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

高原赤子
吴天一

三十年前，吴天一的家
人就已远赴美国。而这位
前半生痴迷于高原特有疾
病病理学调查和研究、被草
原上的藏族群众亲切称为

“马背上的曼巴”的塔吉克
族医生，在青藏高原一直坚
守到今天，并且成为我国高
原医学领域低氧环境生存
适应研究的奠基者和开拓
者，是我省迄今唯一的中国
工程院院士，其科研成果为
青藏高原的开发建设者提
供了低氧环境下的生存保
证，特别是为大部分路段处
在“生命禁区”的青藏铁路
建设低氧条件下施工“零死
亡”记录做出了杰出贡献，
创造了高原医学史上的奇
迹。他曾说：“青藏高原独
特的环境是科学研究求之
不得的神圣殿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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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0”，科技工作者日。科技梦想为祖国而澎湃，创新之火因梦想

而燎原……在这属于科技工作者的节日里，向创新致敬，向梦想致敬，向

科技工作者致敬！奋斗在全省各条战线上的广大科技工作者是国家的

财富，人民的骄傲，民族的荣光。科技工作者素有爱国奉献、创新求实的

优良传统。寄望全省广大科技工作者勇于担当，不辱使命，弘扬爱国奋

斗精神，建功立业新时代，为实现我省“一优两高”战略目标，建设富裕、

文明、和谐、美丽新青海创新争先，勇攀高峰。

“星”耀高原

最美科技工作者 2、3、6、7版

1、4、5、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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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果赵新全

突出贡献

围绕青藏高原，尤其是三江源区生态保护与草牧
业协调发展等国家重大需求，系统开展了理论研究、
技术创新、模式集成及示范推广工作。以第一完成人
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1项、青海省科学技术进
步一等奖3项，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产学研合作创

新奖1项；参与获得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1项、二
等奖1项。发表论文275篇，主编专著4部，授权专利
9 件，制定技术规程 19 项。获全国野外工作先进个
人、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青海省“千人计划”杰出人
才等称号。培养研究生33人，其中博士23人。

研究阐明了放牧干扰和气候变化对高寒草地
的影响过程及贡献，系统揭示了青藏地区高寒草地
退化成因和机制，制定了退化草地等级划分标准及
分类恢复技术规程，研发出区域适宜的人工草地建
植和营养均衡养殖为核心的草地生态-生产功能提

升关键技术，创建了草牧业与草地生态保护协同发
展、科学研究与生态保护工程相结合的综合研发体
系，支撑了我国首个国家级草地生态畜牧业试验
区、三江源生态保护与建设工程和三江源国家公园
建设，对青藏高原草业科学发展做出重要贡献。

赵新全，1959 年
出生，中国科学院三
江源国家公园研究院
学术院长，博士生导

师，研究员。

马吉孝看望慰问我省科技工作者

本报讯（记者 范旭光）今年
5 月 30 日是我国第三个“全国科
技工作者日”。5月 27上午，省委
常委马吉孝先后走访慰问青海聚
能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张联学创新
团队、中国工程院士吴天一等我
省优秀科技创新团队和科技工作
者代表，向他们及全省科技工作
者致以节日的祝贺和诚挚的问
候，勉励他们再接再厉、勇攀高
峰。省科协党组书记、主席尤伟
利，副主席刘青陪同慰问。

马吉孝首先来到青海聚能
钛业股份有限公司，看望慰问该
公司张联学创新团队。在参观
该公司生产车间和张联学创新
工作室后，他说，在第三个全国
科技工作者日来临之际，我代表
省委省政府来看望你们，对你们
做出的贡献表示感谢。青海经

济社会的发展要靠企业的发展
去推动，企业的发展要靠人才去
支撑，一个企业能不能走在最前
沿，效益能不能做得最好关键在
人才。希望你们充分发挥创新
工作室的优势，培育更多的人
才，不断推出科技创新成果，用
你们的智慧给企业带来效益，给
社会带来效益。同时，希望你们
利用好科协组织这个大平台，加
强交流与学习，不断壮大自己的
科研队伍，从而更好的服务我省
经济社会发展。

