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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彭选明

一只红灿灿或绿油油的辣
椒，不知犒劳了多少人的味蕾。

爱吃辣椒的农家子弟邹学
校， 从湖南农业大学硕士毕业
后走进省农科院， 走进了辣椒
世界。 30年间， 整理“辣椒家
谱”、琢磨“添丁加口”，青丝渐
染白发。在他的带领下，团队建
立了我国保存材料份数最多的
辣椒种质资源库，创制的3个辣
椒骨干亲本成为我国育成品种
最多、 推广面积最大的骨干亲
本， 育成我国栽培面积最大的
系列辣椒品种……

11月28日晚间， 刚刚当选
为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邹学校，
从北京回到了长沙。“无辣不
欢”的日子，悄然继续着……

猛辣微辣都是爱
辣味， 称得上是辣椒的灵

魂。萝卜白菜各有所爱，辣味也
是如此。 让辣味来得更猛烈一
点吧！ 让辣味来得更温柔一点
吧！ 人们对辣椒家族发出了不
同的呼唤。

上世纪80年代， 刚刚入行
不久的邹学校， 捕捉到了这些
有趣的声音。 业界赫赫有名的

“湘研”系列辣椒，就是从一只
辣味温柔的“湘研一号” 起步
的。

邹学校将甜椒与尖辣椒
(猛辣型辣椒)“联姻”后，奇迹出
现了。 一个新的辣椒类型———
微辣型辣椒呱呱坠地， 而且产
量很高， 于是命名为“湘研一
号”。 很快，它长到了越来越广
阔的地里。 很多没有食辣习惯
的地方， 也开始尝试接受这种
微辣带甜、肉质脆嫩的青辣椒。
有人形容， 辣文化渐渐在全国
蔓延，“湘研一号”功不可没。

“到目前为止，这个开路先
锋的推广面积纪录还保持了全
国第一。 ”邹学校院士团队的核
心成员、省农科院蔬菜研究所所
长马艳青研究员告诉记者，通过
系统研究辣椒与甜椒变种间杂
种优势，培育出优势强、风味独
特的系列微辣型辣椒，现已成为
我国鲜食辣椒的主要类型。

喜欢辣味强烈的食客们，
也有蛮对口味的“博辣红牛”
来服务。经过7年的攻关，邹学
校院士团队从湖南双峰优良

资源中选育出自交系作母本，
与河北鸡泽辣椒杂交形成的
“博辣红牛”，遗传了“父母”的
多种优势， 特别是红色素、辣
椒素和产量都高。 目前，在新
疆这个全国最主要的干椒生
产基地，“博辣红牛”已成为主
栽品种。而在国家级贫困县泸
溪县，当年不相信邹学校承诺
的“产量翻两三倍”的村民们，
也在事实面前叹服，纷纷种上
了“博辣红牛”，感叹“种一年
辣椒抵三年阳春!”

30年来， 邹学校院士团队
育成辣椒新品种56个， 其中获
国家奖的品种有42个， 全面提
升了我国辣椒品种早熟、丰产、
抗病、抗逆、耐贮运、加工、机械
化采收等育种水平。 据不完全
统计， 育成辣椒品种国内累计
推广面积6580万亩， 高峰时期
约占主产区面积的50%， 占鲜
食辣椒面积的80%以上， 累计
创造社会经济效益326亿元，还
在东南亚、非洲、中美洲等10多
个国家和地区推广约1000万
亩， 是目前全球种植面积最大
的辣椒系列新品种。

杂交育种引潮流
辣椒家族的不断壮大，离不

开人类对辣椒杂种优势的利用。
在国内，邹学校院士是最早一批
开展这项研究的科技人员。

杂交辣椒的父本和母本统
称为亲本。 被命名为 5901、
6421和8214的三个骨干亲本，
就是邹学校院士团队千辛万苦
培育而来的。可以说，它们是我

国杂交辣椒中的“超级亲本”，
被全国育种单位广泛利用，育
成辣椒新品种165个，是我国育
成品种最多的辣椒骨干亲本。

特别是对6421这个骨干亲
本的戏剧性发现， 打开了我国
杂交辣椒育种的广阔天地。 用
雄性不育系作母本， 它越容易
恢复成可育， 在育种中与父本
的配种自由度就越高。 邹学校
院士从可育的6421中发现了易
恢复雄性不育源， 据此育成了
我国第一个通过审定的辣椒胞
质雄性不育系9704A， 并明确
了9704A不育的分子机理，创
新了甜椒恢复系的选育方法。
这样一来， 我国辣椒杂种优势
育种中长期存在的三系配套组
合优势不强的问题， 得到了解
决。

