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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只有不到 的茶园栽种经过改良的品种

阴柯可
本人参加高考那年，有位朱姓师兄，他的高中生活横亘上世纪 80

年代，光高考就参加了八次，时称“朱八届”（猪八戒）。
无独有偶，几天前，小木虫论坛上署名为“南开北门”的网友发帖

说：刚接到科研处老师短信，说基金中了！随后又接到学院科研院长信
件，说中了！申请了八年，终于得以如愿！
而在科学网上，博主王世山的《七年国基之路———从“辛酸”到

“欣喜”》描述了从 1995年初识科学基金，代主任拟申请草稿，到 2005
年自己正式练手申请，16年 8战（独自申请 7次），追随科学基金的煎
熬、心酸和无奈。
和数位青年朋友交流，都感叹申请科学基金确非易事，申请三五

年才成功的例子俯拾皆是。
我们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官方公布的数据：2006年面上

项目平均资助率为 17.46%；2007年为 17.13%；2008年为 18.1%。2009
年申请 10.2万余项，资助各类项目 20343项，平均资助率接近 20%；
2010年面上项目资助率最高的学部为 28.53%，最低的学部为 14.91%，
平均资助率为 20%。就连门槛较低的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和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前者平均资助率 21.36%，后者资助率最高的学部为 31.05%，
最低的学部为 17.45%。平均资助率为 23.02%。
以上只是参加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者的资助率，还有大

批科研人员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参加申请。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十一五”期间运用国家财政投入超 300亿

元，资助各类项目 9.2万项，支持科研人员 63.3万余。截至 2009年底，
我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约为 5405.4万（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统计，截至
2009年底，我国女性科技人力资源数量超过 2000万人，占国家科技
人力资源总量的 37%。《科学时报》2011年 4月 12日）。用科学基金
“十一五”5年资助的总人数除以 2009年的科研人员总数，不过区区
1.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是我国资助基础研究的主渠道，如果用 2009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各类项目总数 20343项，每个项目组成员 5
至 7人，再除以当年的科研人员总数计算，这一比例更是小得可怜。

1980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首次申请项目的成功率高达
86％；2000年，资助率为 69％，此后直线下降；2002年之后降至 30%
以下。

2008年初,美国国家文理学院提交一份报告：美国的资助环境阻
碍了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研究人员的发展，抑制了可能具有划时代意
义的研究工作。美国要想保持在科学与工程方面的领先地位，必须为
未来投资。一是要资助处于职业生涯早期的科研人员；二是要鼓励高
风险、高回报的研究。
尽管受制于经济疲软，美国还是借助竞争力计划增加对基础研

究的投入，2009财年，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平均资助率即提高到
32%。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陈宜瑜多次强调，要加大对青年

科研人才的资助，提高青年科学基金的资助率。但近年来高考的录取
率“涨势”喜人（据教育部公布数字：2011年高考总人数 933万，录取
率 72.3%），20多年来中国博士数量年均增长 23％。面对大批新生力
量的加入，科学基金的申请竞争焉能不激烈？
对青年科研人员来说，申请时屡战屡败所造成的心理挫伤可能

更甚于经费匮乏。因此，国家和相关部门想办法尽量避免这种心理挫
伤，显得尤为必要。

“八届”未免太煎熬

高文坤 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
究院第三总体设计部主任袁主持全面工
作并任两重点型号指挥袁长期从事隐身
技术和总体设计尧标准化管理及型号管
理工作袁在飞行器总体设计尧隐身技术尧
可靠性技术等领域有着较深的造诣袁在
相关专业领域有着较大的影响力遥现为
多个重点型号指挥袁中国航天科工集团
公司专业专家组成员袁总装专业专家组
成员袁野973冶 项目专家组专家和可靠性
专家组专家袁 中国宇航协会理事会理
事袁西北工业大学兼职教授袁华中科技
大学兼职教授遥曾经荣获省部级科学技
术进步奖一等奖尧二等奖各1 项袁国防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 1 项袁国家管理
创新成果一等奖 1 项袁国防科技工业管
理创新成果二等奖 2项袁并获中国航天
基金奖遥

