都，和他共事的还有朱
壬葆、周金黄、匡达人、蔡纪静等人。由于大家精
神振奋，勤奋努力，工作颇见成效，一时间吸引了
各方人才，比较年轻的后来大都成为国内的知名
教授。当时童第周、郑集等人均参加过他举办的
学术活动。

新中国成立后，蔡翘转入部队系统工作。当
时，师资力量普遍缺乏，蔡翘受中央卫生部委托，
举办了两期生理师资训练班，每期从医学院调来

应届毕业生 10人，训练一年半结业。培养的这
20名毕业生，就像一批种子，撒在全国各地，并
开花结果。

蔡翘始终记得建国初期中央卫生部副部长
兼总后卫生部部长贺诚告诉他的话：由于抗美援
朝、保家卫国的需要，一定要建设一支强大的空
军和海军，希望他能在航空航海医学及劳动生理
方面开个头。虽然蔡翘在这方面没有多少经验，
但只要祖国需要，他觉得就有义务去学习、去钻
研。从 1951年起，蔡翘在航空医学方面作了一些
初步试验，后来在军事医学科学院又作了进一步
探索。虽然是从头搞起，但进展比较快。

当然，蔡翘在军事医学科学院的工作也并不
总是一帆风顺，主要是方向任务不够明确，变动
多，不稳定。但是，只要看到有些做法不符合科学
发展规律，从科学事业出发，蔡翘还是会向党委
及上级领导提出来，希望注意纠正，有些建议还

受到了国家科委聂荣臻元帅的重视。
粉碎“四人帮”后，军事医学科学院成立了基

础医学研究所。蔡翘虽已年逾八旬，但仍为之兴奋
不已。由于“文革”的影响，当时科技骨干已呈现出
青黄不接的局面。蔡翘决心在晚年再培养一批中
坚骨干及研究生，为生理科学事业贡献一份力量。
在他的晚年时光里，蔡翘告诉学生，自己最大的心
愿就是希望能看到祖国的生理科学兴旺发达。

大师远行 21载 不朽功勋耀苍穹
———追忆我国生理学奠基人蔡翘院士

深 蓝军事医学科学院建院 60周年

去年“涨声一片”，今年狂跌不止。据媒体
报道，一毛钱的白菜收购价，跳水 90%的生姜
价格，让一些菜农“心忧菜贱愿天寒”，直言每
年选择种植何种蔬菜，犹如在股市上选股一
般风险重重。

近日，就山东、安徽、辽宁、新疆等地蔬菜
滞销、菜价低迷的情况，《科学时报》记者专访
了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
张利庠。他呼吁政府强化公共服务，以解决
“菜贱伤农”的老问题。

菜因何贱

“蔬菜的季节性过剩，是导致此次菜价低
迷的最主要原因。”张利庠说，“南北方蔬菜集
中上市，叠加在一起，就放大了供应量，造成
供过于求。”
至于蔬菜的季节性过剩为何会屡屡出现

且愈演愈烈，张利庠认为首先是信息不充分。
“农民会根据上一期的价格决定下一期的供
应量。如果某种菜的价格高，政府又没有对农
民进行信息指导，农民就会一哄而上，种同样
的菜，导致这种菜过剩。”
他还谈到，一些地方政府好大喜功，动辄

让农民大面积种植单一作物，也会造成某些
蔬菜的过剩和滞销。
“还有就是囤积和炒作。最近这些年，蔬

菜批发商建立的冷库越来越多，囤积和炒作
蔬菜的能力也随之增强。于是，蔬菜供应量和
价格的起伏也越来越大。”
除了供过于求，张利庠认为，流通环节的

盘剥也是促成“菜贱伤农”现象的一大原因。
“一条蔬菜的产业链，包括育种、种植、施

肥、加工、收购、流通等多个环节。前面的大部
分环节，对于蔬菜价格的加成其实并没有太
大的作用。加成主要是在流通环节，特别是在
批发市场和超市这两个地方，也就是‘最后一
公里’。”
当被问及蔬菜销售利润的分成情况时，

