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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农学生到农户家调研。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供图

双创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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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浙江杭州临安
区板桥镇桃源村的“云彩土
鸡”女掌门葛雯，亲自开车挨
个给老顾客送土鸡、土鸡蛋。
这也成为了当地的一道靓丽
风景线。温婉大方的她不仅
是当地男青年心目中的“女
神”，而且掌管的养鸡场销售
额超过 2000 万元，原生态养
殖的“云彩土鸡”品牌产品已
名扬全国。

葛雯是土生土长的桃源
村人，依靠当地良好的生态环
境，她的父母在上世纪就办起
了临安养鸡场。虽然这让她从
小就衣食无忧，但见惯了父母
起早摸黑的辛苦，让她暗自决
定，长大后一定要找一份轻松
的工作，当一个收入稳定、工
作轻松的白领。

2005 年，从浙江农林大
学国际贸易专业毕业后，葛
雯开始跟朋友一起创业，从
事电线、电缆等产品的国际
贸易工作，很快成为理想中
的白领精英。但为了开拓视
野，她毅然于 2010 年放弃外
贸工作，选择前往澳大利亚
深造。

2013 年，葛雯的父母逐
渐意识到自己年纪大了，精
力开始变得不足，而这时，
她刚刚研究生毕业，放弃了
大城市的优越生活，回到了
家乡。

“父亲那一辈都是实干型的，对现代化信息
了解不够。我不愿看着养鸡场走下坡路，所以就
回来了。”葛雯投入到养鸡事业中后，渐渐感受
到了养鸡的辛苦，一年 365 天没有休息日，每天
都忙着养鸡和卖鸡，处理各种琐事，“以前那种
悠闲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为了提升养鸡场的机械化管理水平，葛雯
专程前往以色列等国家学习考察，引进一系列
养鸡机械化设备，尝试使用精准养鸡等新技术。
2016 年，葛雯还与有关科研机构合作，研发出具
有自动拾蛋功能的集成式养殖笼和具有自动喂
食功能的养殖装置，并申请了相关专利。

葛雯的理想不仅是大规模机械化养殖商品
鸡，更希望能养殖更多中高端的土鸡。2016 年开
始，她为自己养殖的土鸡取了个名字———“云彩
土鸡”。“云彩”是葛雯的朋友们对她的昵称，因
为雯是云彩的意思。

为了确保卖出去的每一只生态土鸡都有质
量保证，这些鸡都能按照国家有关产品的溯源体
系找到源头。不少顾客吃过“云彩土鸡”后表示，
再也不愿意买别的鸡吃了。

“一只鸡从出生开始，它今天吃了什么，长到
第几天，都可以被监控到。不过，现在只有高端
鸡才有这样的监控。”葛雯说，只要产品好，通过
口口相传，客户自然也就多了。

事业发展了，葛雯也没有忘记乡亲们。她的
养鸡场不仅为周边村民提供了十多个就业岗位，
还经常组织买鸡的客户去其他农户经营的草莓
园、农家乐采草莓、吃农家菜。因为她觉得，板桥
镇是一个农业比较有特色的小镇，除了有原生态
的土鸡，还可以采草莓、钓溪鱼、挤牛奶、买香榧、
吃农家菜。“我希望各个产业能团结起来，拧成一
股绳，不仅可以发展种养殖、休闲农业，还可以发
展餐饮、民宿等行业，实现协同共赢，带动当地的
农民群众一起致富奔小康。”

葛雯的养鸡场先后被评为浙江省优质鸡业
养殖领先示范单位、浙江省省级农村科技示范
户、浙江省无公害鸡蛋生产基地，这让她真正成
为了养鸡行业知名的云彩土鸡“女掌门”。

去年 8 月，被当地群众选举为板桥镇农旅协
会的会长后，葛雯建了一个工作室，希望通过打
造品牌，带动镇上的经济发展。如今，她最大的
梦想是希望尽快遇到一些懂农业、爱农村、爱农
民的年轻人，共同开创养殖事业，在乡村振兴的
舞台上展现才华、实现抱负。

