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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趣引领追“光”路

换上超净服、穿好鞋子、戴好帽子、进入风淋室
除尘……每天进入实验室之前，邓晶都一丝不苟地
做着这些规定动作。

邓晶虽然年纪轻轻，但从事激光技术集成与应
用研究多年，参与了多项国家级、省部级重点项
目。激光，在我们普通人眼里神秘莫测，但在邓晶
眼中却是“很有用”且“很有趣”的。

“激光被称为‘最快的刀’‘最准的尺’‘最亮的
光’，被广泛引用于军事、医学、通信和工业领域。”
邓晶介绍，她在上大学时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光学
知识，当时，她一下子就被这门历史悠久的学科所
吸引。

在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读研期间，
她深入学习了激光专业知识，毕业后直接留在了所
里，投入到激光的研究中。“激光实验不仅与激光专
业相关，与其他专业如电学也有交叉。在做实验的
过程中能够不断学习新的知识，这很有趣。”其实，
在邓晶口中“很有趣”的实验过程，实则是枯燥无
味、甚至又苦又累的经历。

2013年，邓晶负责了一项激光光源系统研制工
作，项目系统复杂，要求很高。

为了对激光系统进行抗强振动实验，邓晶与同
事们要将几十千克重的激光器及配件从实验室搬
到机械间的振动平台进行实验，在实验结束后又要
将其搬回实验室对激光性能进行检测。每调整一
个设计方案，都需要进行多次反复的振动实验，他
们就得多次反复地干着这样的体力活。

为了检测激光系统在不同温度下关键性能参
数的变化，邓晶和同事们常常置身于高低温实验室
中，在一天之内多次感受-5℃～40℃的巨大温差。
某一项性能需要验证多少次，他们就得在严寒和酷
暑之间切换多少次。

“邓晶有敏锐的洞察力和坚韧的性格，她总是
能在无数次反复实验中抓住关键点，而且耐得住寂
寞和失败，一直保持着高涨的科研热情。”邓晶的同
事郑晖一脸佩服的神色。

“不止是我，组里的同事都自嘲说做项目已经
做出‘强迫症’了。尽管有时候成品已经达到技术
要求，但是还是想做到更好，不留下遗憾。”邓晶这
么说。

潜心攻关破难题

近年来，邓晶作为负责人和主要参与人，研发
了多个激光系统。在这些年做的项目里，最令人瞩
目的要数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流体物理研究所

合作的网栅阵列转换屏组件的研制。
邓晶介绍说，网栅组件主要应用于高能闪光照

相中，由高熔点高硬度金属钨加工而成。网栅有数
万个锥孔，指向精度达微弧级，无法用机械的方法
进行加工。美国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从 1995
年开始研制钨网栅，于2005年研制出钨网栅。虽然
这一成果获得了当年美国科学技术创新奖（美国
R&D 100Award），但该网栅密度低、射线透过均匀
性差，对图像的分辨率有较大影响。美国科学界普
遍认为，这是无法克服的技术难题。

作为项目负责人，邓晶带领项目组探索了多种
实验方案。为了解决网栅膜片上万个栅孔的加工
与定位精度难题，他们进行了大量的实验，最终结
合课题组的 3D打印技术，经过近 3年的刻苦攻关，
研制出了网栅阵列。

这使得我国成为了继美国之后第二个研制出
了网栅阵列的国家。更令人欣喜的是，经检测，该
网栅组件的各项技术指标均超出预期研制目标。
其中，射线透过不均匀度、散射抑制比等关键性能
指标均优于美国网栅，有效提升了照相图像对比
度。

“在做这个项目的时候，我们遇到了一个很难
解决的薄片变形问题。”郑晖回忆说，当时邓晶带领
大家进行了大量的实验和夜以继日的观察。“虽然
她的专业是凝聚态物理，但是没有给自己设边界，
大量阅读了光机电各方面资料，经过多次失败后，
提出了自适应分区热平衡加工方法，完美地解决了
变形问题。”

步履不停向未来

在工作中，邓晶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项目从
起步到产品交付，要经历艰辛而漫长的过程，大量
琐碎的反复试验考验科研人员的毅力与耐心。