张利庠表示，批发市场和超市拿去的利润，
“肯定在 80%以上”，而农民拿到的利润，则
“不到 20%”。他强调，批发市场和超市对利润
的盘剥，正是破解“菜贱伤农”、“菜贵伤民”并
存悖论的答案。

农如何不伤

张利庠特别指出，此次菜价下跌与上次
肉价下跌的不同之处在于“政府并没有人为
地压低蔬菜价格”，而是一边交由市场去调
节，一边创造有利的政策和环境，尽量维持蔬
菜价格平稳。在他看来，此次政府的调控手段
较以往“更加理智和成熟”。
同时，张利庠也提出，要根治“菜贱伤农”

问题，政府应该更加强化其公共服务职能。
在他看来，首先，政府应该建立公益性的

批发市场。只有国家层面的批发市场，才能起
到平稳蔬菜价格的作用，并使农民拿到较为

可观的销售利润。
其次，政府应该建立权威、统一的信息发

布平台。例如，政府可以及时统计和公布母猪
的存栏量和种子的销售量，以预报肉价和菜
价将来的市场行情，供农民参考。
第三，政府应该把蔬菜生产看做一个系

统的工程，这是关键。政府不仅要管菜篮子，
还要管菜园子、菜摊子。这样调控工作才不会

流于片面。
此外，张利庠认为，“农超对接”也不失为

一种可供选择的思路。实行“农超对接”后，农
民可以按照超市的订单，较为合理地规划蔬
菜的种类和供应量，得到稳定的收益。但他也
指出，“农超对接”实际上并没有减少中间环
节，只是把中间环节“超市化”了。想要让农民
真正得到实惠，建立公益性的流通和销售平

台，仍非常必要。
而对于蔬菜种植策略，张利庠则建议地方

政府兼顾规模化和多样化。一方面，应该规模
化地种植适合水土、具有品牌优势的蔬菜；另
一方面，也应该保证蔬菜种类的多样化，减小
市场供求关系变动所带来的风险，同时也可
以实现自给自足，节省流通成本。

（实习生何家艳对本文亦有贡献）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副院长张利庠：

破解野菜贱伤农冶须强化公共服务
本报实习生 刘 念 记者 李晓明

本报讯（记者鲁伟 通讯员万霞、程远）近日，依托
华中科技大学建设的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筹）
取得重要突破。该中心自行研制的国内首个双线圈
脉冲磁体成功实现 83特斯拉的磁场强度，再次刷新
我国脉冲磁场强度纪录，使我国非破坏性磁场强度
水平跃居世界第三、亚洲第一。

据了解，此次测试用的圆柱状磁体高 450 毫
米，直径为 400 毫米，磁体孔径 14 毫米，重达 150
公斤。磁体采用了双线圈结构，包括内、外两个线
圈，分别采用 1.6 兆焦耳和 8 兆焦耳共 10 个电容
器模块供电。与普通单线圈磁体相比，双线圈磁体
能产生更高的场强，但其结构更加复杂、研制难度
更大，对电源和控制要求更高，是对脉冲强磁场工
程技术的重要挑战。

此次突破全方位验证了建设中的脉冲强磁场实验
装置的可靠性，证明该中心在脉冲强磁场的磁体技术、
电源技术与控制技术等方面已达到世界一流水平。

特斯拉是磁感应强度的单位。高强度的磁场为科
学研究提供了新的工具，可为物理、材料、化学等前沿
基础研究发现新现象、揭示新规律提供更多的机遇。目
前，世界最高的非破坏性磁场强度由美国洛斯阿拉莫
斯国家高磁场实验室创造，为 97特斯拉；排名第二的
是德国的德累斯顿强磁场实验室，纪录为 91特斯拉。