不久前，葛雯联系上浙江农林大学，开始与
母校的相关学院进行人才培养、科技攻关等方面
的合作，一方面组织在校的学弟学妹去养鸡场实
习、参观，增强在校生的实践能力，帮助他们了解
现代农业的发展现状，增强对农业养殖业的感
情；另一方面也借助高校的科研力量，希望通过
开展科研方面的合作，提高土鸡养殖的水平，提
升土鸡的品质，让更多群众能吃到更加原生态的
土鸡和土鸡蛋。

“虽然我是农民，但却很自豪，希望通过自己
的努力，让身边的人看看，农民也可以成为体面
的职业，农业也是很有奔头的行业。”葛雯表示，
希望越来越多的大学生能走进农村，找回老味
道，一起做一个快乐的农民。

一场高校助力的脱贫“攻坚战”
姻本报通讯员 王学锋 记者 王之康

“感谢这群‘小蜜蜂’，不仅给我们带来了科
学养蜂技术，还帮助我们发展产业、摆脱贫困。”
说起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的学生们，陕西省周至
县红旗村村民杨颖峰很是激动。

据了解，西农学子依托学校，在社会实践大
舞台上崭露头角，开展科技支农、文化宣传、教
育帮扶、环境保护等活动，为脱贫攻坚奉献着自
己的青春力量。

助力产业扶贫：让农民真脱贫

周至县红旗村位于秦岭深处，盛产优质百
花蜜。但长期以来，由于交通不便、信息闭塞，村
民守着秦岭优质蜂蜜，却过着清贫的生活。这种
状态，一直持续到 2010 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暑
期社会实践的同学们到来。

西农学子与村民打成一片，一步步帮助他们
转变落后观念和生产方式，大力发展蜂蜜产业。经
过 7 年努力，这个曾经人均收入不到 3000 元的村
子破天荒地突破了万元，一举摘掉了“穷帽子”，一
些常年在外打工的村民也选择回村发展。

“我们不仅向村民传授科学知识，还帮助他们
设计独特品牌、包装，同时在线上线下帮忙宣传、
销售。从刚去时一问三不知到现在玩得转微信、搞
得了电商，村民的改变我们看在眼里、甜在心里。”
学校“浓情蜜意”社会实践公益团队谈泽华、杜天
欣告诉记者，虽然团队一届届学生毕业，但又会有
一批批新生加入，成员有增无减，“我们会牢记习
总书记对青年的嘱托，把事业一直做下去”。

经管学院 2014 级市场营销专业学生田义，
被大家亲切称呼为“苹果姐”，在学校帮助下，她
于 2016 年自主创业成立杨凌农加电子商务有
限公司，开展苹果等农产品国际贸易。但同时，
她也响应国家脱贫攻坚号召，积极帮助陕西宜
川、永寿、富县等 16 个贫困县的果农解决苹果
销售问题，成功帮助 714 家农户脱贫。

在西农，这样的团队、学生还有很多，他们
有的到农业合作社开展科技支农志愿服务，有
的被选派到陕西省百强养殖场、专业合作社担
任场长（理事长）助理，有的深入到广大农村中，
积极为脱贫攻坚作贡献。

助力智力扶贫：要扶贫先扶智

“能不能让学生娃在我们这多停几天？我们舍

不得这些娃娃走，有啥费用我们每家摊都成！”
陕西省渭南市合阳县乾落村村民们朴实的言
语中，满是对西农学子的不舍与喜爱。

乾落村是贫困村，也是西农定点扶贫
村。为帮助乾落村摆脱贫困，该校专门派驻
村干部韩锁昌担任该村第一书记，开展扶贫
工作。与此同时，大学生们每年都会到村里
开展义务支教、村容村貌美化等活动，受到
了村民的热烈欢迎。

扶贫先扶智。多年来，西农深入实施大
学生志愿服务西部计划、博士服务团等项
目，引导青年人才到贫困地区贡献聪明才
智、创造青春业绩。目前，该校已选拔 13 届
340 名大学生西部计划志愿者到陕西、新疆、
西藏等农村基层服务，陕西省大学生志愿服务
西部计划优秀志愿者、渭南青年五四奖章获得
者郭璋就是其中一位。

