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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7日，我国无机化学

家、化学教育家申泮文院士

诞辰 104 周年。他的一生有

70 余载站在讲台上，创造了

“中国执教时间最长的化学

教师”的纪录，并在我国化学

教育研究领域创下了多项第

一：编写出我国化学界第一

部中文教材；研制出我国第

一代镍氢电池；第一个在化

学教学中应用计算机技术；

主持完成我国第一部多媒体

化学教科书软件；最早开展

金属氢化物化学研究等等。

提到申泮文主持完成的

我国第一部多媒体化学教科

书软件，还要从1995年说起。

当时，美国的大学已经

使用计算机十多年了，而中

国的很多大学都还没有计算

机。申泮文出国访问时，看

到此落差，从而萌发了“利用

多媒体编程技术进行教学改

革，研制出世界一流的现代

化教学软件”的念头。

“你把化学元素周期表

给我‘变’到电脑里去。”如今

已是南开大学化学学院教授

的车云霞，仍清晰地记得当

年跟随申泮文读博士时，老

师给自己指定的“博士论文”

题目。

看到学生惊讶的表情，

申泮文解释道：“我这么大年

纪了都能学，你也能学。”于

是 79 岁的他率领一批博士、

硕士和本科生，运用计算机

技术，对以往的教学手段进

行改造。

他们从头学编程，开发

软件。在 40 平方米的实验

室 ，加 上 20 平 方 米 的 办 公

室，申泮文带领着 30 名学生

投入到紧张的工作。

他 们 一 边 编 写 电 子 教

科书脚本，一边把脚本内容

做成多媒体课件。每编写

出一个章节，申泮文都要过

目并作详细修改，定稿后再

由师生边学习、边讨论、边

编程，编出的课件就在教学

中试用。

经过 3 年的艰苦努力，

1998 年，这一软件终于全部

开发完成。

1999 年初，教科书《化

学元素周期系》由高等教育

出版社正式出版，后被评选为 2001 年国家优秀教学成果一等

奖。随后，电子版教科书也正式出版，这套包含 60 多万汉字、

4000 多幅图片和 1000 多幅动画的软件，采用人机对话方式，以

元素周期表为主菜单，将各种元素结构通过三维动画进行生动

的演示，显示了丰富活泼的教学内容。

《化学元素周期系》教科书软件，不仅是中国第一部多媒体

教科书，还是国际上的创新之作。

他们把这个软件赠送给了国内很多高校，北京大学的教学

实践证明，学生完全可以通过这套软件自学，从而使一年级的化

学课时减少一半。中国科学院院士朱清时评价说：“这一成果代

表了我国大学多媒体教学和研究的水平。”后来，申泮文又把这

套软件译成英文出版。

“没有一门科学能像化学这样创造出新的物质，所以化学是

一个创造新世界的科学。”申泮文的与时俱进从来不是说说而

已。2007年，申泮文已经是 91岁高龄，还开了“教育博客”，一个

月就发了 10篇日志，给年轻人做出榜样。

2017年 7月 4日，申泮文在天津逝世，享年 101岁。

“先生已逝，精神永存，我们不仅要铭记他为祖国教育事

业洒下的汗水，也要继承科学家们勇于创新，活到老学到老

的精神，为祖国构建更加欣欣向荣的美好未来。”他的学生这

样写到。

（图文来源：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采集工程项目办
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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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赵头儿的，大家注意观察，第一时间采集

到冒着热气的藏野驴粪便样本回去化验……”