在青海省高原医学研究院，
马吉孝与中国工程院院士吴天
一亲切交谈，详细询问他的工
作、生活、科研等情况，高度赞扬
他在高原医学等方面做出的突
出贡献。他说：“您是青海的宝
贝，是全国的宝贝，希望您保重

身体，快快乐乐，再为青海高原
医学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在第三个“全国科技工作者
日”来临之际，省委常委马吉孝
与省科协领导通过集中走访慰
问活动，表达了省委、省政府对
全 省 科 技 工 作 者 的 关 心 和 厚
爱。同时，寄望广大科技工作者
继续发扬攻坚克难、勇攀高峰、
建功立业的奉献精神，担当起创
新驱动发展的重任，肩负起投身
创新、推动创新、引领创新的使
命，在各自领域和岗位上发挥聪
明才智，取得更多新技术、新成
果，在艰苦奋斗和科技创新中实
现人生价值，为青海经济社会发
展贡献更多智慧。

图为马吉孝（左二）在青海
聚能钛业股份有限公司向张联
学了解企业生产情况。

青海省参选2019年
全国“最美科技工作者”

候选人公布

今年“科技工作者日”即将到来
之际，按照中共中央宣传部、中国科
协、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
院、国防科工局《关于开展2019年“最
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的通
知》要求，省科协联合省委宣传部、省
科技厅、省国防科工办和中科院青海
盐湖研究所、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
究所，共同遴选出谢小平、赵新全、梅
生伟、樊海宁、董亚萍、马国栋、宋仁
德、董义满、汪新川、王淑霞10名青海
省“最美科技工作者”推荐人选，在全
省深入挖掘、宣传他们典型事迹和崇
高精神的同时，将推荐参加全国评选
表彰。

在全省范围内动员广大科技工
作者积极投身“弘扬爱国奋斗精神，
建功立业新时代”活动，同时开展学
习宣传2019年“最美科技工作者”事
迹活动，旨在弘扬爱国奉献、求实创
新、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引导和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最
美、争当最美，不断从先进人物身上
汲取精神营养，激发广大科技工作者
的爱国之情、报国之志，在实践社会
主义核心价值观中走在前列，争做重
大科研成果的创造者、建设科技强国
的奉献者、崇高思想品格的践行者、
良好社会风尚的引领者，为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中科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推荐



突出贡献

主要成果

2019年5月2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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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果

创建青海大学新能源光伏产业研究中心，
建成青海大学新能源学科，搭建了全国高校
中规模最大、设备及功能最完整、占地 20000
平方米的太阳能研究实验基地，组建了一支
涵盖机械、计算机、热工等 6 个一级学科领域、

博士比例达 60%的创新团队，先后承担了多项
国家和省级自然科学基金课题及校企合作横
向科研项目，研发的太阳能光热回收飞机碳
纤维技术、光热复合压缩空气储能成果达到
世界先进水平。

长期从事盐湖卤水资源低成本、低能耗、
环境友好利用清洁工艺技术研发，含硼盐卤体
系基础物化性质研究，绿色、清洁铬化工产业
化、高值化、系列化关键技术研发，以及产业化
过程涉及的基础和应用基础研究，搭建了包括
溶液基础物化性质研究、材料基本性能表征、
电化学基础研究以及组成分析等仪器设备平

台和实验研究平台，组建了包括盐湖资源综合
利用、晶须材料研究与应用、铬盐清洁工艺等
三个方向的研究团队，研发了镁系列、钙系列、
铝系列与硼系列晶须材料，其中晶须材料作为
高技术新型复合材料中的一类特殊成员，已应
用到机械、电子、化工、国防、能源、环保等领
域。

马 国 栋 ，1971
年出生，西宁山雨
种养殖有限责任公
司党支部书记、总

经理。

马国栋

搭建了青藏高原地区目前最完善的特种禽类
研究平合，建成的青海高原特珍禽类标准化养殖
基地，填补了高海拔地区特种禽类养殖的空白，先
后被认定为“国家级重点课题硏究基地”“特禽动