2015 年 9 月，作为学校研究生支教团的一
员，郭璋来到陕西省渭南市澄城县刘家洼学校，
开始为期一年的支教工作。支教期间，她多次获
评“星级教学能手”、优秀指导教师，并被学生们
亲切地称为“大姐姐”。为了让学生坐在凳子上
暖一点，她亲手缝制了 42 个坐垫，并把每个人
的学号绣到坐垫上；学生勇敢回答问题，她就亲
手做奖品鼓励学生；学生说没吃过东北菜，她就
自学做给学生吃……

此外，支教志愿者们努力承担校地农业科
技合作的桥梁，联系学校专家赴支教地开展技
术讲座，服务当地经济发展；组织学校优秀博士
生赴当地中学作主题教育报告，开阔学生视野、
传递志愿服务精神。

助力精准扶贫：扶贫更具针对性

脱贫攻坚，精准扶贫是关键。因此，西农注
重引导学生开展脱贫攻坚的调查研究，并形成
调研报告。

在该校团委书记曹军会看来，这样做有三
方面好处。首先，调研报告有助于当地精准扶
贫。其次，调研过程也是理论联系实践的过程，
有助于同学们提高能力、拓宽视野，提升综合素
质。第三，调查研究提高了同学们对国情的认
识，从而自觉将个人命运与国家、民族的命运联
结起来，增强了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

高敬博是西农生命学院 2015 级学生，在

2017 年的暑期社会实践活动中，他带领 16 名队
员，两周骑行 400 千米，走过渭河关中平原段 6
条支流、12 个村镇，发放 105 份调查问卷，走访
宝鸡市有关政府部门，考察宝鸡市脱贫攻坚工
作，组织大家撰写了《宝鸡市生态补偿机制建立
情况及相关政策的调研》等 3 篇调研报告，将成
果反馈给政府部门，并及时向公众宣传，得到了
较好反响。

自 2016 年寒假起，西农先后启动实施大学
生“千村万户”脱贫攻坚调查活动、秦巴山集中
连片区脱贫攻坚调研活动，组织近 2000 名师生
深入到贫困村、贫困户进行专题问卷调查，内容
覆盖了农民收入来源方式、农民对扶贫政策的
了解程度、对扶贫政策的迫切需求、对扶贫成效
的满意程度、“五个一批”计划、脱贫后的期盼等
方方面面。活动中，学生们不仅要完成较为科学
和标准化的问卷调查任务，还需要围绕农村精
准扶贫等焦点问题提交调研报告。调研结束，学
校及时整理、编印了调研分析报告，发表了学术
论文，供决策咨询。

此外，西农还组建了 55 支帮扶贫困村志
愿服务队，以贫困村的道路为重点，张贴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脱贫工作、中华传统文化等
内容的宣传画，栽植苗木，清理垃圾，绿化美化
村庄环境，还定期到老弱病残的贫困户家中帮
助擦玻璃、拾掇院子，为脱贫攻坚工作提供整
洁干净的环境。

“在已有工作的基础上，我们将扩大学生参
与脱贫攻坚覆盖面，充分利用好学校教育、科技
有关资源，引导学生在社会实践中成长成才，为
脱贫攻坚持续贡献西农力量。”曹军会表示。

本报讯 钒是发展现代工业、
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不可缺
少的重要材料，在冶金业中用量
最大，占其生产总量的 85%；在其
他领域的应用也在不断扩展，其
范围涵盖了航空航天、化学、电
池、颜料、玻璃、光学、医药等众多
领域。

我国钒产量占全球钒矿总产
量的 50%以上，是当之无愧的钒
产能第一大国。然而，由于传统提
钒主要采用“焙烧—浸出工艺流
程”，存在流程长、能耗高、污染严
重等问题，使我国付出了巨大的
环境代价。因此，研发清洁高效的
提钒新技术成为摆在中国科研工
作者面前的必选题。

东北大学特殊冶金与过程工
程研究所教授张廷安团队从 2010
年开始致力于提钒新方法、新工
艺的研究工作。2011 年，张廷安团
队提出的“利用钛白废酸无焙烧
直接加压酸浸提钒短流程新工艺
及装备”获得国家“863”计划支
持。同年，在形成完备的基础理论
后，该团队在昆明建立了年处理
1000 吨钒渣的示范线。

