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
物
名
片

秦裕琨：1933 年生，中国工程院院士，我国热能工程领域研究的奠基人，参与创建了新中国第一个锅炉制造专
业，设计制造了中国第一台自然循环热水锅炉，发明了用于火力发电厂的风控浓淡煤粉燃烧等技术。

近70年来，他始终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长期从事煤炭高效清洁利用领域研究，主持完成多项国家级煤炭先
进燃烧技术项目，为国家能源事业以及煤炭的安全、高效、清洁利用作出突出贡献。曾获“全国师德标兵”“国家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等荣誉。

开阳古堡地属河北省张家口市阳
原县城东南20公里处的开阳村，有北
方楼兰之称，位于黄土高原、内蒙古高
原与华北平原的过渡地带，是桑干河
南岸上一个古老的村落。

寂静、破败、苍凉！与堡外的乡民
闾里成鲜明对比，堡内满目断壁残垣，
巷道黄土漫漫，两边民房破旧，似乎全
无人烟。“先有开阳堡，后有阳原城。”
开阳堡的“堡”字，并不是我们普通话
中的“保”音，而是“补”音的第三声，
这个古堡距今已经有 2000 多年历史，
早在战国时期，就是赵武灵王长子赵
章的封地治所安阳邑。开阳堡最为繁
华鼎盛时是唐初，曾经店铺林立，商贾
云集。在北宋年间和明代，阳原县成
为中原农耕民族与北方游牧民族冲突
和战争的前沿，森林大量被砍伐，水源
枯竭，生态遭到了严重破坏，开阳堡西
边逐渐开始沙漠化。至清咸丰年间，
由于治所撤销，村庄商业低迷，集市废
弃，人口锐减。开阳堡保留了千年古
城唐代建筑的整体风貌，虽然破旧不
堪，但其褴褛的外表下，却隐藏着一种
难以抗拒的魅力。

开阳堡并不大，说话间我就从北
城墙走到了南城墙，开阳堡唯一的城
门——南堡门出现在眼前。只见拱
形门洞上方镶嵌着双勾雕刻的匾额

“开阳堡”三个大字，堡门由青砖和条
石垒筑，雄伟挺拔，威武刚强，有坚不
可摧之势。近前细看，凿痕累累的条
石、外墙抹缝的灰土早已被千百年的
风霜雪雨冲蚀殆尽，石缝如同撕裂的
伤口，似乎有看不见的鲜血淋漓。堡
门上残破的玉皇阁尤为引人注目，虽
为清代重修，但仍保留着唐代的建筑
风格，堪称开阳堡的神来之笔。整个
建筑面阔三间，四角斗拱飞檐，高两
丈有余，五脊六兽歇山顶。特别是斗
拱，四角硕大，如鸟斯革如翚斯飞的
檐展，从正面凝视，仿佛它随时会带
着屋子飞起来；角脊玲珑精巧，角上
走兽尚在，令人惊奇的是四面檐角处
起杠杆作用的木构件“昂”，雕刻成精
美的象头形状，如同一群在天河中饮
水的神兽，造型独特，美观坚固，表现
了古代建筑师匠心独具的力学原理
和审美情趣。殿内已空，四周的壁画
也已斑驳不清，仅留断裂的石碑一
座，横躺在地面，虽然无人理睬，碑上
字迹“大清国北直隶宣化府西宁县开
阳堡建立玉皇阁碑”却还清晰可见，
记述了在同治十年（1871 年）重建此
阁的缘起经过。

玉皇阁是整个开阳堡的制高点，
站在此处，古堡全貌尽收眼底。堡内
的街道样式一改传统以南北中轴线为
主干道的格局，代之以两横两纵走向
的街道，依据“九宫八卦”的阵势，将城
堡分割为九块，称为“九宫街”。每一
条小巷又按后天八卦顺时针方向布
局，现在西北角和西南角仍旧保留着

“乾三连”和“坤六断”的格局。其他街
道虽几经变迁，仍能看出一些八卦卦
形的痕迹。这样的布局充分吸纳了周
易八卦的玄妙，体现了道家文化的思
想，在古村落中极为罕见。

