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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日举行的山西省农科院全院
2011年工作会议上，谷子研究所所长孙
美荣登上颁奖台，从院长手中接过授予该
所的“模范研究所”牌匾，激动不已。这是
全所职工奋力拼搏、开拓创新的结果。近
几年来，这个研究所在科研、开发、推广等
项工作中一直处于全院领先地位，培育出
一大批受农民欢迎的农作物优良品种，多
项研究成果达到国内外领先水平，科研成
果的推广转化范围由山西扩大到全国十
多个省市，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作出了
贡献。

谷子研究所为山西省农科院下属的
专业研究所，位于晋东南的长治市，是一
个具有 70多年历史的老所。70年来，在
当地政府和山西省农科院的领导下，谷子
研究所致力于科研工作的不断创新；致力
于服务当地农业生产，致力于提高谷子等
农作物的产量，书写着光荣与梦想。建所
以来，已培育出谷子、玉米、小麦、大豆等
优良新品种 120多种，先后有 100多项科
研成果获得省部级以上奖励，自主科研成
果累计推广 3亿多万亩，创社会效益近百
亿元，为山西乃至全国的农业发展作出了
贡献。

科技创新能力显著提升

近年来，谷子研究所已拥有国家谷
子改良分中心、国家谷子产业体系栽培
植保功能室、产后加工室和国家现代玉
米产业体系综合试验站。承担了国际挑
战计划项目、国家“863”项目、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项目、科技部成果转化资金项

目、国家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项目和
省、院等各级各类项目（课题）100多项。
项目研究领域进一步拓宽，在开展应用
研究的同时, 开展了基础研究和高新技
术研究。科技推广中试示范、高产高效
栽培、产后加工项目比例也不断增加。
研究手段得到进一步提高，并采用分子
育种和生物技术等现代育种手段。研究
途径也在进一步拓宽，积极开展了国际
和国内合作研究，与中国农科院、河北
农大、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等科研院所建
立了合作关系。每年的科研和推广项目
经费也由“十五”期间的 100多万元提高
到“十一五”的 700多万元。
与创新能力建设相应的是科研水平

不断提高，科研成果层出不穷。“十一五”
期间，在该所承担的研究推广项目中，“中
国北方冬小麦抗旱节水种质创新与新品
种选育利用”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抗旱优质高产小麦新品种长 6878”获山
西省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优质高效谷子
新品种长农 35号的选育与应用”等多项
研究成果分别获得山西省科技进步奖和
山西省农村技术承包奖。
通过验收鉴定的科研成果都具有较

高水平。“谷子高异交结实不育系创制及
抗除草剂杂交种长杂谷 2号选育”，实现
了我国中晚熟区谷子杂交种零的突破，该
研究成果达到了同类研究的国际先进水
平。“长杂 2号”杂交谷子品种不仅产量

高、品质优，而且植株生长整齐健壮，抗
病、抗旱、抗倒能力强，试验示范较常规对
照增产 35%以上，亩可增收谷子 100～150
公斤，充分体现了谷子强大的杂种优势。
2009年在全国第八届优质食用粟评选
中，“长杂 2号”谷子小米被评为二级优质
米，该品种目前已被列为国家科技成果转
化项目，将在山西、陕西、内蒙古、辽宁等
省（自治区）大面积推广种植。“中国北方
冬小麦抗旱节水鉴定评价与新品种筛选
利用”、“高产优质玉米新品种潞玉 13开
发推广”、“山西旱作农业高产高效技术体
系及配套机具研究与示范”等科研成果，
分别都达到国际和国内领先水平。
在新品种选育方面，根据农业生产要

求，选育出了一大批适应不同生态条件的
高产、优质、抗逆性强的新品种。“十一五”
期间，通过国家和省审（认）定的新品种
36个，数量和质量远远超过了“十五”。其
中，13个谷子品种通过了国家和山西省
审（认）定；7个小麦品种通过了国家和山
西省审（认）定；12个玉米品种通过了山
西省审（认）定和兄弟省市审（认）定；4个
大豆品种通过山西省审定。其中，“长
6878”小麦品种被国家和省品审委员会确
定为国家北部和山西省中部麦区旱地区
试对照品种；“长农 35号”谷子品种被国
家确定为国家西北春谷区区试对照品种；
“长 4738”小麦品种被省品审委员会确定
为山西省中部麦区水地区试对照品种。
在成果示范中，山西省农作物高产纪

录不断被他们打破。2008年该所培育的
“6878旱地小麦”在山西高平市南陈村亩
产量达 618.4公斤，创造了山西省及全国
北部冬麦区旱地小麦单产最高纪录。该所
研究的“旱地玉米生化调控节水简耕高产
高效栽培技术”，在 2008年严重伏旱情况
下，在山西壶关县平均亩产 1162.5公斤，
创造了山西旱地玉米的单产最高纪录。该
所培育的谷子新品种“长生 07”，2010年
在山西襄垣县丘陵旱地百亩示范田亩产
达 560.98公斤，创造了西北区丘陵旱地
春播谷子高产新纪录。

