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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少年：宣传革命思想

1939年 7月，日寇侵占平潭。在这个特殊时
期，1939年 8月底一个风雨凄凄夜晚，平潭有一批
热血青年聚集在岚华初中后山草楼举行秘密会
议，筹备成立“平潭五四青年会”，以发动广大青年
行动起来进行“抗日救亡”运动。发起人时年才16
岁，是一位少年学生，他就是我的父亲。

为何父亲小小年纪就有如此忧国忧民的
胸怀？这就要说到时任潭城中心小学校长的
刘伯华。

1923年 9月 14日，父亲出生于平潭县潭城镇
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张经本，是一位饱读经书的
文人。父亲可谓家学渊源，他自幼好学、天资聪
颖，未入学就会读古诗、看小说，是一个早慧孩童。

刘伯华，原名刘文田，四川省彭山县人。1936年
冬，22岁的刘伯华来到平潭岛，他利用学校这一块沃
土，将爱国主义与抗日救亡的理念渗透到课堂中。

刘伯华既是著名的爱国抗日志士，又是平潭
传播马列主义和介绍中国共产党的较早的进步人
士，看到我父亲政治素质高，就对他进行了重点培
养，教诲他要“常怀报国心，永立救民志”。这也成
为父亲人生的宗旨和抱负。

父亲1937年7月念完小学6年课程，同年9月
进入平潭岚华初中。面对日寇入侵，品学兼优的
他全身心投入到抗日救亡运动中，他和同学们筹
备成立“平潭五四青年会”。1940年 5月 4日，“平
潭五四青年会”成立大会召开时，平潭全县会员达
3000多人，成为一支强大的抗日救亡力量。

青年学运骨干：光荣加入中国共产党

1943年2月，父亲考入地处宁德三都澳的福建省
立三都中学高中部。与许多进步青年一样，父亲一边
努力读书，一边积极参加学校学生会活动。1946年2
月，父亲以优异的成绩考入福建学院经济系。

早在读小学期间，父亲就受到校长刘伯华的
影响，16岁开始就在同学之间宣传革命思想。在
福州上大学的父亲，又受到平潭革命先行者曾焕
乾的影响，紧跟曾焕乾的脚步，办夜校并创办宣传
进步思想的刊物《萤火》。

1946年 9月，经曾焕乾教育培养，并指定洪通
今作为入党介绍人，父亲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
党，那一年，他才 23岁。父亲入党后，主要任务是
联络、团结福清平潭籍同学，发展党的组织，建立
联络点，扩大党的影响。1946年 9月至 1947年 3
月，父亲联络了 100多位在福州上大学、中学的福
清、平潭籍学生，发展了 20多位新党员，建立了多
个联络点，受到闽江工委领导的肯定。

今年 92岁高龄的严子云是父亲的战友，同为
平潭老乡，于 1946年 9月考入省立福州中学高中
部。1947年 2月，在父亲的介绍下，严子云加入中
国共产党。在策划指挥“三二五”福州学生抗暴运
动时，严子云被抓进警察局，还被动了刑。听说老
乡被打，同学被抓，父亲不仅想办法来救他们，还
在闽浙赣城工部学委的领导下，利用这一事件组
织学生开展抗暴运动，举行示威游行，冲击警察
局，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打击进步学生的面目，并将
学生运动转变为革命斗争。

父亲沉着指挥这场空前规模的学生抗暴运
动，表现出一个运动指挥者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才
干。严子云曾这样评价，这场学运在党组织的严
密指挥下，有组织、有策略，不但成功营救出被捕
的同学，还迫使国民党反动政府作出让步，向学生
们道歉并赔偿医药费，使他们再也不敢无视中国
共产党领导下的学生运动。

平潭解放：潜入敌区安插内线

1947年3月29日，曾焕乾在福清灵石山据点召
开全体干部会议，宣布福长平工委和地下军闽海纵
队正式成立，父亲被任命为工委委员兼学委书记。
面对国民党反动派在福州的大搜捕，他只好潜往别
处为我党筹集经费，撤回大陆后，他调入福州市委机
关，负责联络福清、平潭两县城工部系统党的工作。

1949年 4月，中共闽中游击队司令部为了配
合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下作战和对平潭革命武装的
考验，命令平潭县游击支队于 5月 7日前，掌握战
机，消灭国民党反动派的林荫武装。

当时平潭游击支队所有连队人数加起来共有
300余人，分布在平潭看澳、玉屿、土库、康安、伯塘
等自然村，且当时游击队的武装配备非常差，冲锋
枪只有一支，不及敌人一个排的武装配备。