站在城墙上瞭望古堡，满眼尽是
苍凉，黄土漫漫中，几处寺庙、戏台混
杂在土坯民房中，分外显眼，开阳堡在
只有 110 亩的狭小地域内，最初修建
的庙宇曾有 17 座之多，龙王庙、观音
庙各有两个，戏楼有三座，还有两座古
塔。庙曾经是开阳人寄托心灵力量的
地方，可如今玉皇阁、阎王殿、玄帝庙、
城隍庙四壁虽在，内里却俱已损毁，所
供的神像更是没了踪影；观音庙、关帝
庙均墙倒屋塌，徒留断壁残垣，其余的
庙宇则早就踪迹皆无了。

夕阳西下，开阳堡愈加显得斑驳
和憔悴，像一位风烛残年的老人，在
对 往 事 的 回 忆 中 默 默 度 过 所 剩 岁
月。随着驴友的探访，摄影家的寻
觅，开阳堡逐渐被外界所知，人们纷
至沓来，开阳堡的历史文化以一种更
广泛的形式传播。探古寻幽的同时，
人们在报刊、网络上开始为开阳呼
吁：“开阳历经 2000 多年还保存得这
么完整，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希望
有关部门抓紧保护，不能让开阳在我
们手里消失！”今天看来，开阳的光仍
显微弱，但这微弱，正在汇聚成明天
的希望。希望不久的将来，开阳这个
2000 多年的历史古城，在叙说历史的
同时，也能在时代光芒的映照下，创
造出另一种新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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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我有
幸赶上了。我还要再奋斗十几年，
希望还能与你们一起看到、亲身感
受到我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
化。”声音洪亮，目光有神，如今仍
然坚持在教学一线的秦裕琨，正在
为学生们作报告。

学术交流研讨、科技成果鉴定、
科研团队指导……如今，90 岁的秦
裕琨依然忙碌着。正如他所专注的

“燃烧”事业一样，他身体力行，不仅
为我国能源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也为后辈们带去温暖与能量。

◆学一点、讲一点，从零开始
摸索筹建锅炉制造专业

秦裕琨生于上海，幼年时经历
过战乱，上海解放后，他逐渐感受
到：“中国有了希望！”

从上海交通大学提前一年毕业
时，秦裕琨正赶上新中国第一个

“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当时，我的
哥哥姐姐都在外地，父亲年事已
高，作为家里最小的孩子，我本可
以留在上海，但我的 3 个分配志愿
分别填写了东北、西北、华北。”当
时的秦裕琨心中只有一个信念：

“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参与
建设新中国。”

1953 年，坐了三天四夜火车的
秦裕琨，来到了哈尔滨工业大学攻
读师资研究生。入冬的哈尔滨，寒
风凛冽、滴水成冰，条件虽艰苦，但
秦裕琨干劲十足，“工厂在建设，大
学在建设，城市在建设……看着新
中国的蓬勃发展，别提有多高兴。”

上完一年俄语预科后，学校研
究决定抽调他跟随外国专家边学
习、边讲课，筹建锅炉制造专业。

“接触这个专业之前，我并不
知道具体要做什么，但既然要筹
建，就从头开始学，啃下这个硬骨
头！”原本想学机械设计的秦裕琨
毫不犹豫地改了行，开始了从零
摸索。

“我们一边当学生，一边当老
师，边学边教，总怕自己吃不透、讲
不明。”那时，21岁的秦裕琨晚上熬
夜钻研教学教材，并准备俄文讲义
给外国专家看，修改完成后再译成
中文讲义讲给学生们，“学一点、讲
一点，我甚至都不敢讲太快，自己
没学透的课程坚决不能上讲台！”

面对无专门教材可用的困境，
秦裕琨开始琢磨“自力更生”，挤出
时间编写，终于在1959年完成初稿
并油印出版。1963 年，这本内部教
材正式成为新中国锅炉制造专业
的第一本国家统编教材。后来，他
相继出版的 5 部著作，大多也是该
领域的开山之作。