科技推广服务成效显著

在加强科学研究的同时，谷子研究所
紧紧围绕现代农业发展需求、农村经济增
长和农业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开展科技推

广，加速科研成果的转化和新技术示范推
广。他们通过对国家和省农业产业技术体
系建设项目、省农业技术推广示范行动项
目、国家成果转化和省财政支农等重大项
目的实施，进一步促进和带动技术成果转
化。并通过建立核心技术示范区，进一步
推广集成配套栽培技术，努力提高科技成
果的转化率，让科技人员把论文写在黄土
地上，把成果技术送到千家万户，积极为
农民增收作贡献。
科技成果转化，促进了新品种的推

广，该所的“潞玉 13号”玉米先后通过
晋、川、津、渝、黔、秦、湘、鄂八省市审
（认）定，成为西南区推广的第一品种，
并在东北、甘肃、内蒙古等省（自治区）
大面积推广。
在承担山西省农业技术推广示范行

动项目中，该所通过建立示范中心点，以
品种为核心，以技术为支撑，在山西泽州
县、高平市、长子县、壶关县等县市推广示
范新品种新技术 15万余亩，总增产粮食
493.6万公斤，为农民增收 1057.16万元，
取得良好的社会经济效益。
“十一五”期间，全所组织各方面专家

和科技人员科技下乡达 1400余人次，累
计培训农民 50余万人次，印发技术资料
近 50万份，直接接待咨询农民 2万多人
次，累计推广新品种、新技术 9000余万
亩，创造社会经济效益 54亿多元。科技示
范推广有效地推动了山西农业产业结构
的优化调整和农民收入的增加，大力提高
了研究所科技成果的转化率，提高了对山
西现代农业发展和新农村建设的科技支
撑服务能力。

阴潘丽
牛顿说：“如果说我比别人看得更远

些，那是因为我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科
学的金字塔正是这样一代一代垒起来的。
要站到巨人的肩膀上并非易事，而从塔尖
上看到的广袤、壮美的风景，亦远非常人
可以想象的。

少有人走的路

我们从小就处在普世真理的包围之
中，对那些发现真理的科学家总是充满景
仰。17世纪前后的欧洲科学界可谓众星
璀璨、大师云集，哥白尼、伽利略、开普勒、
笛卡尔等人在天文学、力学、光学、数学等
方面均有非凡的创见。牛顿总结和发展了
伽利略等前人的知识，获得了辉煌的成
功。1687年牛顿出版了《自然哲学之数学
原理》，以牛顿运动三定律和万有引力定
律为主线，以微积分为工具，巧妙构造出
牛顿经典力学体系，完成物理学史上第一
次伟大的综合。300多年来，它一直是全
部天文学和物理学思想的基础。牛顿的成
就，恢复了人类的自信。

然而，究竟什么参考系才是牛顿运动
定律成立的惯性参考系呢？牛顿力学的理
论框架本身并不能给出明确的答案。牛顿
完全了解自己理论中存在的这一薄弱环
节。他的解决办法是引入一个客观标
准———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用以判断
宇宙万物所处的状态究竟是处于静止、
匀速直线运动，还是加速运动之中。
1905年，这一薄弱环节终于被年轻的爱
因斯坦抓住，他通过否定绝对时间和绝
对空间，把“相对性原理”推广到极致，
加上他的约定性假设即单程光速不变
原理，创立了狭义相对论，把 19～20世
纪之交物理学达到的认识囊括在他的
解释之中，开辟了物理学的新纪元。对
此，大部分物理学家包括相对论变换关
系的奠基人洛伦兹都难以接受。1922年，
瑞典皇家科学院将诺贝尔奖金授予爱因
斯坦时，也只是说“由于他对理论物理学
的贡献，更由于他发现了光电效应的定
律”，只字未提相对论。
牛顿从物理学的一片混沌中解放了

