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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有人让我们感动，总有人使我们温暖，总有
人给我们激励，总有人站在时代潮头为我们引领。
在我们的校园就有这样一群人，他们执教在今天，
却茁壮了学子的明天，他们耕耘在校园，果实却结
满祖国大地。天涯海角有穷时，只有师恩无尽处。
值此第37个教师节来临之际，让我们向老师致敬！

从70岁到80岁，
他再创拱桥世界仨“第一”
——走近大跨拱桥关键技术研究团队带

头人桥梁专家郑皆连院士
初秋的早晨，碧水苍茫，远山叠翠。在河池市天峨县红

水河流域龙滩库区，切焊浇筑，泵车传送，吊车起重，一幅
繁忙的建设图景点亮了岸畔的寂静，这是天峨龙滩特大桥建
设现场。该桥是中共党员、中国工程院院士、我校土木建筑
工程学院教授郑皆连主持在建的新一座世界“第一拱”——
南丹至天峨下老高速公路控制性工程、西部陆海新通道广西
通往贵州方向高速公路通道的一座跨径600米的上承式劲性
骨架混凝土拱桥。在去年底，他主持的世界“第一拱”——
跨径575米的钢管混凝土拱桥平南三桥建成通车。辛劳的汗
水刚刚拭去，现在他攀登的步伐又迈向了另一个新高地，在
80高龄时再向一座拱桥高峰发起了冲锋，开辟了我校产学研
深度融合新阶段，为“十四五”开新局吹响了铿锵的号角。

承一肩担当，守一念执著，持一腔果敢，破一路难关，
从青丝到华发，他奉献桥梁事业50余载。他是一位坚定的攀
登者，近几十年来拱桥建设大发展的见证者、参与者、创新
者。多年来，他带领大跨拱桥关键技术研究团队紧盯一流，
迎难而上，突破一个个科技“无人区”，奋力夺取一个个制
高点，让拱桥实现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不断引
领拱桥发展，在世界拱桥里程树立了中国丰碑。

去年五月，他带领的大跨拱桥关键技术研究团队凭借在
“重大装备和工程攻关”领域的突出贡献荣获第二届全国创
新争先奖牌，成为与钟南山院士团队一起获奖的10个团队之
一。用实际行动践行习近平总书记“要加快一流大学和一流
学科建设，加强基础研究，力求在原始创新和自主创新上出
更多成果，勇攀世界科技高峰”指示精神，以创新科技，架
起了拱桥壮美的中国风景。

1968年，27岁的郑皆连成功首创了双曲拱桥无支架施工
新工艺，主持建成了我国第一座无支架施工双曲拱桥——广
西灵山三里江桥，并获得1978年全国科学大会优秀研究成果
奖。随后他披荆斩棘，创造了多个拱桥奇迹，获国家优秀设
计一等奖以及国家优质工程银质奖的广西第一座无支架施工
钢筋混凝土箱拱桥——来宾红水河大桥；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当时世界最大跨径的中承式钢筋混凝土肋拱桥——邕
宁邕江大桥；被誉为广州当时最美丽桥梁的广州新光大桥；
获“黄河杯”和“楚天杯”的武汉汉江五桥；与武汉长江大
桥、南京长江大桥并列获评为建国60周年全国七大经典桥梁
之一的复兴大桥……。而在他古稀之年至今，10年间，他带
领团队再破拱桥世界科技新纪录，主持建成的合江长江一
桥、平南三桥，以及在建的藏木特大桥等特大桥，再次创下
又一个个拱桥经典，树立了拱桥时代创新的典范，为我校土
木工程世界一流学科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为我国交通强国、
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作出突出贡献。

合江长江一桥，包揽拱桥大奖的科技新传奇
2013年，72岁的郑皆连院士创造了他古稀之年第一个经

典，指导建成主跨径530米的世界第一座跨径逾500米的钢
管混凝土中承式拱桥——合江长江一桥(又名波司登大桥)。
该桥是国家高速公路网G93成渝环线高速公路川渝界至纳溪
段高速公路(即泸渝高速公路)重要控制性工程，就拱桥的施
工技术和跨径把世界桥梁发展向前推了一大步，被美国工程
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唯一桥梁外籍院士邓文中称为“世界拱
桥发展里程碑”。该桥荣膺第36届国际桥梁大会最高奖乔治·
理查德森奖，作为工程依托的科技成果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
等奖、国家优秀设计银奖和“茅以升科学技术奖—桥梁大
奖”“中国土木工程詹天佑奖”“中国建设工程鲁班奖”等，
囊括了拱桥所有奖项。