20 世纪 50 年代，800 多名像秦
裕琨一样的青年师生响应国家号
召，从全国各地奔赴哈尔滨工业大
学。在短短10余年里，他们在这里
共创办了 24 个新专业，以机电、电
气、土木、工程经济等为主的专业
教学体系基本建成，为国家工业化
建设解了“燃眉之急”。当时，这支
教师队伍，平均年龄只有27.5岁。

◆深耕煤炭燃烧领域，艰苦科
研攻关，研发煤粉燃烧等新技术

“光在屋里搞理论不行，科研
成果必须接受实践检验。”这是秦
裕琨在科研事业中始终坚持的理
念。20 世纪六七十年代，国内普遍
使用强制循环热水锅炉，通过蒸汽
采暖，这种方式热得快，凉得也快，
且一旦停电，锅炉运行安全就难以
保障。对其进行改造，成了当时业
内亟须解决的难题。

“如果采用热水供暖，变强制
循环为自然循环，问题就能迎刃而
解。”秦裕琨提出热水锅炉自然循环
的学术构想，为了将其变为现实，他
昼夜不停地绘制草图，吃住都在锅
炉房里，一熬就是两个月，经过连续
攻关，终于拿出了设计图纸。

此后，秦裕琨制造出我国第一
台自然循环锅炉，至今，我国很多
地区冬季采暖仍然采用这种锅炉。

除了推动我国工业锅炉制造技
术创新升级，秦裕琨也为很多地区
的锅炉“看病问诊”，让它们“重焕
生机”。

20 世纪七十年代末，某流化
床两台锅炉面临“不改造就报废”
的 窘 境 ，秦 裕 琨 受 邀 进 行“ 诊
治 ”。 反 复 实 验 后 ，他“ 对 症 下
药”，提出“播煤风”技术理论，成
功改造了这两台锅炉，避免了近
亿元损失。这种稳定燃烧煤矸石
的 技 术 应 用 在 当 时 尚 属 世 界 前
沿，也为我国劣质燃料的大规模
应用开拓了广阔前景。

20 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水
电、核能等清洁能源快速发展，不
少专家认为，在煤炭燃烧这样的传
统领域，很难再有大的技术突破。
但秦裕琨认为：“我国煤炭资源丰
富，煤炭利用研究仍有很大空间。”
面对煤炭燃烧效率低、污染高等问
题，秦裕琨向更尖端的煤炭利用技
术发起冲锋。

三年攻关，他成功研发煤粉燃
烧新技术，各处奔走、推广试用，却
处处碰壁、无人敢用。

“大厂子不愿意用，咱就找小
厂子；新锅炉不让改，咱就改旧锅
炉。”秦裕琨毫不泄气。最终，团队
找到了一台几乎报废的锅炉，改造
后，热效率竟反超了新锅炉。

此后，针对不同燃烧方式和煤
炭种类，秦裕琨带领团队研发了系
列风包粉浓淡煤粉燃烧器。其中，
水平浓淡直流燃烧器性能达到国
际领先水平，被制造厂和电厂普遍
采用，每年创造直接经济效益近 5
亿元，创新应用的风控浓淡煤粉燃
烧技术，也获得2000年度国家技术
发明奖二等奖。

◆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近七十
载，科研育人传承家国情怀

无论做普通教师，还是担任学
校领导，秦裕琨都强调“立德树人、
科研报国”。

建立教学检查组，完善职称
评定体系……担任哈尔滨工业大
学副校长时，秦裕琨把各系的基
础课全都听了个遍，随后不断完

善管理考核制度，全校教学水平
迅速提升。

“10 多年前，秦老师就要求我
们转型，研究煤炭清洁利用技术，
随着‘双碳’目标的提出，秦老师的
预判让我们抢得先机。”从本科到
博士，哈尔滨工业大学碳中和能源
技术研究所教授孙飞师从秦裕琨
15 年，“对实验中的小细节和科研
里的大方向，秦老师都十分敏锐。
他常说，‘成果转化要始终围绕国
民经济主战场’。”