自己，创立了经典力学体系，爱因斯坦又
从牛顿力学的局限中脱离出来，创立了相
对论。挑战权威，挑战固有思维，创立新理

论，这是一条只有勇敢者、只有甘于寂寞
者才会选择的道路。这是爱因斯坦曾走过
的路。如今，国防科技大学教授谭暑生同
样踏上了这条少有人走的路。

现代物理学的新形势

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真的是无懈
可击的吗？

首先，与相对性原理的论断相反，
2.7K宇宙背景辐射确认了存在一个绝对
惯性参考系。地球穿过这个“宇宙背景”的
绝对运动速度大约为 390公里 /秒。这被
称之为“新以太漂移”。其次，人们认识到，
光速不变原理其实是一个不可检验的、人
为的假设。关于光速不变原理的检验实验
的详细分析表明，各种实验都只证明了回
路平均光速不变，并没有证明单程光速的
不变性。另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狭义相对
论断言，不可能存在超光速信号。但自上
世纪 70年代以来，现代物理学实验（包括
贝尔不等式的实验检验）表明，超光速运
动是存在的。许多著名物理学家都认为必
须接受超光速运动和超光速信号的概念。
《科学美国人》（2009年第 3期）发表

题为《爱因斯坦错了》的长文，指出从 20
世纪 70年代开始的贝尔不等式的实验检
验表明，世界是非定域的，这种非定域性
要求一种绝对的同时性，它对狭义相对论
构成了严重威胁，甚至撼动了整个物理学
的基石。文章写道：“过去几年来，这种担
忧终于得以步入物理学殿堂，成为严肃思
考的课题和学术争论的中心。这样的争论
最终可能会瓦解、扭曲、重构或者从根本
上腐蚀这个物理学的根基。”

谭暑生正视这种现代物理学的新形
势。他发现，狭义相对论的纯相对性的结
论令人难以置信，也无法与量子力学的非
定域性相协调，必须接受超光速运动的概
念。因此，他从 1979年开始酝酿，到 1983
年初步成形，再到 1992年和 2007年成
书，构建了标准时空论的完整的理论体
系。到现在，标准时空论已经陪伴谭暑生
走过了近 30个年头。在他的专著《从狭义
相对论到标准时空论》的前言中，谭暑生
写道：“如果标准时空论发表在 20世纪
初，人类一定会接受它，而不接受狭义相
对论。只要细读了摆在读者面前的这本
书，就会承认这并非狂言，而是一句真
话。”那么，是什么样的理论体系使得谭暑
生有这样的底气和自信呢？

著名科学家钱学森早在 1984年春节
看了谭暑生的论文后，便写信给他指出
“标准时空论成立”，“是相对真理，不只是
一家之言”，并在此后的 10多年间，先后
给谭暑生写了 30多封信、3次与他会面，
并多次向国防科技大学提出建议，要求学
校支持谭暑生的工作。他给作者提出建
议，推荐其论文到刊物上发表。他对作者
“致力于理论工作表示敬意”，鼓励作者
“什么也不怕，胜利总要到来！”“中国的事
总是一步一步向前发展的，明年一定会比
今年好！”“请相信日子会好起来！”是什么
样的理论让老科学家如此关切、如此信心
满怀呢？

标准时空论

标准时空论是谭暑生原创性的理论
研究成果，是作者从中国古代元气论出
发，将洛伦兹以太论完善化、系统化，以绝
对参考系原理和回路平均光速不变原理
为基本假设所建立的一个超越爱因斯坦
理论的严谨的逻辑体系。
标准时空论在基本假设的合理性、逻

辑简单性和逻辑自洽性上胜于狭义相对
论。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否定存在绝对参
考系，它实际上恢复了真空是一无所有的
虚空的图像。但实验事实表明：真空不空，
一无所有的虚空是不存在的。另一种空间
图像认为，空间为一种连绵的弥散态媒质
所充满，这正是中国古代元气论的基本观
念。中国古代元气论认为：“太虚无形，气
之本体”；“凡虚空，皆气也”；“阴阳二气充
满太虚，此外更无他物，亦无间隙”。牛顿
引入绝对空间的概念，他实际上认为连绵
的弥散态媒质所充满的绝对空间理所当
然是一个绝对的惯性参考系。标准时空论
以“存在绝对参考系”和“回路平均光速不
变原理”作为基本假设，有着坚实的实验
基础。
与狭义相对论不同，而与量子力学一

致，标准时空论得到同时性的绝对性，它
允许超光速运动存在而不违背因果律。标
准时空论给出了亚光速运动和超光速运
动的统一描述。爱因斯坦狭义相对论是标
准时空论在某种情况下的近似。
标准时空论证明，观察实验事实并非

一定需要通常的狭义相对论，它们也和意
义上与狭义相对论很不相同的标准时空
论概念（如绝对参考系、绝对运动等概念）
相一致。标准时空论的出现，不仅对以前

否定存在绝对参考系的几个实验（如迈克
耳逊 -莫雷实验、塞达霍尔姆实验、特鲁
顿 -诺布尔实验等）给出了自然和圆满
的解释；还对以前所有实验结果，包括狭
义相对论无法解释的几大类实验事实（单
极磁感应实验、宇宙微波背景辐射、超光
速实验、远距关联实验）进行了诠释，并预
见了一些迄今没有预料的新的经验事实。
中国工程院院士、物理学家赵伊君在