该桥的诞生，还有一段曲折历程，它是郑皆连院士勇于
担当、科学求实精神的有力彰显。2009年，大桥建设方案论
证之初，设计方在对比了斜拉桥和悬索桥以后，推荐了530
米钢管混凝土拱桥方案，但相关交通管理部门存在不同意
见，作为建国以来第一座进行风险评估的桥梁，方案持续一
年多没能确定下来。作为方案评审专家的郑皆连院士带领团
队经过大量勘查和科学研究论证提出建议，认为建设钢管混
凝土拱桥风险可控，结合了钢管和混凝土的优点，性能、造
价都占优势，而且为了更好地承担风险和责任，他还自荐担
任大桥建设专家组组长。就此，钢管混凝土拱桥方案最终获
得通过，并于 2009 年投入建设，最后大桥建成不仅质量优
良，而且造价较原方案节省6000多万元。

期间，依托《500m级钢管混凝土拱桥建造核心技术研究
课题》项目，传承团队一以贯之的“科研走在先”的理念，
结合合江一桥建设技术瓶颈，他带领团队针对当时已经建成
的400多座钢管混凝土拱桥普遍存在钢管内混凝土灌注不密
实这项技术难题，进行了科技攻关。因为钢管混凝土是一个
钢混组合结构，如果混凝土和钢不能够协同工作，桥梁的承
载能力、刚度都会降低，因此如何保证将钢管内的混凝土灌
注密实，使其不产生空隙，不因脱粘脱空而影响桥梁安全
性，成为钢管混凝土拱桥进一步发展以及跨径向500米突破
的一个技术门槛。为此，他带领团队奋战一年多时间，研发
了“大型钢管混凝土结构管内混凝土真空辅助灌注方法及灌
注系统”，突破了钢管混凝土这项最大技术瓶颈，为合江长
江一桥的顺利建成和该类型拱桥建设提供了技术保障，该项
技术获授中国发明专利优秀奖，也是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的

重要支撑成果之一。

藏木特大桥，突破无人区的科技新示范
2017年，76岁的郑皆连再挑重担，指导建设雅鲁藏布江

上首座“一跨过江”的中承式提篮钢管混凝土拱桥、主跨径
430米的川藏铁路藏木特大桥。在川藏高速公路和川藏铁路
沿线修路建桥难度之大被专家称为“堪比攀登技术的珠穆朗
玛峰”。该桥是同类型桥梁中跨度最大的、海拔最高的、同
类型缆索吊机中索塔最高的桥梁，因此，要攻克的科研难关
可谓难上加难。而其中克服温度应力对于藏木特大桥建设是
一道重大难关，由于藏区温差变化非常大，根据传统计算方
法分析得到的温度效应达到了列车荷载效应的两倍。郑皆连
院士带领团队把温度场、应力场作为科研攻关重点，通过反
复试验修正了温度取值，揭示了主拱与基座刚度比对温度效
应的影响，为合理分析藏木特大桥的温度效应奠定了基础。
同时还攻克了高原高寒日温差大条件下世界上最大管径、单
管超千方混凝土顶升灌注难题，研发了收缩补偿分时膨胀自
密实高性能混凝土、真空顶升灌注关键技术和灌注密实度超
声定量分析方法，保证了藏木特大桥的灌注质量，为藏木特
大桥的建设作出重大贡献。

同年，郑皆连院士还担任中国工程院重点咨询项目“提
高进藏高速公路和铁路桥隧抗灾能力的深化战略研究”主持
人，带领团队会同合作单位历时2年，围绕提高进藏高速公
路和铁路桥隧的抗灾减灾，进行了更加艰难的科技攻关，最
终形成进藏高速公路和铁路桥隧工程提高抗灾能力的宏观对
策总报告。该项目为进藏高速公路和铁路桥隧工程的设计、
修建和维护提供了战略性和技术性指导。