阴胡卫娜 胡敬

一个民族总是要有一些仰望长空的
人，而他们就是那些仰望长空努力实现梦
想的人。
缔造蓝天奇迹，离不开航天科技的攻

关和试验尖兵的自主创新与无私奉献。中
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第三总体设
计部（以下简称“三部”）是我国航天飞航高
科技产品总体设计部及研发中心，1960年
经中央批准在北京成立，主要负责航天飞
航高科技产品的研究开发、总体设计、系统
集成、试验和服务等任务。
五十载栉风沐雨，引弓飞矢耀中华；

九万里海天同庆，壮志揽天映神州。成立
50余年来，三部沿着基本型、系列化的发
展道路，探索出了一条从仿制、改型设计再
到自行研制，不断创新发展我国飞航事业
的成功之路。在从事飞航技术工作的几十
年中，高文坤和团队倾力完成党和国家交
付的重任，在三部的年轮上留下青春的足
迹，印上共和国航天人特有的时代印记：使
命、责任和大爱。

“飞航路”：共同的性格印章

投身飞航事业，是三部人共同的性格
印章。
在山东蓬莱海边长大的高文坤，海军

试验基地是他和小伙伴们远远观摩并崇
拜着的神圣之所。远远看着基地进进出出
的舰艇，年少的高文坤无限向往。“高考填
报志愿时，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西北工业
大学航空电子工程专业。”高文坤的经历在
三部很普遍，他们注定了与祖国飞航事业
结缘一生，仿佛戈壁荒漠中的胡杨树，扎根
生长，向上，向上，再向上。
研究生毕业后，高文坤分配到航天三

院工作。那个年代从事航天事业很艰苦，外
界也有很多诱惑。艰苦的条件让很多人望
而生畏，然而，在高文坤他们这些人的人生
字典中没有“放弃”二字。
“从进入航天三院那一刻起，我觉得

离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了。”高文坤坦言，
“我早就把自己当做航天人了。到了西工大
以后，学校浓厚的航天氛围更是让我不由
自主地把自己当做了航天的一部分。我选
择了最喜欢的行业。我觉得人活着应该有
更高的追求，而不应该只追求待遇、报酬等
东西。”
个人的事业扎根于祖国的沃土之中，

是荣耀更是责任。执著、倔强、果敢、谦虚，
在三部人的身上集成航天人的优秀品质。

自主创新：打造国之利器

“自主创新打造国之利器”是三部践
行这一核心价值观的中心。
创新是社会发展永恒的主题，是企业

不断发展的不竭动力。三部作为航天领域
的总体设计部，是高科技型企业，创新能力
已经成为衡量企业发展和竞争取胜的核
心能力。

2009年 4月，在科研领域工作日益娴
熟的高文坤走上三部主任岗位，主持三部
全面工作，肩负起带领三部同志不断创新
发展飞航事业的神圣职责。高文坤介绍：
“三部的创新体系建设主要是通过战略创
新、科技创新、管理创新和文化创新全面提
升总体部的核心能力、未来发展能力、总体
设计与研发能力、基础管理能力和科学发
展能力。”
在战略创新方面，三部在未来发展规

划中重点突出了“高、大、统、深、远、实”等
方面。“高”是指高瞻远瞩，站在保障国家安
全的高度，站在富国强军的高度，站在引领
飞航技术发展的高度；“大”是指具有大视
野，着眼于构建天地一体化精确打击体系；
“统”是指统筹兼顾，将三部的发展规划统
一到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军
事需求上来，同时兼顾其他同行业单位与
其他领域的协调发展；“深”是指深入透彻，
抓住核心和关键；“远”是指远见卓识，具有
预见性和前瞻性；“实”是指要符合客观发
展规律，实事求是，切实可行。
在科技创新方面，三部主要采取强化

预先研究与基础研究的方式，大力推进科
技创新。针对型号研制所需的关键技术和
未来的发展方向，三部于 2006年开始自筹

经费开展创新项目研究。先后启动自主创
新项目 90余项，包括了发展战略、专业技
术基础、型号共用技术、关键技术、工艺攻
关等，目前大部分项目已经完成了研究工
作，取得了一批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并
在型号研制中得到了应用。