物保护研发基地”“特禽动物深加工研发基地”，带
动近 500 户养殖户，为青藏高原特种禽类养殖开发
和商品化做出了贡献。

梅生伟

梅生伟，1964 年
出生，清华大学电机

系教授，青海大学新
能源光伏产业研究

中心主任。

董亚萍

利用国内外最先进的太阳能技术，建成包
括太阳能光热飞机碳纤维处理实验平台、光热
复合压缩空气储能实验平台、高原热气流发电
关键技术实验平台、100kW太阳能全光谱复合
发电平台、50kW 多功能综合光伏发电实验电
站、100kW 压缩空气储能发电系统、集太阳能

发电与生态保持于一体的高原热气流发电系
统、建筑与光伏发电技术相结合的 110kW 图
书馆微电网系统，不仅为青海大学开展产学研
提供了有效平台，而且建立了由院士领军的太
阳能开发利用科研体系，推进了我省新能源事
业的发展，并在国内外形成了广泛的影响。

利用盐湖卤水中富含的多种无机盐类矿物
的溶解结晶性质，研发出适用于西藏碳酸盐型、
硫酸盐型富硼锂盐湖单独开发和耦合开发技
术，创设了通过盐田和太阳能设施获取高品位
盐湖矿的低成本全清洁工艺。主持的碳酸盐
型、硫酸盐型富硼锂盐湖卤水锂资源分离提取
及卤水综合利用技术开发已形成系列知识产
权，已取得相关授权专利21项，其中作为第一发
明人授权专利 13项，为同类盐湖资源的开发奠
定了理论基础，提供了示范。开发出利用水力

旋流方法富集硼的工艺，可以极低成本除去硼
矿中的伴生矿物，从而大幅度提高硼的品位，实
现了低品位硼砂矿的利用。开发出离子膜电解
重铬酸钠、离子膜电解铬酸酐、铬铁电氧化溶出
铬酸钠、含铬超疏水材料、氧化铬等系列含铬产
品的绿色清洁工艺技术，形成了系列专利技术
知识产权体系，已获得相关授权专利13件，其中
第一发明人授权专利7件，研究水平在全国铬盐
行业处于领跑位置，与世界铬盐先进行业并
行。培养硕士14名、博士3名。

突出贡献

主要成果

致力于青海高原特种禽类包括孔雀、鸵鸟、大
雁、珍珠鸡、贵妃鸡、野鸡等养殖经营及研究工作，在
我省率先引进并繁育成功蓝孔雀、非洲鸵鸟、大雁、
火鸡等养殖产品，开发出孔雀、鸵鸟羽毛和标本等系
列工艺品。参与研究并取得包括《高海拔环境下蓝
孔雀人工繁育技术研究》等在内的科研成果6项，取

得了发明专利 5项、实用新型专利 19项、外观专利 1
项；养殖各种禽类累计两万多只，在省级以上畜牧杂
志发表论文 9 篇，所创办的珍禽养殖企业分别被命
名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青海省和西宁市科技型企
业，是目前我省唯一一家特种养殖科研企业。

突出贡献

董 亚 萍 ，1964
年出生，中国科学
院青海盐湖研究所
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

“5.30”科技工作者日特刊

青海大学科协推荐

中科院青海盐湖研究所推荐

西宁市科学技术协会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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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归”博士后
格日力

2001年，应时任青海
省省长赵乐际邀请，远在
美国达拉斯从事低氧运
动适应研究的蒙古族博
士后格日力放弃优裕的
科研环境，毅然回归故乡
青海，创建了青海大学高
原医学研究中心。十几
年过去了，这位从德令哈
怀头他拉走出的放羊娃
为高原医学研究和人才
培养做出了卓越的贡献，
主持承担国家“973”项
目、国家基金委、教育部
科研项目十多项，在高原
医学和低氧运动训练领
域研究成果斐然。先后
获得“国际高原医学研究
特殊贡献奖”“北京奥运
会特别贡献个人”“何梁
何 利 科 学 与 技 术 创 新
奖”、国家科技进步特等
奖、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
奖、“发展中国家科学院
医学科学奖”。