父亲分析了敌我形势，认为不可硬拼，革命的火
种应用在刀刃上，当前应保存实力，伺机待发，指令平
潭武装游击队分散在各个乡村和福州进行革命活动。

1949年5月4日凌晨，父亲潜入县城了解情况
和布置内线工作，回程途中不幸被捕。游击支队
为了营救父亲，决定提前进攻县城。

因为有内线接应，这场战斗以迅雷不及掩耳
之势结束，仅仅历时 5个多小时，共消灭县城国民
党反动武装200多人。

革命家庭：传承红色基因

母亲今年91岁，她和父亲相识于1948年。母
亲虽年事已高，但一谈起父亲，似乎有说不完的
话。1948年春末夏初时节，父亲住在福州麦园路5
号据点进行地下活动。母亲也来到麦园路 5号据
点，找来养病的同志，就这样和父亲认识了。

父亲和母亲都是老党员，他们时时教育我们
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要靠自己的
努力去改变命运。父亲曾对我说过“不为良相，当
为良医”，于是我选择了父亲认可的“济世救民”的
医学专业。

1977 年恢复高考时，我考上了福建医科大
学。大学毕业后步入医生的岗位，并光荣地加入
了中国共产党。

父亲临终前告诫我，身为医生要有一颗悲悯之
心，救死扶伤的责任心，才能当得起医生这个称谓。
心里装着病人，在专业上精进，才能成为一代良医。

父亲的话，成为鞭策我思想进步的一盏明灯，
工作40年，我曾多次荣获优秀共产党员、优秀教师
等称号，出版多部由我参编、独著的医学专著。

为了继承发扬父亲、母亲的革命精神，近年
来，我着手研究平潭近代革命史，宣传平潭红色革
命事迹，让更多的年轻人了解平潭革命史，更好地
传承革命精神。

我父亲一生不过短短的 55个春秋，但他一心
为党、克己奉公，留给我们一笔珍贵的精神财富。
在为民族解放、国家独立的战斗中，像我父亲这样
的革命者有许许多多，他们都将生命献给了这片
染血的土地。

我的儿子和他的堂兄妹们也深深敬佩这种精
神，在工作中严格要求自己，在平凡的岗位上兢兢
业业，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
和生命换来的。作为革命烈士的后人，我为父亲
骄傲，以他为榜样，牢记党的嘱托，传承红色基因、
弘扬革命精神，讲好党的故事。

（来源：福建纪检监察微信公众号 口述人：
张方林，系张纬荣女儿，福建省妇幼保健院妇产
科退休医生 整理人：欣桐）

他在抗击病毒的战场上攻坚克难、硕果累累：全
球首支戊肝疫苗，首支国产宫颈癌疫苗，打破国际垄
断并远销欧洲等海外市场的艾滋病免疫诊断试剂，全
球新一代国际“金标准”戊肝诊断试剂……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第一时间投入科研攻关，
昼夜不停与病毒“赛跑”，率领团队日夜奋战在科研一
线，研制出新型冠状病毒（2019-nCoV）抗体检测试剂
盒并获准上市，努力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科技
支撑，为全球抗“疫”贡献中国智慧。

他荣誉等身，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国
家技术发明二等奖、中国专利金奖、“庆祝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70周年”纪念章。他就是厦门大学公共卫
生学院院长、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与疫苗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主任夏宁邵教授。

他长期从事医学病毒相关基因工程抗原、诊断试
剂、疫苗、单克隆抗体等研发和产业化，以及相关病毒
的分子生物学、免疫学基础研究，建立突发传染病应
急反应和新发传染病预警技术体系，成功构建原核表
达类病毒颗粒疫苗产业技术体系并突破多种检测试
剂技术瓶颈，主持研制出全球首个戊肝疫苗、首个国
产人乳头瘤病毒（HPV）疫苗、新一代国际“金标准”戊
肝检测试剂、全球首个可指导用药的乙肝核心抗体定
量试剂、全球首个艾滋抗体尿液自检试剂、全球首个
新冠总抗体检测试剂，主持研制的鼻喷流感病毒载体
新冠肺炎疫苗是全国新冠肺炎疫苗应急攻关的五条
技术路线之一。

为解决实际问题而做研究

1995年，有着多年医生执业经历和科研经历的夏
宁邵来到厦门大学，基于脑海中积累的临床和科研经
验，他决定立足现实需求，为解决传染病防控实际问
题而做研究，这个目标伴随他很多年。

于是，他开始带领团队围绕艾滋病病毒（HIV）生
物活性原料的“卡脖子”技术难题发起攻关，1999年成
功研制出国内首个“HIV第三代抗体诊断试剂盒”，艾
滋病病毒检出率和特异度分别达99.60%和99.98%，在
世界同一领域的研究中达到先进水平，大大加强我国
对艾滋病病毒传播的控制能力，彻底解决国内艾滋病
诊断试剂的“无芯”问题。