同时，三部还高度重视预研工作，加
大人才储备力度，建立预研队伍；加大资金
投入和奖励政策倾斜力度；以讲座、培训、
论坛、调研等形式加强学术交流和研讨。研
究方向上从过去强化关键技术攻关到向
前伸至概念研究、向后延至技术集成和演
示验证。“十一五”期间，三部成功培育了一
个国家重大工程，承担了总装、军兵种、科
工局、集团、三院各类预研课题 200多项，
孕育了 5个“十二五”背景项目，实现了飞
航领域的跨越式发展。
“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

九天之上。”当勇攀高峰的信心超越地平线
时，它的光荣和梦想就会在那一片蔚蓝中
放唱。“自主创新打造国之利器”是三部设
计的航天高科技产品的“根”，三部人 50余
年艰苦奋斗、锐意进取，积累了雄厚的技术
储备，才有了产品在新中国成立 35周年、
45周年和 60周年的国庆阅兵式上的精彩
亮相，才有了云岗热土上焕发的勃勃生机。

50余年的发展中，三部不断加强快速
研发、自主创新、总体设计、试验验证、系统
集成等核心能力建设，型号研制进入快速
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新时期。预先研究硕果

累累，隐身、仿真、精确制导、气动、水动、可
靠性等学科研究在国内处于领先地位，形
成一大批具有国内外先进水平的科技成
果，为国防高科技产品研制、开发积累了雄
厚的技术基础，为飞航事业的持续发展提
供了强劲的动力。1985年以来，三部荣获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21项，其中特等奖 3
项，国家发明奖 2项，获得部委级科技进步
奖 242项。

千万基金：发四两拨千斤之力

继 2006年作为唯一的总体部获得集
团创新集体荣誉称号之后，2010年，三部
再次获得集团公司“十一五”预先研究先进
集体荣誉称号。为了为祖国成功铸造一把
把保家卫国的利剑，三部在航天事业上勇
于创新，执著创新。
“三部每年自筹资金 1000万元，对

那些有发展前景，但短期不能产生效
益，并需长期持续投入的研究项目给予
支持，以此鼓励创新。”高文坤自豪地说
道，“有了资金支持，职工有干劲，创新
有成果，三部的长远发展才能有更坚实
的支撑。”
三部对创新的支持历来已久。2006

年，三部正式设立科技创新基金，每年
投入千万元资金支持专业前沿、专业共
性和技术基础类等的创新项目。一大批
有意义、有前景的创新课题涌现出来，

许多创新才俊也脱颖而出。同时，为保
证基层的创新动力源源不断，三部还将
各研究室对创新课题的重视情况列为
重点考核指标，确保各研究室抓牢每一
个创新课题，不放过任何一项有价值的
研究。在三部自上而下鼓励创新的氛围
中，92项创新课题得到了创新基金的支
持，上百名职工从中受益，三部从中积
攒了大批宝贵的科技能量。
“和立项产品的研究相比，预研工

作投入大、见效慢。”高文坤坦言，“但它
们一旦成功，带来的将是成百上千倍的
巨大产出。所以我们要有耐心，要舍得
付出，经得起等待。”创新基金成立以
来，三部以舍得的气魄与扎实的推进，
让创新者有了成长的舞台，赢得了未来
飞跃发展的无穷空间。目前，三部不仅
实现了对新技术和重点领域的基础储
备，而且开始了科技创新体系建设的新
征程。“创新基金还将着重用于推进人
力资源建设，通过创新吸纳人才、培养
人才、激励人才和稳定人才，培养创新
团队和个人。”高文坤介绍。
爱因斯坦说：科学研究好像钻木板，

有人喜欢钻薄的，而我喜欢钻厚的。面对
三部的管理，高文坤常常陷入深思，他表
示，2011年，三部科技创新体系将继续从
机制和激励机制的完善入手，持续支持课
题研究及成果转化，继续在求实创新、引
领飞航的光荣征程上前行。