评论中认为：“谭暑生创立的标准时空论，
是一个自洽的新的理论体系。标准时空论
是有别于牛顿的绝对时空观和爱因斯坦
的相对论时空观，又继承和综合了二者的
合理要素的一种新时空理论。它的建立，
丰富和发展了人们对时空的认识，对物理
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标准时空论关
于时空性质的数学演算所导出的主要关
系式，都可以获得自然和明晰的物理理
解，它反映了物质和运动、空间和时间的
客观性、相对性和绝对性，以一种具体的
严谨的理论形式揭示了空间和时间的紧
密联系，以及空间时间与物质运动的相互
依赖关系，为理解和描述物理世界以至自
然现象提供了一个更为合适的时空框架。
这样的新理论肯定代表着人类认识自然
的一个进步。

科学创新需要
社会的宽容和制度的保障

中国科学院院士、全国人大教科文卫
委员会副主任程津培在给谭暑生的信中
写道：“我对您甘坐冷板凳，敢于挑战权
威，几十年如一日地艰苦探索表示由衷的
敬佩。中国太需要您这样毕生以追求真理
为己任的科学家了！也对您所取得的科学
成就表示衷心的祝贺……一个具有本质
性的原创理论的确立和被接受，可能需要
漫长的过程，几十年甚至更长。真正的科
学家有这个耐心，您几十年的理论追求也
已充分证明了您的这种优秀特质，极为难
得和弥足珍贵。但我相信我们都应该能够
等到这一天。”

30年来，谭暑生深感原创性研究要
想获得认可所要付出的艰辛。他在著作中
写道：“需要看到，人类科学的创新发展史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一部蒙难史……
理论创新就意味着对传统思维和传统理
论的一定程度的否定，即使一流的科学家
也不一定能作出正确的判断，要人们百分
之百赞成它，更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

人类思维的惰性和民族百年屈辱史的阴
影是一种可怕的力量，但是，每当我想到，
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其实很需要有中国
人自己创立的为世界科学共同体所接受
的自然科学的基本理论发现来增强自信
和弘扬国威，我就感到应当好好努力和好
好争取之。不论社会怎么评价，我将努力
地追求，目标始终如一，期待着对科学作
出贡献，并且最终获得社会的承认。即使
面对麦克斯韦式的困境，我依然会不懈地
探索，愉快地面对未来和人生。”
一个新观点、一种新理论要成为真

理，反映自然的本来面目，不是单凭想象、
任意杜撰能够得出来的。需要从经验事实
出发进行严谨的实事求是的理论研究并
接受实验的检验。评价一个理论的关键因
素有两个：第一是逻辑，即概念的明确性
和合理性，逻辑的简单性和自洽性，包括
所有逻辑推理和数学演算的正确性。第二
是经验事实，即观察实验事实的检验和证
实。自然科学理论成果的评价标准并不是
已有的理论和理论权威，凡满足新颖性、
创造性、自洽性、包容性、可实验检验性评
价标准的科学理论，肯定代表着人类认识
自然的一个进步，都是科学发现者对人类
社会的贡献，都应得到科学界乃至整个社
会的接纳、承认、支持和尊重。科学创新需
要社会的宽容和制度的保障。
基础研究靠厚积薄发，需要长期积累

才能取得重大成果。只有宽容的文化精
神，才能容许和激励基础研究以至科学文
化的创新和繁荣，才能有利于国家的强盛
和科学家个人的幸福。
胡锦涛总书记最近在两院院士大会

上的讲话中指出：“要充分调动广大科技
工作者的创新积极性，提高全社会创新意
识，积极营造诚信、宽松、和谐的学术环
境，鼓励自主探索，保护知识产权，发扬学
术民主，提倡学术争鸣，使一切创新想法
得到尊重、一切创新举措得到支持、一切
创新才能得到发挥、一切创新成果得到肯
定。”

经验事实最终仍然是公正的裁判者。
谭暑生已经提出了一个在现有技术条件
下可以在实验室实施的实验，作为狭义相
对论和标准时空论之间的判决实验。这个
实验的结果本身也具有潜在的巨大的应
用价值。他将筹措经费，完成实验的判决，
并期待自己的标准时空论能够得到社会
各方面的关怀、支持和尊重，取得更加辉
煌的成就。

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记国防科技大学教授谭暑生和他创立的“标准时空论”

科研育种结硕果 服务生产谱新篇
———山西省农科院谷子研究所在创新中发展

阴本报记者 程春生 通讯员 杨林堂

谭暑生

谷子研究所优美的办公环境

谷子研究所领导班子成员

谷子研究所所长孙美荣（左一）给山西农科院院长刘惠民（右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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