在三尺讲台上辛勤耕耘了近
70 年，秦裕琨至今依然是深受大家
尊敬的“秦先生”。

“我最看重的身份就是人民教
师。”他坚持开门办学，主动面向社
会办锅炉培训班，让渴望深造的年
轻人获得学习机会；他走向镜头
前，在全国观众面前分享自己科研
育人的心得；他在中国航天日开办
讲座，为中学生讲述科研工作者的
家国情怀……

进入21世纪，秦裕琨开始专注
于煤炭清洁利用及节能技术研究，
在他的带领下，哈尔滨工业大学能
源学院碳中和能源技术研究所教
工党支部以“国家的需求就是我的
专业”为目标，形成了以党建引领
人才培养的工作机制，相关技术累
计为行业企业创造经济效益超 300
亿元。

正如秦裕琨常说的：“要干就
干别人干不了的，要啃就啃别人啃
不动的。”

（据《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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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需失衡，
粮食安全有结构性矛盾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饲
料饲草处处长黄庆生摆出一组
数据：2022 年，我国粮食总产量
68655 万吨，进口粮食 14687 万
吨，粮食消费总量约 8 亿吨，其
中用作饲料的粮食消费量约 3.8
亿吨。

他预测，到 2030 年，我国居
民动物产品消费需求总量将达
2.94 亿吨，带动饲料消费量达到
5.1亿吨峰值，而口粮消费需求会
进一步下降，“届时，粮食消费的
增量需求几乎全部来自养殖业，
保障饲料粮有效供给会成为保
障国家粮食安全的主要压力”。

“由此可见，我国粮食供需
存在结构性矛盾。”黄庆生说。
这一矛盾首先表现为粮食饲用
消费占比高，且饲用蛋白产需缺
口大。

“我国粮食消费中，饲用比
例高达47%。国内粮食提供蛋白
总量约6508万吨，扣除居民消费
后，难以满足饲用蛋白需求。我
国养殖业饲料消耗的营养物质
中，源于饲料粮的饲用蛋白总量
4754 万吨，目前 69%依赖进口饲
料原料。”黄庆生说。

与此同时，国产粮食的能量
和蛋白结构也不平衡。“我国进
口大豆和原产大豆的用途并不
相同。”黄庆生说，我国生产的粮
食平均蛋白含量为 9.5%，远低于
人类食物和动物饲料18%的蛋白
含量需求。与之相比，进口粮食
平均蛋白含量为 25.5%，这成为
每年我国需要大量进口大豆等
高蛋白含量粮食的主要原因。

这一观点与多数与会专家

不谋而合。“我国口粮安全没有
问题，粮食安全的主要矛盾是饲
料粮问题，饲料粮的本质是蛋白
质饲料原料问题。”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刘
旭说。

多元替代，
资源空间有待拓展

“目前，我国蛋白质饲料原
料生产领域确实存在一些‘卡脖
子’问题。”戴小枫认为，主要问
题包括非粮饲料原料综合利用
与多元化发展严重不足、已有饲
料转化利用效率低、新型饲料蛋
白质研发尚未形成支撑产业的
科技能力等。

他建议，尽快启动实施“国
家饲料蛋白来源多元化替代战
略”，从生物资源多样性利用、低
蛋白日粮养殖专用品种培育、高
效饲料配方和中国特色养殖模
式创建等源头抓起，构建中国特
色饲料资源多元化、高效化、绿
色化综合利用技术新体系和产
业发展新模式，从根本上逐步有
效替代高蛋白大豆和玉米饲料
原料进口，确保国家粮食安全、
经济安全和环境安全。

在 资 源 的 多 元 化 利 用 方
面，黄庆生建议，树立大食物观
念，充分利用盐碱地、坡地、旱
地、沙土地等丰富土地资源，在
全国适宜区域全面实施“粮改
饲 ”，种植苜蓿、青储玉米、燕
麦、狼尾草、柠条、构树等多种
草本、木本高产高蛋白优质饲
料品种，建设高标准优质饲料
生产基地。同时，综合利用食
品加工等工业产生的大量玉米
渣、甘蔗渣、苹果渣、咸蛋清等
副产品的饲料资源。