企业文化：创新路上的引领

文化支撑发展，文化引领发展。
“一个恰当的企业文化能让所有职工

与企业一同形成共同的价值观，在具体行
动时保持思想上的高度一致，使企业文化
成为企业发展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
分。”高文坤如是说。
在三部，大家有一个共识：企业发展

一年靠惯性，三年靠运气，五年靠制度，十
年靠战略，百年靠文化。
从战略的层次上看待企业文化是

三部的一大特色，“文化创新”“以人为
本”是三部践行的宗旨。“文化创新为企
业发展提供思想政治保障。企业文化在
企业战略目标的实现、和谐企业建设、
员工队伍素质的培养以及各项任务的
完成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高
文坤介绍，近些年，三部在继承航天传
统文化的基础上，提出“科技强军、航天
报国”的使命、“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
核心价值观和“建设国际一流飞航技术
总体设计部”的愿景等组成的企业文
化，开展了以强化创新意识、建立创新
机制、鼓励创新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创新
文化，以“重心前移、系统预防”为重要
特征的预防型质量文化，以“以人为本、
关爱生命”为重点的安全文化和廉洁文
化等专项文化建设。
“我们用职工与企业共成长的文化

来提升人，非常认可‘幸福企业’这一概
念，这是一种管理模式，也是以人为本
的具体实践。”三部把职工视作企业最
重要的资产，用重视与尊重员工的文化
来留住人才，创造资源。“三部推进和谐
文化建设，积极推进部室两级和谐文化
建设。发放试验队员联系服务卡，慰问
加班职工，发放生日贺卡，大力推行带
薪休假，改善单身职工住宿和就餐条
件，关注妇幼卫生，改进体检制度，丰富
职工健康档案，举办健康讲座，开展医
疗咨询和巡诊，倡导科学文明的健身方
式，形成‘人人关心和谐，人人建设和
谐，人人享受和谐’的良好局面。”
倚天铸剑，锻造空中盾牌；长空砺翅，

磨炼蓝天劲旅。高文坤带领三部演绎丰富
的创新活剧，也诠释着多姿多彩的生命故
事。翻阅三部科技创新史册，我们深深感到
这背后是飞航事业科技人的大情怀、远志
向……

我说基金

仰望长空的飞航事业人
———访中国航天科工集团第三研究院第三总体设计部主任高文坤

阴本报记者 张双虎
茶树是一种重要的经济植物，由于

其自身特性的限制，茶树分子生物学尤
其是功能基因研究相对迟缓。在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等的资助下，中国农业科学
院茶叶研究所研究员陈亮率先展开茶树
功能基因组、茶树分子标记研究，从更深
层次上认识茶树生长发育、起源、驯化、
育种、抗性等规律。

老茶园的新问题

全世界目前有近 60个产茶国，但其中
只有十几个国家的茶园年产量超过 1500
公斤 /公顷。许多生产力较低的老茶园，不
仅产量低，品质也较差。
在我国约 110万公顷的茶园中，只有

不到 25%的茶园栽种的是经过改良的品
种，其他多数茶园种植的是参差不齐的群
体种，其生产力不断下降，远低于世界平均
水平。
茶叶生产的这种低产率、低品质使

生产成本增加，经济效益降低。用更好的
品种，得到更高的产量、更好的品质、更
强的抗病虫性能和抗逆性能，是使茶叶
生产获得突破发展的重要途径。
由于茶树是多年生植物，培育与推广

茶树新品种的困难之一就是生育周期太
长。因而在育种过程中，水稻育种研究半年
就可以完成的工作在茶树上就可能需要数
年。同时茶树的结实率低，且自交不结实，
得不到纯系，使其他植物中常用的杂交育
种方法在茶树上几乎失去用武之地。
植物基因工程技术的发展，在植物

抗病、抗虫、抗除草剂和作物品质改良等
几个方面取得了很大的成就，获得了一
大批基因工程植物（转基因植物）。这些
植物有的已进入了大田试验，有的已经
逐渐投产，使人们定向改造农作物的愿
望成为现实。
“和人类基因组研究有助于破译遗