平南三桥，让世界瞩目的中国新风景
2020年，79岁的郑皆连院士再次刷新他的拱桥履历，指

导建设的跨径575米的世界“第一跨”平南三桥建成通车，
成为中国拱桥闪亮世界的新名片，充分展示了中国创造和中
国创新。

2018年，根据广西发展战略，荔浦至玉林高速公路平南
北互通连接线要跨越浔江修建平南三桥，设计和审查单位推
荐的是悬索桥、斜拉桥方案。作为大桥方案评审专家的郑皆
连院士认为悬索桥、斜拉桥刚度相对较低、经济性差，后续
维护费也高，该方案不合适。而按照我国大型工程建设的相
关规定，已经由主管部门批复的设计不再做改动，但为了对
国家负责、对历史负责，给国家级贫困县平南县节省建设资
金，使桥梁性能更优良，在高度的责任感驱使下，他和以往
一样只要存在不合理、不合适，再难也不会放弃。他毅然向
交通部提出建议，希望采用钢管混凝土拱桥相关方案。最终
交通部、自治区交通厅以及相关专家认为他提出的建议理由
充分、切实可行，更有感于这位年近80岁老人的责任担当，
批准了他的建议。事实证明，他再次不负众望，带领团队开
创了鹅卵石地质不能建设拱桥的先例，在国内首次把“圆形
地连墙+卵石层注浆加固”方案成功应用到拱桥建设中；运
用北斗卫星定位系统、智能张拉等技术，以力主动控制代替
刚度被动控制，将200米高的塔架顶部偏位精确控制在20毫
米以内。大桥拥有四个创新：一是中国制造，大桥在建设之
初就已经确定了多项科研攻关方向，具有完全的中国知识产
权，获授权9项国家发明专利，其中“一种拱桥施工缆索吊
塔价位移控制系统及使用方法”获授中国发明专利优秀奖；
二是造价可控，造价比悬索桥节省经费8000多万元，比斜拉
桥节省经费3000多万元，而且养护费用也比斜拉桥和悬索桥
每年节省100多万元；三是质量全优良、安全零事故，刚度
比悬索桥大10多倍，比斜拉桥大8倍多；四是施工方组织科
学严谨，务实高效。坚持信息化管理、标准化建设，工期提
前15个月完工，达到业内标杆水平。

参加我校举办的，由郑皆连院士主持的世界大跨度拱桥
建设技术大会的20位中国工程院院士，以及300多名专家代
表，赴平南三桥观摩时都盛赞该桥的创新科技。国际拱桥大
会永久性学术委员会主席布鲁诺这样评价：平南三桥是一座
不可思议的建筑。该桥采用钢管混凝土建设拱桥，是极具竞
争力的优秀方案。在西方国家，我们正尝试着在小跨径桥梁
建造上采用拱桥这一桥型，但建造如此大跨径的拱桥我们仍
需不断努力。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中央代表团团长
汪洋率中央代表团一分团在南宁看望慰问各族各界干部群众
时到我校慰问了郑皆连院士，他希望郑皆连团队勇于攻坚克
难，努力科技创新，不断实现关键技术新突破，为交通强国
战略，为地方经济建设作出贡献；自治区党委书记鹿心社接
见该团队成员时称赞郑院士率领的团队是广西科技界的佼佼
者、领先者；自治区政府主席蓝天立赴平南三桥考察时称赞
平南三桥为“创新科技的典范”。

该桥的建成，提升了贵港市交通衔接能力，强化了贵港
与桂林、玉林、梧州等城市互联互通融合发展，对贵港市深
入实施“东融战略”、全面对接粤港澳大湾区、积极承接大
湾区产业转移，建设陆海新通道具有重要意义。

昔日，浔江两岸人民摇着木船缓慢渡江，遇暴雨船只无
法通行，需绕道走大半天方可到岸的艰难岁月已然成为过
去。如今，两岸绿树芳草，生态优良，一架飞虹在蓝天碧水
之间，由原来的1小时缩短为10分钟的通行时间，成为平南
人民曾经急需急盼、现在充分享受便捷和体面的民生桥、幸
福桥。而每当节假日，或三三两两，或成群结队，来这里观
桥、拍照、赞叹者络绎不绝，这里，已成为人们休闲的“网
红”打卡地。