邓晶正是用自己的热情与专注，攻克了一项又
一项技术难关，完成了不少研制项目，研究成果已
经在好几个领域“大显身手”——某个激光系统已
成功应用于弹道靶上开展的“神舟”系列及多种武
器型号试验中，获得的试验数据为国家重大型号任
务的判识发挥了关键作用；另一激光系统在“聚龙
一号”高能物理实验应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
用。她还搭建了一台全固态高光束性能径向偏振
皮秒锁模激光器，可应用于激光切割和钻孔等，具
有较好的工业应用前景。

目前，邓晶和她的同事正开展激光增材制造的
研究应用工作，“我的‘小目标’就是再‘啃’下一个
激光项目的‘硬骨头’”。在追“光”的道路上，邓晶
始终自信满满，步履不停。（来源：省科协、省妇联）

金秋时节，一名头戴草帽的中年男子穿梭
于邵武市水北镇一都村瓜蒌种植基地的田间地
头，他就是邵武市拿口镇三峰村党支部原驻村
第一书记、南平市级科技特派员艾茂才。

艾茂才在今年“七一”前夕被福建省委、省
政府授予“全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邵武市委
授予“优秀党务工作者”荣誉称号。他驻村3
年，为三峰村搭桥修路装路灯，协作发展竹产
业，引导兴办合作社，使三峰这个县市级建档立
卡贫困村摘掉了“贫困帽”“软弱涣散帽”“综治
一票否决帽”，村集体自主经营性收入实现零突
破，年收入超过20万元……

牵手“穷亲”，飞地挖金

从 2020年春开始，艾茂才带领三峰村及拿
口镇其他村的 20 位建档立卡贫困户“飞地抱
团”，到水北镇一都村李家坊组流转土地 140多
亩，创办“峰都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种植瓜蒌，
帮助农民持续增收。

“又分红啦！感谢艾书记千方百计帮我们
添收入。”三峰村 45岁的原建档立卡贫困户何
志勇收到了峰都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分红。
何志勇和19岁的女儿均有不同程度的残疾，属
于村里的弱劳动力，可从事一些普通农活，收到
分红后的他们心里十分感激。

像何志勇这样加入峰都果蔬种植专业合作
社获得分红的还有三峰村的熊忠期、饶家宾及
拿口镇 12个村的 20户原建档立卡贫困户。如
何让这些脱贫困难户持续增收稳定生活是基层
组织的一项重要工作。

在脱贫攻坚战的那段时间，艾茂才得知市
里出台“激励性产业扶贫资金项目”时候很是高
兴，这是助力脱贫困难户持续增收的一个好项
目。他找到镇领导汇报工作，想利用“激励性产
业扶贫资金项目”搭建以“贫困村+科特派+合
作社+农户”的利益共同体发展模式来带动贫
困户增收脱贫。他的想法得到镇领导支持，三
峰村争取到激励性产业扶贫项目及资金 24万
元，联合由拿口镇扶贫办推荐辖区12个村的20
名脱贫困难户和作为理事成员的 5家股东，项
目一期共投入资金70余万元。

将项目落到实处，实施好并不容易。艾茂才
心急如焚，为此四处奔忙，考虑到三峰村地处偏
远山村，海拔较高，发展瓜蒌种植不够理想，他便
四处寻找更加合适的瓜蒌种植基地。最后，在市
政府挂点领导林新长副市长的推介下，艾茂才来
到一都村了解考察，最后选中李家坊自然村一片
阳光充足的坡地山垅田，并与一都村李家坊自然
村有关农户签订了土地流转协议。

2020年3月初，艾茂才注册成立“邵武市峰
都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接下来，他又马不停
蹄地请农技专家、招技术工人、租生产用房、备
良种肥料，各项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着。就这
样艾茂才领着一群拿口镇的“穷亲”，“飞地抱
团”去一都村的田地“掘金”。

融入科技，“金果”丰硕

艾茂才虽在乡村工作 20多年，掌握了一些
常规农业生产技术，但农作物的具体栽培管理
技术还得“啃书本”，请教“专家”，边学边做。他
认真翻阅学习《瓜蒌种植技术指南》有关知识，
联手水北镇乡村振兴发展中心高级农艺师孔三
娟对瓜蒌进行科学种植管理。

合作社聘请村民对基地实施日常管护，他
们大多数对瓜蒌的科学种植管理生疏。为了进
一步了解掌握种植技术，艾茂才带领村党员干
部及村民代表到安徽省岳西县瓜蒌专业生产基
地和车间学习种植技术，洽谈种苗供应、瓜子购
销业务，并与该公司签定供销服务合同。