传信息，了解生命的起源、认识人类自
身、掌握生老病死规律和疾病诊断治疗
相似；对茶叶进行基因研究不仅有利于
茶树的选育、抗逆等性能改善，还可以更

深层次地认识茶树生长发育规律。”陈亮
说，“但茶树比较特殊，之前的研究也相
对较少。”

从功能基因入手

在棉花等作物中，已经通过生物技术
方法育成了优质、抗逆品种，取得了很好
的效益。但茶树上的基因工程研究工作
仍比较少见。主要原因是在使基因转移
后的茶树细胞重新形成植株方面未能取
得实用性的突破，被导入了基因的材料
不能够恢复成完整的植株，同时，人们对
茶树的分子遗传学与分子生物学研究缺
乏足够的知识基础。
“不同茶叶的品质、香味、独特作用

等特性都源于功能基因。”陈亮说，“现代
生物技术发展很快，全基因组的方法已
发展到第三代、第四代。现在人们一天就
能拿到几千个基因。但我们开始进行茶
树功能基因研究时，得到一个基因并不
容易，全世界那么多人作茶叶研究，到
2001 年，只获得了十几个基因。我们当时
采用 EST（表达序列标签 Expressed Se-
quence Tag，EST）方法，在半年时间里就
取得一千多个基因。”
上世纪 90年代，陈亮从浙江农业大学

茶学系获农学硕士学位后，就来到中国农
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开始从事茶树种质

资源和分子生物学研究，他先后到日本爱
媛大学基因研究中心和美国康奈尔大学分
子生物学和遗传学系从事植物分子生物学
研究。主功方向为茶树种质资源收集保存、
鉴定评价、创新利用和系统分类，茶树分子
标记和功能基因组学研究。

2001年，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
下，陈亮开始对基于植物 EST研究茶叶香
气释放过程的有关基因的研究。他带领的
研究团队率先在国内开展茶树分子标记研
究。首次对茶树种质资源的遗传稳定性以
及茶组植物和茶树品种的遗传多样性进行
分析，提出 3种独立的方法可以用于茶树
种质资源的分子鉴定。并率先启动茶树功
能基因组学研究，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国际
上第二个）茶树 cDNA文库，通过高通量基
因测序和生物信息学比对、分离、克隆和注
释茶树功能基因。

该团队对龙井 43 新梢进行高通量
cDNA克隆测序，获得首批 1684个茶树表
达序列标签。通过比对，研究人员初步明确
了茶树新梢基因表达谱特征和表达丰度，
获得 300多个茶树功能基因的部分序列或
全长，其中包括与茶叶香气形成密切相关
2个基因———β-葡萄糖苷酶和β-樱草
糖苷酶基因。他们采用新的技术，以所获得
的 EST为材料建立了第一张广谱型茶树
基因芯片，初步构建了一个基于基因芯片
的茶树资源与育种研究平台。获得大量的

茶树功能基因表达信息，对从基因组水平
认识并调控茶树的生长、发育、抗性和代谢
都具有理论与实践意义。

测序只是开始

“茶的起源、驯化、选育、构造、抗性问
题都能从基因上找到答案。测序只是一种
技术手段，通过这些技术手段可以更深层
次地认识茶树。科学家们测了上万种动植
物的基因，人类基因组研究也做了十几年。
但茶这中作物和别的作物不同，目前对茶
叶功能基因的测序还没做完，对它的一些
机理我们还不是很清楚。目前茶树还没有
出现转基因品种。”陈亮说。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和早期的一些其
他项目为陈亮的后续研究奠定了很好的
基础。他先后主持“863”项目，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项目，国际植物新品种保护联
盟（UPOV）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和农业行
业标准，“八五”、“九五”、“十五”国家科
技攻关计划，“十一五”国家科技支撑计
划，科技部科技基础条件平台项目、科技
部基础性工作项目等 30多项。并作为首
席科学家，承担我国为国际植物新品种
保护联盟制定的第一个测试指南的研
制，曾 5 次代表中国政府参加国际植物
新品种保护联盟大会讨论制订茶树测试
指南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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