一路走来，不管是担任自治区交通厅副厅长、总工程
师，成为首批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被评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还是到广西大学任教授，郑皆连院士始终坚持实
践育人，为拱桥事业的持续发展，为土木工程世界一流学科
建设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优秀桥梁专家广西交通投资集团
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劼耘，广西路桥工程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
理、教授级高级工程师韩玉，副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王建军，广西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总经理黄德耕，广西
交通设计集团有限公司桥隧分院总工程师、教授级高级工程

师商从晋，我校土木建筑工程学院教授
陈正、谢开仲、涂兵等都是在他的桥梁
实践育人中成长起来的中坚力量。

如果你知道合江长江一桥是如何连
通两岸架起飞虹，如果你见过平南三桥
是如何在布满岩石和鹅卵石的地质上跨
越浔江，如果你沿着曲折的山路去看正
在建设的天峨龙滩特大桥如何挑战更多
的艰难险阻而挽起两岸青山，你就会相
信，这不是神话！这是把“建桥”视为
使命，用科技创新刻写人生，并为之奉
献50余载的一位桥梁人创造的比梦中天
堂还美的中国风景！

“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实现高水平科
技自立自强”，如今，参加了两院院士大
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郑皆
连院士又负起新使命。他将牢记习近平
总书记的嘱托，向着更高的拱桥目标迈

进。
一位党员、一位桥梁人顽强攀登在拱桥高峰的路上。

（刘娜利）

※ ※ ※ ※ ※ ※

破浪，向着“甜蜜”奋力远征
——走近我校蔗糖产业省部共建协同创

新中心主任陈保善教授
在今年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我校蔗糖产业省部共建

协同创新中心主任陈保善教授关于支持广西建设国家甘蔗蔗
糖产业技术创新中心，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支撑广西糖业高质
量发展的能力，保障国家食糖供应安全的建议得到李克强总
理的肯定和指示。李克强总理指示，蔗糖是食品加工行业中
不可替代的重要原料，要组织一批科技人才，找准薄弱环
节，不惜重金在蔗糖相关研究领域实现突破。随后，为落实
李克强总理指示精神，国家发改委科技组、中国科学院科技
促进发展局相继到校就相关工作开展调研，了解途径。这为
陈保善带领团队创新科研，培优育良，为提高广西蔗糖产业
效益和质量，保障国家食糖安全提供了新机遇和输送了新动
能。

广西地处亚热带，光温水充足，为甘蔗优势产区，全国
糖料作物生产保护区为1500万亩，其中广西甘蔗占1150万
亩，原料蔗和食糖产量占全国60%以上，是我国最大的糖业
生产基地，广西糖业的发展关乎国家食糖安全。而广西蔗糖
产业也成为广西经济建设的支柱产业，对振兴乡村经济、增
加地方财政和农民收入，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作为蔗糖产
业科研载体的我校蔗糖产业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则是“使
命必担”。连年来，带头人陈保善教授作为全国人大代表忠
诚履职积极“上书”的同时，还带领团队肩负“保障国家食
糖安全”重任，向着“使命必达”的远景，聚焦区域特色，
面向国家食糖安全重大战略需求和广西食糖主产区建设重大
科技需求，凝聚优势力量，顽强探索，不懈攻关，着力打造
甘蔗糖业全链条的高质量创新平台，协同攻关，突破核心技
术瓶颈，形成一批标志性科研创新成果，为探索中国特色糖
业发展之路，为国家和广西糖业发展培养优秀人才，为保障
国家食糖安全作出重要贡献。

“师”者之范
走进陈保善教授的办公室，他一边招呼我们坐下，一边

开空调，一位老师说“陈老师很节省，他一个人时从不开空
调，觉得开着窗就可以了”。

“我们的领头人可好了”！在实验室，团队成员都异口同
声说着陈保善教授的为师之范。

张木清教授说，陈老师提出并率先在学科内试行细致的
研究生中期综合考核制度以及毕业论文答辩后论文修改的具
体程序，经过多年的实践，在端正学生的学习态度，树立实
事求是的良好学风方面收到了显著的成效。他指导的本科毕
业论文每年都产生校级优秀论文，指导的研究生毕业论文每
年都产生校级和自治区级优秀论文。他每年的教学和科研工
作量都大幅度超过学校规定的标准，连续10年年度考核为优
秀。