许多国内厂商陆续跟进推出第三代试剂，国产艾
滋病诊断试剂成功实现了第一次更新换代。接着，团
队又紧跟国际步伐，研制出第四代HIV抗原抗体检测
试剂盒等HIV系列免疫诊断试剂，继续打破国际垄
断，促进国产试剂升级换代。

该系列成果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1年），
引领国产艾滋病诊断试剂升级，国内市场占有率连续
17 年排名第一。此外，还获得 2 项世界卫生组织
（WHO）PQ认证、2项欧盟CE认证，出口发达国家。
迄今，该产品已在4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应用超过6
亿人份，其中海外超过6000万人份。

除此之外，研究团队参与一系列重大和新发突发
传染病的诊断试剂研究：研制的戊肝系列诊断试剂，
获 2010年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在中、法、英、荷等国
市场占有率超过80%，被誉为新一代戊肝血清学诊断
国际“金标准”；研制的甲型流感病毒快速检测试剂，
检出甲型H1N1流感毒株的灵敏度比普通快速检测
试剂高10倍至100倍；手足口病诊断试剂盒在我国疫
情防控工作中发挥作用；首个国产开放式全自动管式
免疫化学发光检测系统和 70余种配套检测试剂在大
型医院与进口产品展开竞争……这些成果，解决了疾
病防控中的诸多现实问题。

创建人类疫苗研制新技术

除了诊断试剂的研发之外，夏宁邵带领团队长期
从事疫苗研究，尤其是在戊肝疫苗、宫颈癌疫苗等方
面取得了重要突破。

戊肝是一种全球性的急性病毒性肝炎。近年来，
我国戊肝发病人数更呈现递增趋势，已超过甲肝。在
研制初期，团队因采用此前尚未有成功案例的大肠杆

菌原核表达系统研制戊肝基因工程疫苗而倍感压
力。然而，他坚持迎难而上，最终历时 14年，带领团
队基于自主发现的戊肝病毒靶点和原创疫苗技术，成
功研制全球首支戊肝疫苗。戊肝疫苗于 2012年在国
内上市，引起了世界广泛关注，被两院院士评为“中国
十大科技进展”；2018年WHO发布戊肝疫苗审评技
术建议，推动戊肝疫苗的PQ认证。

戊肝疫苗的研制成功使戊肝成为一种疫苗可预
防的疾病，打破了国际疫苗界对“大肠杆菌原核表达
系统不能用于基因工程疫苗研制”的传统认识，开辟
了基因工程疫苗研制的一条新途径。

基于大肠杆菌原核表达系统，他带领团队开展了
宫颈癌疫苗的研究。宫颈癌是女性的第二大肿瘤。
此前，国外采用真核表达系统研制的宫颈癌疫苗已经
在如火如荼地推进之中了，而夏宁邵团队采用了他们
最擅长的大肠杆菌原核表达系统，但这也使他们面临
全新的技术挑战。

2003年，团队正式启动研制首个国产第一代宫颈
癌疫苗（二价），经过多年持续攻关，终于克服关键性
技术难题，成功将疫苗推进临床试验阶段。经过大规
模临床试验验证，团队研制的宫颈癌疫苗安全有效，
于 2019年底获批上市。与此同时，团队研制的首个
国产第二代宫颈癌疫苗（九价）即将进入三期临床试
验；此外，通过发展结构疫苗学新技术，团队率先实现
第三代宫颈癌疫苗（二十价）技术突破。2019年，同葛
兰素史克签订新一代HPV疫苗全球合作协议，将基
于厦门大学和养生堂万泰公司研制的HPV疫苗抗原
和全球疫苗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的佐剂研制新一代
HPV疫苗。

历经 14年，夏宁邵团队研制出全球第一个上市
的戊肝疫苗；历时18年，研制的首个国产宫颈癌疫苗
获批上市。疫苗求索之路漫长曲折，夏宁邵迎难而
上，让全世界的疫苗研究和生产有了一种全新的选
择。

践行“国家队”实验室使命

2020 年 3 月初，一则《厦大研制！29 分钟出结
果！闽首个新冠病毒检测试剂盒获准上市！》的文章
刷爆了朋友圈。这是厦门大学国家传染病诊断试剂
与疫苗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夏宁邵团队的成果。该试
剂盒通过抽血来检测，可以29分钟出结果，具有灵敏
度高、特异性好、随到随检等优点，是国内外首个获批
的双抗原夹心法新冠病毒总抗体检测试剂盒。