艾茂才借鉴参观企业经验，采用“师带徒”形
式，对瓜蒌种植管护一线普通工人进行面对面、
手把手的“传、帮、带”。很快，瓜蒌种植基地有了

“土专家”，他们基本可以按照瓜蒌的科学种植管
理技术进行运作，这让艾茂才省了些心事。

为了给田地“补充营养”，艾茂才查阅大量
资料，并在市农业农村局领导的支持帮助下，为
合作社争取到绿肥紫云英种子和 30多吨有机
肥，在瓜蒌种植生产基地全面播种绿肥紫云英，
为瓜蒌茁壮成长备好“营养餐”。

“你们要记得喷水保湿，进入十月份果实
陆续成熟，待果皮由白粉变成浅黄色时就可分
批采摘，将采下的瓜蒌悬挂通风处晾干。同时
将果实从果蒂处剖开，取出内瓤和瓜子后晒干
制成干瓜蒌皮，内瓤和瓜子加草木灰，用手反
复搓揉，并在水中淘净瓤，捞出瓜子晒干成为
瓜蒌仁……”这是 9 月下旬，艾茂才在基地嘱
咐现场农工的话。

艾茂才即便手头的工作再忙，还是三天两头
往基地跑。护苗、施肥、剪枝、除草、杀虫、灌溉……
不放过科学管护每一项作业的技术指导。

“不论条件多么恶劣，情况多么复杂，只要
肯用心、肯实干，就一定会取得好结果。”这是艾
茂才在基地服务指导时常挂嘴边的话。他一有
空就蹲在基地观察瓜蒌成长情况，有时他还用
手机将瓜蒌成长过程的根、茎、叶拍摄后发给专
家，请专家指导。

功夫下在哪，成果就出在哪。2021年秋，
140多亩瓜蒌长势喜人，丰收在望，看着基地棚
架上吊着的一颗颗诱人果实，艾茂才感慨万千，
这可是帮助农民致富的“金果”。

精打细算，为民谋利

“有钱也不能乱花，一定要花在刀刃上。”艾
茂才的精打细算在合作社是出了名的。“基地田
间管理作业要精准用工，购买原材料要货比三
家”“花小钱办大事，不花钱办成事”是该合作社
一条不成文的规定。

艾茂才在合作社经济财务上可谓是锱铢必
较，但自掏腰包为合作社办事却大方得很。为
了方便合作社的管理服务和技术指导，他不仅
是驾着自家小车往返基地，还常常为公务自掏
腰包不记账不报销。合作社自建立起就有一本

“明白账”，理事们共同守护着合作社的“钱袋
子”。两年来，在合作社田块流转租赁、购买原
材料、聘用农工等方面为合作社共省下10余万
元。“这样做，不仅省出了资金，更体现了合作社
办事花钱讲规矩。”艾茂才说。

光省不够，还得有本事挣。合作社有自己的
经济发展特色，以瓜蒌种植生产基地为主，通过
出租、承包等多种方式盘活资产，使合作社集体
经济逐渐壮大。2020年，瓜蒌产量3000千克，产
值12万元。今年瓜蒌子产量约5500千克，吊瓜
子700千克左右，产值在近30万元，除支付基地
劳务报酬，20农户每户可分红3000元。

脱贫困难户有普通劳动能力的可在基地做
农工增加一份劳务报酬收入，没有劳动能力的
就在家“坐等收成”。三峰村的童友发在基地做
农工，他在基地领到做农工的第一个月报酬
4000余元时万分感激：“有这笔收入，我终于可
以修缮一下家里的住宅了！”家住拿口镇肖坊村
45岁的吴爱民一家四口除了 88岁体弱多病的
母亲杨凤秀，他和妻子、女儿都是残疾人，他家
领到 3000元分红款喜出望外：“可要给女儿、老
婆买两件新衣服，好好过个春节。”

艾茂才驻村履职交出了一份让群众满意的
脱贫攻坚“答卷”。2021年6月他回单位工作以
来，仍不忘自己担负的南平市级科技特派员使命，
继续帮助三峰村农民致富。 （通讯员 黄自棋）

科技特派员风采科技特派员风采

领着“穷亲”地里掘金
——记南平市级科技特派员艾茂才

追“光”路上永不停步
——记中国科学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高级工程师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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