李茹教授说，作为老师，他除了力求把最新的知识传授
给学生外，更注重培养学生主动获取知识和批判地吸收知识
的能力。通过布置一系列的文献阅读和综述写作任务，让学
生具备主动学习的能力并拥有广阔的研究视野。通过在实验
室设立工勤组、试剂组、仪器组和秘书组，让学生主动参加
实验室的管理，在仪器维护和药品试剂采购等实验室日常工
作中，培养学生耐心细致、脚踏实地的品格以及相关研究工
作的组织和协调能力。

邹承武老师是陈保善教授指导培养的硕士、博士生，他
印象最深刻的就是陈老师不但治学严谨，对人才素质和品行
的培养也格外重视。他说，陈老师常说学生首先要学会做
人，其次才是做学问。陈老师要求学生进到实验室，凡是公
益性的事情都要去积极参与。同时，陈老师自己更是以身作
则。每天早晨总是最早到实验室，看见实验室的地板脏了都
会亲自打扫。在攻读博士期间，陈老师带我一起出差，一起
到田间地头考察采样，为了节约住宿费，我们在酒店同住标
间，晚上在处理采到的样品时不小心把酒店的地板弄脏了，
陈老师带我一起清理地板，陈老师以自己的行动为我们树立
了榜样。

“他时常教导我们要有家国情怀，要学好党史，爱国爱
党，增强民族自信和自豪，努力学习，增强本领，成为国家
建设发展的中坚力量”；“疫情期间，为便于同学们线上学
习，陈老师带领大家开发了虚拟仿真实验项目《甘蔗梢腐病
的发生和防治虚拟仿真实验》，该项目获批省级一流实验课
程。他带领的《农业植物病理学》教学团队建设的线上线下
混合课程也获得了省级一流课程。他重视学生的实践能力培
养，倡导本科生尽早进入实验室接受研究型实验室浓厚的学
术氛围的熏陶。他温文尔雅和认真负责的治学态度，感染着
一批又一批学生。同学们对他主讲的课程评价很高，认为不
仅学到了知识，同时更受到了陈老师严谨的学术和人格魅力
感染”；“陈老师和我们一起进行甘蔗育种工作，带领课题组
师生进行甘蔗新品种筛选、品种测产、实生苗假植、生防菌
喷淋等工作。一有时间就到扶绥农科基地，深入现场查看甘
蔗的生长情况，并进行实地教学。还协同包括农机专业的师
生开发研制全自动甘蔗切种机、甘蔗种植机等自动化机械，
提高甘蔗种植效率。”温荣辉、蒙姣荣、黄有总、卢姗等师
生们这样纷纷为这位“师”者点赞。

这就是一位共产党员，一位教授、博士生导师，一位科
研工作者、一位同事的“师”者之范，这也是他的团队所向
披靡，取得一项项硕果的“头雁效应”。而他所获得的多项
荣誉也是他表率作用的又一个彰显，他是广西首位国家杰出
青年科学基金获得者和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被中组
部、中宣部、人事部和科技部授予“杰出专业人才”荣誉称
号，曾获得“中国侨界(创新人才)贡献奖”，被评为回国人员
先进个人、全国优秀教师、全国师德先进个人、全国师德标
兵、全国教书育人楷模、宝钢优秀教师、新中国成立以来广
西最具影响力的劳动模范等等。曾任广西大学副校长、副厅
级调研员，自治区人民政府参事，亚热带农业生物资源保护
与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自他回国“为祖国多做事
情”，20多年来，先后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国
家重点基础研究等研究课题40多项，领导研究人员成功建立
了一个研究病毒—宿主相互作用的崭新的实验系统，使我国
在该领域拥有了一个达到国际先进水平的原创性研究平台，
并在病毒宿主因子和病毒靶标的发现和鉴定方面取得了重要
进展。他率先在国内开展基于调控宿主因子的农作物抗病育
种方法研究，克隆了一批重要农作物的宿主因子基因，并通
过对这些基因的调控，获得了这些农作物抗病毒新种质。