采用新技术的生产线具有 4
个突出特点：一是取消了传统工艺
中的焙烧流程，能够大幅度降低工
业能耗；二是可以处理低品位复杂
难处理矿，实现冶金二次资源中有
价值金属的高效回收；三是能够避
免传统提钒工艺中有毒气体 HCl、
Cl2、CO 及温室 CO2 的排放；四是
采用硫酸法制钛白产生的废酸作为
浸出剂，同时可以回收其中的钪、
钛、铬等金属，实现了废弃物的资源
化、高值化利用。

新技术在昆明的示范工程取
得了巨大成功，实现了钒的连续
浸出率和综合回收率分别达到
99%和 87%以上，每吨五氧化二钒
生产过程消纳钛白废酸 80 吨以上，
有害及温室气体排放减少 450 m3

以上，生产能耗降低 30%，生产成本
降低 1.6 万元以上等技术指标，有
效解决了现有提钒技术存在的流
程长、能耗高、污染严重等问题。

2015 年 9 月，“利用钛白废酸无焙烧直接
加压浸出钒渣提钒短流程新工艺及装备”通
过了中国有色金属工业协会组织的专家评
价，专家一致认为该项目整体技术水平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2016 年 12 月，“利用钛白废酸无焙烧直接
加压浸出钒渣提钒短流程新工艺及装备”获得
中国有色金属工业科技发明奖一等奖。

截至目前，围绕无焙烧直接加压酸浸过程
核心工艺及装备的核心成果，团队已经申报国
家发明专利 10 项，已授权 7 项。 （张广宏）

做“顶天立地”有意思的科研
———记中国石油大学（北京）李永峰团队

姻本报见习记者 许悦

科研是什么？是只囿于实验室的一方小天地？
是枯燥无味的机械劳动？是艰涩难懂的前沿科技？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化学工程学院教授李永峰的
团队会告诉你，科研是用超常的毅力去做一件“顶
天立地”有意思的事儿，枯燥难免，但乐在其中。

也正是秉持着这样的理念，在青年创新团队
项目（C 计划）支持下，李永峰带领的研究团队发
现了一种新型陶瓷纳米焊接技术，为未来陶瓷材
料焊接提供了新可能、新技术。

差点被忽略的新发现

民间有俗语云“摔破的瓷盘子———对不到一
块儿”，且不论这句歇后语的深层意思，但就字面
上讲，陶瓷器无论是作为束之高阁的珍稀古董，
还是作为日常百姓家中的瓷碗、瓷瓶等生活用
品，都是易碎且难修复的材料。

陶瓷材料虽然具有抗高温、高硬度、高化学
稳定性及低密度等优点，但是一直以来限制其应
用的最主要原因，就是目前没有一种有效的焊接
方案，在将陶瓷材料焊接后还能保证材料原有的
优秀性能。而李永峰团队的新型陶瓷纳米焊接技
术却为打破这一瓶颈带来了希望。

“我们发现的这种焊接技术就是将陶瓷材料
与陶瓷焊接到一起，保证焊接后的兼容性，维持
焊口物理化学性能不变。另外，在焊接中使用的
气体为二氧化碳，若能大规模使用还将降低温室
气体排放。”李永峰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这种
技术其焊接点的机械强度比原始纳米线的强度
更大，该技术不仅可用于纳米级陶瓷材料的焊
接，还可用于宏观陶瓷材料的焊接，具有很大的
应用潜力。

然而，团队实际上差一点儿就与这一发现失
之交臂。

李永峰团队主要研究的领域并不是陶瓷焊
接而是等离子体，在研究中会使用到氧化镁模
板。“我们在用等离子体处理氧化镁模板后，发现
了特殊的现象，由于是日常进行的研究，我们最
初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同，认为这一现象是实验
过程中正常的反应，并未多想。”团队成员、化学
工程与技术专业博士生杨旺说，后来在团队教师
与学生们的讨论和深入思考后，才抓住了陶瓷焊
接这个切入点，揪出了这个新发现。