在平均海拔4600米的可可西里无人区，被学

生们亲切称为“赵头儿”的是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

家公园研究院学术院长赵新全，12 月的可可西

里，酷冷多变的天气和恶劣的缺氧环境，随时挑战

人的生命极限。这一天，年逾六十的赵新全和学

生们手持望远镜，一丝不苟地盯着不远处成群的

藏野驴，等待第一时间收获冒着热气的驴粪。

这样的场景，几年间不知上演了多少遍，三

江源国家公园建园在即，60 多岁的赵新全带领

团队赴三江源腹地调查评估的次数越来越多。

治理黑土滩、探索草地生态保护与牧业发展模

式、发起成立我国首个中国科学院国家公园研究

院、开展国家公园草地承载力方法及草地与食草

动物平衡的理论研究……三十八年来，这位高原

科学家把心留在了三江源。

赵新全说，可可西里是他此生所望。

1978 年，农村孩子赵新全一脚迈进了西北

农林科技大学的大门。4 年后，他做出了一个

“与众不同”的选择：来青海，到中国科学院西北

高原生物研究所工作。

来青海一周后，赵新全被派往距离西宁市

160公里、海拔 3200米的青海海北高寒草地生态

系统国家野外科学观测研究站工作。入职后的

第一件事，便是每天用一把杆秤将 173只绵羊吊

起来挨个称重。

“导师交给我173只羊，我要搞清楚每只羊每

个月体重变化和季节动态，以便掌握草地生产力

与动物体重之间的科学数据。”赵新全说。

日复一日地为羊儿称重、记录数据、测算比

对，赵新全用“土办法”绘制了一条精准曲线。这

条曲线，直观反映出羊群的体重，并依此得到绵羊

消耗饲草量，一亩地承载羊群数量等指标。

为了研究动物能量代谢规律，赵新全和同事

们还给羊带上由防毒面具改造而成的“面罩”，并

用气球去采集绵羊排出的代谢气体样品，拿到实

验室分析。

青藏高原草地退化的主要原因是过度放牧，

海北州在青海牧区自然条件相对较好，但依然存

在家畜夏天增重、冬天减重的问题。赵新全发

现，夏季牧草蛋白质含量 12%，冬季只有 5%左

右，虽能饱腹，但牲畜营养缺乏，减重是必然。再

加上极端天气，导致大批量的家畜死亡，严重影

响着牧民的“钱袋子”。

面对牲畜夏冬营养不平衡的问题，1985 年，

赵新全利用海北站附近种植油菜的优势，自行买

设备、利用油菜秸秆、菜籽饼加工饲料，做了农牧

耦合小规模实验，并找到当地牧民令其冬季停止

放牧，只喂食他加工的饲料。没想到，这一招就实

现了羔羊当年出栏，牧民的羊售出价格比以往高

了不少。

这一试验证明了赵新全的设想：要想生态合

理，就要缩短饲养周期，克服传统畜牧业弊病，缩

短饲养周期，加速种群周转。

在海北站，赵新全一干就是十年。十年，他

只做两件事，一是通过放牧获知草场承载力，二

是通过 173只羊和一条曲线，掌握家畜营养非平

衡的精准数据。正是靠着这些最原始的实验研

究，赵新全逐渐摸索出一些草原畜牧生态系统管

理的初步技术及模式，为科学放牧提供了最直接

的基础研究数据。

173只羊和一条曲线

为了丰富理论知识，上世纪 90年代，赵新全

暂别心爱的草原，前往丹麦攻读动物营养学博士

学位。

对于赵新全而言，诺大的青海草原有太多谜

题等待揭示，时间似乎从不够用。留学归来后的

他在三江源开始了新的研究任务。

从平原到高原，从海拔 3200 米的海北站到

4000 米的青海果洛藏族自治州大武滩、再到

4600 米的三江源可可西里，赵新全打趣地说：

“人往高处走，我说的是海拔。”

时间拨回到上世纪90年代末，黄河断流、千湖

告急，黄河源头的果洛州，生态环境一度恶劣。草

场退化为黑土滩、草原功能逐渐消失、牧民有地却

没有家畜，赵新全和课题组同事们看在眼里，疼在

心里。“我们发誓要治理黑土滩，搞出点名堂来！”