“5.30”科技工作者日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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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藏高原，相对恶劣

的自然环境和发展滞后的

社会环境造成的人才流失

“孔雀东南飞”现象，始终困

扰 着 区 域 发 展 和 创 新 。

2015年，一介书生罗仙平，

在主攻矿物加工理论与工

艺、化学选矿及生物选矿研

究获取大量成果后，踌躇满

志地走下江西理工大学的

三尺讲坛，逆流而上，来到

地大物博、金属矿产资源富

集的青海高原，“栖落”西部

矿业集团，将聪明才智应用

到冶金选矿实践中。“海”阔

凭鱼跃，浮选工艺优化、难

选矿石分离、多金属矿物提

取、生态修复与污染控制技

术等新技术的广泛应用，为

西部矿业集团取得了可观

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走出“象牙塔”
罗仙平

“5.30”科技工作者日特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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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仁德，1966 年
出生，博士，玉树州畜

牧兽医工作站站长、国
家肉牛牦牛产业技术体
系玉树综合试验站站

长。

董义满

领导研发团队长期从事烟火武器装备、化学
与材料研制工作，加强技术队伍和研发能力建设，
组织建立产学研深度合作平台，科研合作领域迅
速扩展，产业链覆盖科研生产直至销毁端。所领

导的企业去年生产销售各类工业炸药 7495.805
吨，实现收入3.9667亿元，实现利润超过1亿元，军
品主业生产创造了“爬坡超车”奇迹，各项经济效
益指标创历史最好水平。

董 义 满 ，1971
年出生，青海青乐

化工机械有限责任
公司总经理（总工

程师）。

宋仁德

谢小平，1959年
出生,黄河上游水电
有限责任公司董事
长、党组书记，研究

员。

谢小平

突出贡献

主要成果

先后主导建设了李家峡、公伯峡、苏只、拉西
瓦、积石峡、班多等黄河上游9座大中型水电站，其
中公伯峡水电站被树为我国水电施工的样板工程，
总结出水电建设“八条经验”沿用至今，为我国水电
工程的设计、施工和建设管理步入国际领先水平做
出了突出贡献；建成国内第一条电子级多晶硅生产

线，实现了集成电路用硅材料中国制造；建成从多
晶硅到太阳能光伏发电的全产业链，总装机容量
388万千瓦的37座光伏电站；所领导的企业成为全
球最大的光伏发电开发与运营商，拥有的光伏实证
基地、水光互补、生态光伏、大数据中心等均达到国
内甚至国际领先水平。

长期从事动物疫病防控、动物卫生监督管理、
畜牧生产技术研发示范推广，以及牦牛产品综合利
用研发工作，在玉树藏族自治州创建了11个以高原
牦牛疫病综合防控技术、牦牛高效养殖技术研发推

广为核心技术的国家牛牦牛产业技术体系示范基
地；在海拔4000米的高原牧场建制了燕麦人工饲草
料基地 500 余亩，示范基地亩产风干燕麦青干草达
1076公斤/亩。

长期从事水电和新能源领域工程技术研究与
管理工作，自主开发的公伯峡右岸水平旋流消能
技术、混凝土挤压边墙技术，积石峡多岩性混合开
挖料筑坝技术、拉西瓦水电站 800kV GIL 工程、
750kV 超高压工程设计等多项成果达到国际领先
水平。主持大规模水光互补关键技术的研究，建
成了全球最大的 85 万千瓦水光互补电站，实现了
水力发电和光伏发电快速补偿的功能，填补了国
内大规模水光互补关键技术的空白，为我国清洁
能源提供了多能源互补的新型发展模式，成果处

于国际领先技术水平，分别获青海省和国家电投
集团科学技术进步一等奖。主导成立了全球光伏
产业研发涵盖最全的“光伏工程技术创新中心”,
下设 17 个从硅材料到发电储能、组件回收的独立
或联合的创新平台，推动了光伏产业科研创新和
成果转化。创立了国内唯一一家生产电子级多晶
硅的企业，打破了中国电子级多晶硅完全依赖进
口的局面。主持开展青藏高原利用清洁能源供暖
技术研究及推广应用，正在建设利用太阳能开展
分户式清洁供电、供暖扶贫示范工程。