“育”者之志
“使命必担”是陈保善教授带领团队始终坚守的本分，

是深深烙印在他们攻坚克难路上不变的初心。一直以来，劳

动强度大、生产成本高、科技含量不高、生产效益低等是广
西乃至全国甘蔗产业的共性问题。早在20世纪70年代，我
校就联合广西农业科学院甘蔗研究所等单位在甘蔗良种培
育、甘蔗农机和制糖工艺及设备方面迈开了探索的步伐，为
了“甜蜜”事业一代代有志者付出了不懈的努力。2012年由
我校牵头，联合相关院校组建的广西蔗糖产业协同创新中
心，被认定为第一批广西协同创新中心，由陈保善教授担任
中心主任，开始了创新攻关，把甘蔗基因资源评价利用，甘
蔗转基因技术，新品种选育和示范，小型甘蔗种管收机械研
发，甘蔗高效节水灌溉和优化减量施肥，甘蔗黑穗病及梢腐
病防控，制糖全过程自动化控制，酶法制糖新工艺，无二氧
化硫制糖新技术，蔗梢、蔗渣、滤泥、废蜜等副产物高附加
值的综合利用技术等确定为主攻目标，并取得了一系列成
效。2018年，经教育部批准，广西蔗糖产业协同创新中心升
格为蔗糖产业省部共建协同创新中心。为紧跟时代，进一步
选育适宜广西种植条件的优良甘蔗新品种，陈保善教授带领
团队坚持不懈围绕甘蔗生物学开展“顶天”的基础研究，着
力阐明甘蔗重要性状的生物学基础，并将相关成果应用于指
导育种和栽培实践。以重大需求为牵引，围绕蔗糖产业的全
产业链进行“立地”的产业系列关键技术研究，加快高产高
糖和高抗病性甘蔗的育种进程，着力推广健康种苗、病虫草
害绿色防控和宿根蔗轻简栽培的绿色安全高效的栽培模式，
提高甘蔗生产效率，保障我国食糖安全。

陈保善教授说，开展研究之初的几年，科研条件比较艰
苦，育种用地均靠从科研院所租借，有时候遭遇干旱或洪
水，一年的努力就会付之东流，只能从头再来。而由于设备
设施等实验条件的落后，育种工作开展得异常艰难，陈保善
教授和团队成员一起既是科研工作者，还是“农民”，经常
顶着月色，两腿泥、一身土，带着满身蚊虫的咬痕回到休息
地。后来，团队与海南专业育种企业合作，委托企业育种，
委托方将育好的种子邮寄过来，大家再进行试验、分析、优
选。但是这样耗时长，成本高，为科研工作带来诸多不便。
但团队成员还是克服困难，携手攻坚，开创了广西真正意义
上的育种平台的先河，积累了大量经验，拥有了一套成熟的
甘蔗育种、选种规范，为后来育种工作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而近几年来，随着学校各项事业的蓬勃发展，位于崇左
市扶绥县的广西亚热带农科新城的建立，为团队的育种工程
掀开了崭新一页。如今，该中心在农科新城拥有5000多亩的
甘蔗新品种选育、繁育和示范基地，拥有了较齐全的实验装
备和较完善的试验基地，为该团队的“甜蜜”事业的发展插
上了腾飞的翅膀。

杨细平教授说，在陈保善教授带领下，团队抢抓机遇，
众志成城，以国家利益为中心，立足蔗农利益，围绕甘蔗遗
传与种质创新、甘蔗新品种选育与高效育种、甘蔗高产高效
栽培技术、甘蔗病虫害绿色防控、原料蔗生产机械化、制糖
过程强化与自动化、综合利用与清洁化生产等研究方向进行
了不懈的科研和技术攻关。如今，团队承担国家级科研项目
31项，包括国家糖料产业技术体系、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国
际合作、国家基金项目以及地方糖料蔗重大科技计划项目
等。