一年间，他带着团队在近4000米的三江源地

区恢复退化草地，让昔日黑土滩逐渐变成青草原。

赵新全说，他和团队研制出27项草籽生产及

退化草地生态恢复技术，选育了 5个青藏高原适

宜优质饲草新品种，建立了新品种国家种子基地

主导牧草良种繁育，开辟了营养生态学新领域。

他主持的三江源区草地生态恢复及可持续管

理技术创新和应用项目瞄准三江源生态安全的国

家战略需求，科学认知了气候变化及人类活动对三

江源草地生态系统的影响，系统研发和集成了退化

草地生态恢复重建技术，创建了兼顾生态保护和生

产发展的管理新范式，为国家生态安全战略及生态

文明建设提供了理论依据、技术支撑和创新模式。

“人往高处走，我说的是海拔”

2012 年，赵新全调离青海省，担任中国科学

院成都生物研究所所长。但他把初心，永远留在

了三江源。

若说探索草地和畜牧发展的永续平衡，是赵

新全此前的心愿，那么在我国首个体制机制试点

的国家公园——三江源国家公园探索建立科学

研究机构，则是赵新全退休之际的再一次敢为人

先的使命担当。

2018 年 8 月 17 日，赵新全阔别成都，便马不

停蹄地回到青海，9 月 14 日，由中国科学院和青

海省共建的中国科学院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

成立，赵新全任研究院学术院长。

作为我国第一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研究院

将搭建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平台，并联合国内外

相关研究机构，开展生物多样性保护、“山水林田

湖草”生态系统功能与过程、生态环境承载力、生

物资源可持续利用、生态游憩与环境教育及管理

体制机制等方面的研究。在赵新全看来，国家公

园要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因此要想办法把区域优

势发挥起来，也就是发挥草地多功能效应，通过国

土资源的空间优化配置，实现保护与发展的共赢。

“三江源壮美的景观、多样的物种，人与自然

和谐相处的独特形式，其人文与自然景观亚洲少

有，成立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更重要的意义

是为人类探索一条生态保护与区域发展的路

子，无论从科学研究还是技术创新，或是生态

系统管理的角度，三江源是重要的实践区域。

这是对三江国家公园保护的最大成就，也是国

家公园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相传的精髓所

在。”赵新全说。

今年 3月，赵新全带领团队抵达产羔地——

卓乃湖，团队年轻人抱怨他走得太快，“赵头儿，你

没有高原反应吗？”“我笑着说：‘没事，我身体好着

呢！’其实作为团队带头人，我是忍着头痛失眠，在

孩子们面前做榜样呢。实在睡不着觉怎么办，那

就喝两杯酒吧！”赵新全说。

2019 年，赵新全已到退休年龄，闲不下来的

他向研究所申请延期工作 5 年。用他的话说：

“我这个‘赵头儿’现在处于延期退休状况。三江

源还有更多的事儿等着我呢！”

组建研究院，他再一次勇为人先

治理黑土滩治理黑土滩、、保护草地生态保护草地生态、、平衡牧业发展平衡牧业发展

赵新全赵新全：：三十载守望三江源三十载守望三江源
本报记者 张 蕴

该项目研发编制技术规程40项，发表论文451篇，

完成咨询报告多份；累计生产牧草良种36590万公

斤，用于青藏高原及北方退化草地治理 267万公

顷，治理黑土滩35万公顷，天然草地补播改良112

万公顷，退牧还草草带更新733万公顷。

2016年，该项目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赵新全，三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学术院长。长期从事青藏高原草