主要成果

主持完成“玉树生态畜牧业研究与示范”等项
目，为玉树藏族自治州州生态畜牧业生产提供了示
范；与日本宫崎大学、静冈大学、德国慕尼黑工科大
学等合作完成了“关于三江源地区放牧牦牛可持续
生产系统优化应用模式的研究”“牦牛的两季放牧利
用对高寒草地生态系统影响的评价”“牦牛的放牧行

为对生态系统物质循环的影响”“泛喜马拉雅地区高
山寒冷放牧草地生态保全性放牧系统的研究”等科
研项目，为三江源草地生态保护何优势畜种的科学
生产提供了科学依据。参与完成的《牦牛高效养殖
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创立了放牧牦牛高效养殖模
式。

突出贡献

突出贡献

主要成果

主导完成XXXX型OC微粉复合剂和超细粉
灭火剂项目，样机试验数据表明，各项指标均能满
足项目指标要求；单兵纵火武器是其主导的另一
重要科研项目，目前该项目已进入竞标阶段；组织
编制并向国家国防科技工业局申报的《军品火工
生产线安全技术改造项目建议书》，得到立项批
复，该项目是一条柔性兼容线，该生产线具备了视

频监控系统及红外报警系统等安全防护设施，可
彻底消除工厂军品生产、试验、仓储存在的安全隐
患，确保军品生产、试验安全，实现节能降耗，提高
军品生产线生产效率。生产线改造竣工投产后，
将为现役军工产品的稳定生产提供可靠保障，预
计军工产品年产值达1.3亿元以上。

“5.30”科技工作者日特刊

省水力发电工程学会推荐

玉树州科协推荐

省国防科工办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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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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樊海宁

建立三江源地区包虫病人群防治医疗救治体
系，建立了全省首家临床包虫病外科，联合省地方病
预防控制所建立了临床包虫病实验室。创建了以
包虫病基础和临床研究为特色技术的学科平台、包

虫病防治MDT团队，与省内相关领域的医疗单位
合作在包虫病创新性诊疗技术、早期诊断方法研究、
疫苗研制、药物研制等方面取得大量成果，提高了我
省在临床包虫病领域的预防和诊疗水平。

樊 海 宁 ，1970
年出生，青海大学
附属医院副院长，
主任医师、教授。

汪新川

汪新川在高寒牧草育种研究、栽培推广工作中一
干就是二十年，带领团队先后培育出了多个优良牧草
新品种，制定生产技术规范，为我省三江源及环湖地
区人工草地建设及生态治理工程的顺利实施做出了
重要的贡献，为我省发展牧草种植并形成产业创造了

条件，并取得可观的经济效益。目前，青海省牧草良
种繁殖场每年生产各类优良牧草种子 500万斤以上，
为国家实施退耕还林草和三江源、祁连山二期生态治
理建设提供了大量优质牧草种子。

汪新川，1976
年出生，青海省牧
草良种繁殖场高
级畜牧草原师。

王淑霞

自 2002 年起，湟源县利用距离西宁较近的
区位优势开始发展蔬菜特色产业。面对长期以
粮食作物为主业的乡镇干部农民群众，王淑霞
凭着两条腿、一张嘴，进村入社，在发展蔬菜种
植条件较好的地区，挨家挨户宣讲蔬菜种植技
术和可能带来的经济效益。同时，摸索各类蔬

菜种植技术，建设蔬菜种植标准示范园，总结当
地设施和露地蔬菜种植模式，指导农户科学种
植，有求必应帮助农民解决种植过程中遇到的
难题，带动了湟源县特色蔬菜产业的快速发展，
为当地调整农业种植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做出
了贡献，成为群众喜爱的“土专家”。