黑 龙 江 省 农 业 科 学 院 院
长、研究员刘娣建议，要重点支
持大豆主产区的种质创新，培
育高产、优质、适合不同加工需
求的大豆新品种，注重品种的
蛋白质含量、产量、耐逆、抗病
虫等性状改良，满足市场多元
的种源需求；同时，加强优质品
种高产高效栽培技术研究，大
幅降低我国大豆生产成本、提
高市场竞争力。

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
所研究员薛敏建议，解决饲用蛋
白原料刚性增长的问题，可以

“向微生物要蛋白”，利用现代合
成生物技术，改良选育高效利用
甲烷、一氧化碳、二氧化碳等一
碳气体同化工程新菌种，工厂化
制造优质菌体蛋白质，大幅度替
代和降低对大豆进口的依赖，开
辟产业发展新领域。

吃干榨尽，
减少粮食与饲料损失

除了“开源”，如何“节流”是
专家们集中讨论的另一个方向。

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科
学研究院首席研究员李爱科认
为，在粮食收购、存储、运输、加
工、消费等环节，每年有超过1亿
吨的资源量可以利用，因此要充
分利用我国粮油及其副产物饲
料资源，通过质量安全、品质营
养控制及减损增效技术示范，

“吃干榨尽”每一粒粮。
他介绍，目前，国家粮食和

物资储备局针对杂粕的增值利
用和谷物副产物的提质增效，分
别研发出了产业化集成技术，解
决了以往国内外制油工艺中不
能直接脱毒的技术难题，开发出
稻谷、玉米、小麦加工副产物的

综合配套发酵饲料加工技术。
“我们这些年的研究与实践

证明，推广低蛋白日粮精准养殖
的潜力巨大。”中国工程院院士、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谯仕彦建议，
可以将低蛋白日粮饲养的技术
和模式推广到鸭、鹅、羊、牛、鱼、
虾和宠物上，还可以选择具有较
大开发利用前景的工业氨基酸
平衡饲养技术、非蛋白氮尿素饲
喂牛羊技术、饲料发酵技术等，
充分提高蛋白饲料资源的利用
效率和转化效率。

对于蛋白资源的饲料化，中
粮营养健康研究院有限公司研
究员张晓琳提出用黑水虻对农
业废弃物和餐厨垃圾进行资源
化、无害化处理的思路。“黑水虻
被誉为‘自然界的清道夫’，100
吨餐厨垃圾可生产 25 吨黑水虻
幼虫，我国每年9000多万吨餐厨
垃圾可生产2250多万吨幼虫，这
些高蛋白的幼虫匀浆或制粉后
是非常优质的蛋白质饲料，虫粪
还是优质有机肥料。”

此外，对于许多消费者担心
的我国食用油生产供应问题，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科学院
研究员王汉中表示，我国不存在
食用油生产和供给的风险，目前
的矛盾是饲用高蛋白大豆进口
带来的次生问题。一旦市场出
现波动，我国可以立即恢复长江
流域 2 亿亩油菜生产产能、启用
南方地区8000万亩冬闲田，确保
我国食用油产业自立自强。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科学
技术的驱动、引领和支撑下，未
来产业革命、人类农业发展、我
国农业强国建设的前途光明。”
戴小枫说。

（据《中国科学报》）

粮食安全潜存危机，如何向科技要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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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人口已经脱贫，米、面、油的价格一直都很平稳，但中国的粮食安全了吗？”近日，在第737
次香山科学会议上，会议执行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原院长翟虎渠如是发问。

当前，我国粮食供需总体形势持续向好，粮食供应总量充足，连续多年高于消费总量，库存连年
增加。然而，由于人民饮食生活水平大幅度提高，肉禽蛋奶鱼虾贝藻的消费与生产长期持续增长，
倒逼我国饲用大豆原料进口量逐年上涨。“就此而言，我国粮食安全的潜在危机依然存在。”会议执
行主席、中国农业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研究员戴小枫说。

围绕“如何加速解决我国粮油危机和多元化问题”，47 位农业领域专家进行了为期两天的讨
论。“我国需要实施饲料原料多元化战略，开源节流，藏粮于地于技，最终向科技要粮要肉。”戴小枫
总结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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