“征”者之远
经过近20年的不懈攻关，陈保善带领团队取得了一系列

创新成果，不少成果达到国际领先，并向着更高目标奋进。
培育出一批好的品种。育成可管“一新四宿”（种一次

收四年）的高产高糖高抗病系列甘蔗品种，比目前的主推品
种宿根延长两年以上；开发出高效全程机械化轻简栽培技
术，研发出配套农机和缓释肥料，将春季破垄施肥和夏季施
肥培土两大工序简化为冬春破垄施肥起垄和蔗叶还田一次性
高质量完成，改良了土壤并改善了机械化收获条件，同时解
决了效率、效益和农时三个瓶颈问题，亩产节本增效250元
以上；绿色制糖技术和蔗糖产业链延伸取得初步成果，把陶
瓷膜技术用于蔗汁的物理澄清，已实现规模化应用；开发了
系列甘蔗饮料并已进入市场。育成了高产高糖和高抗黑穗病
的中蔗1号、中蔗6号和中蔗9号、高糖和特早熟的中蔗10
号、高产高糖和早熟的中蔗13号等优良品种，已获得农业部
新品种登记证书，并正在进行甘蔗新品种的推广示范。

新品种选育促进了甘蔗糖业的可持续健康发展。与协同
单位通过联合承担重大专项等项目的实施，通过9轮国家区
域试验和4轮产业技术体系集成示范，2013年-2017年选出
的18个品种通过国家鉴定（或审定），5年来已累计推广超过
1000万亩。选育的中蔗1号、6号和9号等新品种表现优异，
正按程序进行生产示范试验和推广，初步形成了我国甘蔗新
品种“使用一代、选育一代和储备一代”的良好格局。制定
了《甘蔗种苗》《糖料甘蔗生产技术规程》《甘蔗种茎生产技
术规程》《农作物品种试验技术规程-甘蔗》《农作物品种鉴
定规范-甘蔗》等农业和广西地方行业标准，初步形成了国
家和广西甘蔗质量标准体系。以选育的甘蔗新品种为核心技
术，通过集成水肥一体化、农机农艺融合、病虫害绿色防
控、旱地甘蔗的综合栽培等产业关键共性技术，取得显著的
经济社会效益。

甘蔗生物学基础研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与协同单位通
过联合承担国家重大专项、广西自然科学基金创新团队等重
大 （点） 项目的实施，在已有的 300 多份引进材料的基础
上，进一步引进、创新了100多份新种质、无性系和育种中
间材料，特别是内陆型割手密和近缘属植物斑茅种质的创新
利用达到国际领先，云南内陆型割手密亲本的培育于2017年
获得云南科技进步一等奖；建立了一套现代甘蔗高效育种程
序；助育种和基因组选择和编辑育种，标志着我国已进入传
统育种与分子育种并进的新时代；首次完成了甘蔗最主要病
害 （黑穗病和梢腐病） 的病原菌基因组解析和新病害鉴定
等。

国际合作、人才培养和社会服务成效显著。依托科技部
国际合作示范基地，协同中心各单位联合协作，广泛开展了
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特别是泰国、越南、缅甸、印度尼西
亚等东盟国家开展甘蔗种质资源收集、保护与利用，引进一
系列重要野生资源；与美国和澳大利亚等产蔗先进国家开展
联合新品种选育、基因组编辑和选择的国际合作研究；2016
年-2020年累计面向印度、巴基斯坦和东盟等国家招收博士
后5名、留学博士生和硕士生共20多名。

尽管该团队培优育良工作已经取得阶段性突破，但广西
蔗糖领域科技基础仍然薄弱，科技创新支撑产业高质量发展
的能力依然不足。为此，已60多岁的陈保善教授不忘初心，
正带领团队积极对接国家发展战略，联合国内外优势力量，
集聚校内资源，形成强大合力，打造协同创新新高地，不断
提高核心竞争力，为甘蔗“甜蜜事业”行稳致远不懈奋斗。

（刘娜利）

桃李风华春晖满园 学高德厚行为师范
——我校教师代表风采展

热
烈
祝
庆
祝
第
三
十
七
个
教
师
节天涯海角有穷时天涯海角有穷时，，只有师恩无限处只有师恩无限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