带领包虫病防治团队，筛查重点人群近 6.5
万。在牧区推广规范化外科治疗技术，提高了当
地医院外科专业技术人员的技术能力。率先实施
包虫病防治公益诊疗、精准医疗扶贫项目，先后筹
集公益救助资金700余万元，为贫困患者解除后顾
之忧。整合我省相关单位的学科优势和特色，以
包虫病预防、诊治相关专业队伍为人员主体，搭建
起包虫病多学科、多专业、深层次的研究平台。将
世界上最顶尖的肝移植技术与包虫病的治疗相结
合，为终末期包虫病患者创造生还希望。开创了

“引进—创新—应用—推广”的医疗模式，为青藏
高原地区群众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在三江源地

区制定了包虫病综合防控体系，主持并设计完成3
部包虫病宣教片的制作。承担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项目、国家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精准医学研究”
专项子课题、青海省重大科技专项、省卫生计生委
重点课题等各级项目 10 余项，开展省卫生厅“三
新”技术20余项，在引进精准医学研究创新团队的
同时，建成我省首个临床包虫病创新诊疗团队。
在国内外期刊发表论文百余篇，取得国际先进成
果两项、国内领先成果3项，申请发明专利4项，荣
获青海省科技进步三等奖1项，青海省优秀论文二
等奖 1项。被国际包虫病大会授予包虫病防治特
殊贡献奖。

主要成果

突出贡献

主持完成“同德无芒披碱草”“同德贫花鹅观草”
等牧草新品种的选育，并分别通过国家草品种审定委
员会审定；作为主要参加人员选育出了适应我省高海
拔、高寒气候地区种植的优良国审牧草新品种“青牧1
号老芒麦”“青海冷地早熟禾”“青海中华羊茅”“青海
扁茎早熟禾”“同德老芒麦”“同德短芒披碱草”“同德
小花碱茅”“巴青 1 号”等 8 个牧草新品种。主持并主
要参与《优质高产牧草新品种青牧 1 号老芒麦原种扩

繁及示范》《青南牧区适宜草种选育》《多年生禾本科
牧草种子产业化项目》《优良牧草品种中华羊茅种子
繁育项目》《同德老芒麦原种扩繁项目》等我省重大科
技攻关项目，制定我省主栽牧草品种种子生产技术规
程及栽培技术规程等青海省地方标准 11 项。获国家
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青海省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省
级科研成果24项。

突出贡献

主要成果

主持完成“高炉水渣无土栽培与温室大棚智
能控制系统关键技术集成与示范”项目，获得专
利；引进、集成和示范推广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
技术，为湟源县及周边地区设施蔬菜、露地蔬菜
生产抗连作障碍、病虫防治提供了技术支撑。参
与示范推广当地特色蔬菜胡萝卜机械化种植技

术，实现了胡萝卜从种到收的全程机械化操作；
在当地成功引进乐都长辣椒、航椒5号辣椒、航椒
8号辣椒、上海 908番茄、冬玉西葫芦、久星韭菜、
雪韭 1 号韭菜，津杂、津绿系列黄瓜等蔬菜新品
种。参与编写了《绿色蔬菜工程学》《蔬菜栽培技
术》等新型职业农民培训教材。

“5.30”科技工作者日特刊

省医学会推荐

省生态学会推荐

西宁市科学技术协会推荐

王淑霞，1966
年 12 月出生，农
艺师湟源县蔬菜
技术推广站农

艺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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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医药学传承者
艾措千

“星”耀高原
编辑：雅琼2019年5月29日 美编：雅琼

体格高大健壮，腹藏百
卷经纶。这位从草原走来
的典型藏族汉子，数十年致
力于藏医药文化精髓的传
承、弘扬和创新，在藏医学、
藏医药古籍发掘、抢救、整
理、应用领域做出令人难以
置信的贡献，主编的《藏医
药大典》全书60卷6000多
万字，是迄今规模最大的藏
医药文献编篆与系统整理
研究工程。艾措千的贡献
并不仅仅局限于藏医药古
籍和文献的挖掘整理，其更
大的贡献在于将传统的藏
医药与现代科学对接，在藏
药新药的开发上不断推陈
出新并形成产业化，创制的
多种藏药行销国内外，其中
一个口服类单品就销售超
过亿元。今年3月，艾措千
被省科协推荐为青海省参
选2019年中国工程院院士
候选人。

“5.30”科技工作者日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