坚持不懈才能搞出好科研

杨旺作为李永峰团队中的一员可以算是“老
人”了，他从本科毕业后就一直跟随着李永峰搞
科研，如今已经博士毕业的他依然坚持不懈地走
在科研的道路上，搞他眼中有意思的研究。

“李永峰老师经常跟我们说，做科研必须
有一种坚持不懈的精神，如果不坚持是很难做
出东西来的。一次性就能做出来的东西，通常
上讲并没有什么意义。”杨旺说。而这一次陶
瓷焊接新技术的发现，毫无疑问地是这群科
研人眼中有意思、有意义的东西，自然不能一
蹴而就。

在此次研究过程中，最磨人的就是仪器的问
题。由于学校只有普通电镜，分辨率不够，团队在
实验中得出的结果不够清晰，因此为找到合适的
仪器下了大功夫。经过一番联系协商，最终达成

了与燕山大学的合作，使用该校的仪器进行实
验，而这就使得团队成员们陷入了长达大半年的

“实验大战”。
杨旺告诉记者，在进行实验的大半年中，团

队成员需要一个星期跑两三趟燕山大学，先挤地
铁再坐火车，“另外，由于设备并不是只有我们使
用，燕山大学自身的师生也要使用，就不得不轮
班，什么时候轮到我们，什么时候进行实验。有时
候经常是晚上才能够轮到我们做实验，所以团队
成员唐禹疏等人经常是白天过去，晚上做实验，
第二天早上再返回学校处理数据，连轴转、熬夜
做实验就是常事了”。

白天睡觉，晚上测试，大家成了名副其实
的“夜猫子”，然而实验却并不是一次就能够得
到好结果的，不得不反复进行，各种测试条件
还需要仔细进行调节、测试。“即便维持着这样
的状态，我们有时去十次也不一定会得到好的

实验结果。”杨旺说。
对于学生们的辛苦付出，李永峰都看在眼

里，挂在心间，“学生们真的特别辛苦，做实验排
班都是 24 小时，并且每进行一次实验都要往返
于两所学校间，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能够坚持进
行研究，这让我很欣慰”。在李永峰看来，团队能
够取得陶瓷焊接新技术这一成果，正是科研人

“天道酬勤”最真实的写照。

做“顶天立地”有意思的科研

当被问及“在你心目中科研是什么”时，不论是
李永峰还是杨旺都呆怔了片刻，并直言他们并未思
考过这种问题，因为对他们来讲，科研是日常生活
中的一部分，是他们认为有意思的事情。

“李老师最常说的一个词是‘有意思’，做有
意思的东西。”杨旺笑道，李永峰对于科研十分有
激情。他还记得在实验终于得出好结果时，李永
峰兴奋地早早打来电话与他们进行热烈的讨论。
而他们自己也会因实验得出好结果而激动地出
去吃一顿早餐或宵夜庆祝。“像李老师这样的科
研人，他们身上对科研的热爱和激情会感染、带
动我们，让我们更有干劲儿，这让我感触很深。”

对于杨旺，科研是他最大的爱好，既可以带
给他很多乐趣，同时又会带给他一种满足感。“研
究的过程也许会有枯燥的时候，但是当你真正作
出结果时，或者文章发表出来后，那些过程中的
困难和枯燥早就抛之脑后了，根本不算什么。”说
出这句话的杨旺身上有着与他所憧憬的科研人
身上相同的激情与力量。

除了做有意思的科研，在李永峰心中，做科
研理应“顶天立地”，既追前沿，又做基础。“在基
础研究方面，要深入研究事物的本质和本源，而
在应用方面要将科研成果应用到产品中，服务社
会。如果科研只是停留在实验室，就实现不了科
研的价值了。”李永峰说。

如今，做“顶天立地”的科研已经成为李永
峰整个团队所追求的信念，也熏陶着尚在萌芽
期的科研人。“也许一项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到推
广运用只有一步，但这一步却是很难很难的。我
们相信陶瓷焊接新技术在未来是可以做到推广
运用的，还有很多的工作等待我们坚持不懈地
做下去。”

李永峰（右）指导学生实验。 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供图

团队风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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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研究事物的本质和本源，而在应用方面要将科研成果应用到产品中，服务社会。如果科
研只是停留在实验室，就实现不了科研的价值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