在 2020年这个不平静的春节，一场来势汹汹的
新冠病毒肺炎疫情不期而至。疫情暴发后，夏宁邵毅
然放弃春节休假，组建攻关队伍，全力投入新冠肺炎
疫情应急攻关工作中。实验室内灯火通明，研究人员
在不分昼夜地开展科研工作。

为了提高新冠病毒疫苗攻关的成功率，兼顾应急
预防和长效预防，夏宁邵针对新冠病毒疫苗研发需
求，“双管齐下”，同步开展减毒载体疫苗和基因工程
重组疫苗的研制。联合香港大学等单位推进减毒载
体疫苗项目，已被列入国家应急专项项目，成为国务
院联防联控机制重点关注的全国疫苗应急研发 5条
技术路线之一；利用多种疫苗抗原表达体系和佐剂体
系开展新冠病毒重组基因工程疫苗研制。

在国家部委和省市各部门的支持下，他带领的团
队联合养生堂万泰公司团队研制出 10个新冠病毒检
测试剂，获得 1个中国医疗器械注册证、6个欧盟CE
认证、1 个澳大利亚 TGA 认证、1 个菲律宾 FDA 认
证。相关试剂除支援武汉同济医院、火神山医院、雷
神山医院等国内抗疫工作，还出口意大利、韩国、捷
克、奥地利、荷兰、澳大利亚和巴基斯坦等 30多个国
家，支持国际抗疫。

夏宁邵教授低调谦和，面对获得的荣誉，他总是
强调说，“这是我与团队共同努力的成果。”

他不断与病毒“赛跑”，几十年风雨兼程，从未停
止步伐，不断为预防控制重大疾病和建设健康中国贡
献科技力量。 （来源：福建科协）

昼夜不停与病毒“赛跑”
——记厦门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夏宁邵

夏宁邵夏宁邵（（中中））与科研团队成员与科研团队成员

张纬荣家庭：

做正直的人、对社会有用的人

时移世易，沧海桑田。1949年5月5日，我的父亲张纬荣和他的革

命伙伴发起解放平潭的战斗。那场战斗格外惨烈，战前，父亲潜入县城

布置内线工作，返回途中不幸被捕。为了营救父亲，平潭游击队提前打

响了解放平潭的战斗，并取得了成功。

我从小就听母亲多次讲起父亲与她并肩战斗的革命经历，在《平潭

县志》也读过关于父亲当年参加解放平潭的英勇事迹。红色基因代代

传，我们家如今已经是三代党员家庭了。

（上接1版）开展专家服务乡村人才振兴活
动。先后开展“百名专家下乡入企”帮扶活动、“银
色人才”服务乡村、服务产业行动、“一村一品一专
家”帮扶活动，通过顾问指导、兼职服务、组织培
训、项目合作等形式组织专家到基层服务。近两
年来，组织 30多批 400多人次各级专家到基层服
务，专家服务在人数规模、专业类别、专家层次等
方面都有较大提升。

实施“师带徒”帮扶计划。充分发挥高层次专
业技术人才、农村实用人才、高技能人才等群体“师
带徒”作用，帮助基层单位破解关键技术难题、培养
急需紧缺人才、转化前景良好的科技成果，从该市
农村实用人才、高技能人才中推荐担任科技特派
员，组成“帮扶专家团”开展“师带徒”帮扶活动。今
年5月，人社部组织10位高层次专家到该市上杭县
开展“师带徒”帮扶对接活动，取得良好成效。

聚焦培育，提升乡村人才活力

开展乡村振兴特色培训。实施新型职业农民
培育工程和农村实用人才素质提升计划，组织开

展农业技能培训、返乡创业就业培训和职业技能
培训，鼓励村民参加职业技能鉴定、取得国家职业
资格证书，提供培训补助，培养更多具有龙岩特色
乡土技能型人才和能工巧匠。

培育高素质农民队伍。今年，结合该市七大
优势农业特色产业，扩大培训覆盖面，下达财政资
金 1225 万元，实施 1 万人次高素质农民培训计
划。开展“乡村振兴青年可为”新农人创业能力提
升专项培训，提升农创青年的创业能力，培养适应
产业发展的新农人。开展高素质典型农民、典型
基地评选活动，2020年以来，统筹财政资金 421万
元，共培训扶持新农人初创之星、大学生农创标
兵、十佳农民等先进典型189人（个）。

增强本土特色培训。加快推进龙岩市闽西南
协同发展区科技特派员专项进度，打造科技特派
员示范站、示范基地、示范项目。依托国家级福建
现代林业科技示范园区和六个市管国有林场各种
科技项目，依托科技特派员平台，经常性开展“科
技下乡”互动，为林农提供技术指导，开展特色培
训。 （通讯员 张波）

强化人才支撑 助力乡村振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