国家脉冲强磁场科学中心筹建于 2007年，所建
设的脉冲强磁场实验装置是我国“十一五”期间计划
建设的 12项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之一，也是唯一
落户湖北省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项目。

图为实验后取出的双线圈磁体。

83特斯拉浴
我国脉冲磁场强度进三甲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周
飞）近日，记者从中科院华南植物园
获悉，该园与锦兴国际生物发展公司
正式签署协议，将在特色经济植物规
模化种植方面开展合作，尤以铁皮石
斛的规模化种植为合作重点。

该项目负责人为华南植物园华
南农业植物遗传育种重点实验室博
士吴坤林，实验室其他人员将为该项
目提供技术支撑。

据记者了解，该实验室研究员段
俊领衔的团队日前在石斛试管杂交
育种上已取得突破。该团队在研究铁
皮石斛和霍山石斛试管开花规律的
基础上，人为调控两个亲本在试管内
开花，然后进行杂交授粉，再将授粉
后的植株培养于培养容器中，在试管
中发育三个月后播种于原球茎诱导
培养基上，经原球茎的形成、分化、成
苗和生根壮苗，四个月后获得一批杂
交后代种苗。目前，他们已研发出包
括石斛在内的多种药用兰科植物的
种苗快繁与高效栽培技术体系。

据专家介绍，目前铁皮石斛的市
场需求量大，供不应求，价格昂贵。例
如，由优质铁皮石斛加工而成的药物
“枫斗”，每公斤市场价格在万元以
上。野生铁皮石斛资源稀少，远远不
能满足需求，因此人工种植铁皮石斛
不但市场前景看好，对野生资源的保
护也意义重大。

图为试管种植的铁皮石斛。

名贵铁皮石斛有望规模化种植

人物简介

蔡翘，我国著名生理学家。1897年 10月 11
日生于广东揭阳，1990年 7月 29日卒于北京。
1925年毕业于美国芝加哥大学研究院，1948年
和学生冯德培、童第周被选为国民党中央研究
院院士。新中国成立后，他担任军事医学科学
院研究员、副院长。1955年被选聘为中国科学
院院士（学部委员）。

中国低碳转型
“窗口”何时开启
（上接 A1版）

低碳转型：基础有待夯实

在齐晔等学者看来，与“十一五”相比，“十
二五”增加了单位 GDP二氧化碳排放、新能源
和可再生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和森林蓄积
量三个约束性指标，其导向性更强、指标更绿、
目标分解更合理，但这将是一项更高难度的任
务。

个中原因是，在节能目标更高、指标力度更
大，节能减碳空间减小、边际成本上升的情境
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面并没有改变，仍
处于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出口总量
仍将上升，这些因素将对控制能源消费总量形
成实质性挑战。

各级地方政府发展经济的冲动，也使得未
来中国经济结构的调整面临巨大挑战。

此外，中国正处于迈入中等收入国家的关
键时期，公众消费行为正在发生剧烈转变。《报
告》指出，2010年与消费直接相关的建筑和交通
碳排放约占社会总量的 31％，与 2005年相比增
长了 41％，快于社会总量的增速。齐晔认为，中
国需要对公众的消费行为加以引导和制约，否
则，消费侧二氧化碳排放的过快增长也将对低
碳发展构成压力。

周大地认为，现有市场机制难以推动低碳
发展，因为现在的发展是资本增值和扩张式的
经济增长模式，其目标依然是比拼物质消费水
平。他认为，应开创推动低碳发展的市场引导机
制和干预机制，推动改变世界经济中不合理的
价值分配和国际分工体系。

齐晔表示，“十二五”对于中国长远的低碳
发展是一个关键时期，不仅要实现预定的节能
和二氧化碳减排目标，通过这一时期的发展，还
应该稳固低碳发展的基础，为未来更大减排目
标的实现铺平道路。
“2020年以后是攻坚战。”发改委能源研究

所研究员姜克隽认为，届时中国将面临更大减
排压力，低碳发展能不能撑得住，“要用 10年的
时间准备体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