地生态系统演化及其对全球变化的响应过程、高寒草地退化成因和

恢复机理以及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等方面的基础研究，并系统开展

了退化草地恢复技术的创新、生态草地畜牧业模式集成及示范推

广等工作。入选首批国家新世纪千百万工程，荣获第二届全国创新

争先奖等荣誉。

人物档案

华灯初上，南京姚坊门遗址公园附近的街巷

里，居民陆续出门遛弯儿了，在街角空地上跳广场

舞，在刚修好的塑胶步道上漫步……小区在出新，

设施在改造，居民的生活节奏没有变。

一个年轻人沿着街边走来——短袖短裤，背着

包，夹着本子。他边走边看、写写画画，不时停下来

与居民交谈。有熟悉的人知道，那是他们的社区设

计师阎欣，在工作。

2019 年 5 月，南京市启动社区设计师计划，邀

请高校教授、设计院专家和艺术家为老旧小区改造

出谋划策。姚坊门附近 0.92 平方公里的范围将打

造成江苏省级宜居示范街区，来自江苏省规划设计

集团有限公司的设计师阎欣受聘成为这里的社区

设计师。

不搞大拆大建，聚焦存量更新，阎欣的新职业

源于城市发展的新需求。在规划设计集团，阎欣参

与了不少大活儿，动不动就是上百平方公里的新区

规划。现在，他要俯下身子，在“螺蛳壳里做道场”。

“最重要的工作是了解居民的需求。”阎欣说，

街区涉及 4 个社区、13 个小区，有居民 2 万多人。

为了解街坊们要什么，他设计实施了一系列活动。

最直接的办法是开座谈会。一年来，他和社区

干部召集居民座谈十几次，笔记记了一大本。

为了解孩子们的需求，他在周边小学开展“我

们的街道”主题绘画作文比赛。绿树、鲜花、小吃

摊、运动场、老街巷……一个个关键词从孩子们的

作品中被提炼出来，作为设计参考元素。

“扫街”、画图是阎欣的日常。早 7 点、晚 7 点，

他要在街巷里来回走，沿路观察居民的活动特点，

绘制街区人群行为地图。他还选出不同年龄的居

民代表，刻画个人日常行动轨迹，利用手机大数据，

画出社区及周边人流分布图。

几张图结合起来，居民的行为习惯和需求更明

确了：街边公园人们不愿去，因为进出只有一条道，

“半天才能绕出来”；大妈们喜欢聚在超市门口跳

舞，因为那里灯光更亮；小学门口总是堵车，因为车

辆和等待的人们挤作一团……

针对这些问题，阎欣开始设计：增加街边公园

的出入口，把通学路、林荫路、健步道融为一体，把

学校门口设计成候学区……

不仅能把图画出来，还要把图景变成现实，这

是对这名 32岁设计师最大的考验。有一条路设计

了智能停车收费系统，但街道考虑要稳就业，暂时

仍采用人工收费。阎欣感受到了挫折，但他没有退

缩。无数次打电话，无数次跑现场，有时理解妥协，

有时据理力争。通过与居民、社区、街道、施工方、

驻街单位反复磨合，他的设计不断完善、逐步成真。

57 岁的金尧山庄居民夏桂平说，刚开始，大家

心里打鼓:“规划院的设计师，不都是画大楼的吗，

到我们这里来能干啥？”现在，生活环境得到改善，

大家都觉得“这个年轻人有本事”。

做社区设计师，没有增加一分钱工资，却多了无

数琐事，但阎欣觉得很值：“以前是从校门到单位门，

现在站在了小区门口，感觉更接地气、更自信了。”

城市要建设更要管理，为城市设计“软件”是设

计师功力的体现。阎欣为街区设计了一个“微幸福

基金”，由政府、企业、居民等共同出资，用于街区设

施的小修小补。

一位老人在小区单元门口种了棵树，本来为增

加停车位要砍掉，但老人提出可以自己养护，社区

用“微幸福基金”提供管护补贴。树留下了，更多居

民受此鼓舞认领管护公共设施，共治共享的热情激

活了。

“其实，人人都是社区设计师，都是社会治理的

参与者、推动者。”阎欣说。

据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产局统计，2016 年以

来，南京市已累计整治改造老旧小区近千个，约 30

万户居民从中受益。“十四五”期间，南京还将完成

对 2000年以前建成的住宅小区的改造。像阎欣一

样的社区设计师仍将继续活跃在城市的大街小巷。

社区设计师阎欣：从民意中提取城市更新的“密码”
新华社记者 杨绍功

社 区 设 计 师 阎
欣（右一）和同事在
华灯初上的南京姚
坊门街头。

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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