杂种优势利用研究率先在
湖南取得突破， 得益于邹学校
的一份执着。 他率领团队系统
搜集、 保存国内外辣椒种质资
源3219份， 建立了我国材料份
数最多、 为全国蔬菜科研机构
共享的辣椒种质资源库。 这是
一个巨大的资源宝库， 给杂交
辣椒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可能。

20年前，当年轻的博士马艳
青跟着导师邹学校奔波十几个
小时来到泸溪，放下行李直奔辣
椒地时，他曾有些困惑：“怎么自
己读了博士，却跟着导师种起地
来了？ ”如今，说起导师邹学校，
马艳青脱口而出的第一个词是

“坚守”。
30年的坚守， 成就了邹学

校的辣椒世界。

湖南日报记者 余蓉

11月28日上午， 湖南商学
院陈晓红的办公室里， 鲜花簇
拥，欢声笑语。 面对新晋中国工
程院院士的荣誉， 陈晓红说：
“这是对我过去工作的一个肯
定，也是我担当重任、开启新征
程的一个开始。 ”

陈晓红能成功增选， 她坦
言，正是由于自己坚持“顶天立
地”搞科研，将科研与国家需要
紧密结合，解决了现实需要，得
到了院士们的认可。

雷厉风行“辣妹子”
陈晓红祖籍江西， 但在长

沙土生土长， 拥有长沙人的热
情、干练和豪气，是一个名副其
实的“辣妹子”。

1979年， 陈晓红以超出重
点本科线50分的优异成绩，被
中南工业大学计算机系录取。
在学习中， 陈晓红对计算机在
信息管理领域的应用前景产生
了浓厚的兴趣， 又得到了当时
指导老师李教授的鼓励， 她跨
专业考上了管理专业的研究
生。 读书时代，条件艰苦，数九
寒天，为驱赶寒冷，她把热水倒
在桶里浸泡双脚， 有时为思考
或计算一道习题，水已冰冷，她
还浑然不知。

为了让自己的科研“接地
气”，陈晓红经常深入企业。 23
岁那年，她去广西某企业调研，
独自一人坐绿皮车前往，
在县城转车时不慎把自
己的包弄丢了，一

下子身无分文。 她愣是跑到县
城一个合作单位的办事处，再
骑一个多小时的单车找到熟
人，借到了路费，坚持前往目的
地完成工作。

企业的质疑也让陈晓红倍
感压力。“那是在上世纪80年代
末90年代初， 当时计算机还很
少见， 企业一听我能开发一套
计算机系统去管理企业， 为企
业决策提供支持， 都觉得不可
思议，是‘天方夜谭’。 ”但陈晓
红凭着一股韧劲和实干， 让企
业心服口服。 在给四五十家大
型企业、 无数家中小型企业量
身定做了管理系统之后， 她研
制了我国第一个具有自主知识
产权的“决策应用软件开发平
台SmartDecision”， 并获2005
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这段经历也奠定了陈晓红
的“顶天立地”的学术风格。“做
科研不是在书房写论文， 要深
入一线， 去解决企业的需求和
痛点。 ”如今，陈晓红也是这样
要求自己的学生。

1994年陈晓红被教育部派
往东京工业大学做访问学者。 她
在日本期间深入考察调研了日
本企业，发现在日本中小企业是
国民经济的重要部分，政府对中
小企业的扶持远远高于大企业，
这对她启发很大。 回国后她深入
调查研究并撰写了《关注中小企
业融资》， 得到了时任国务院总
理朱镕基的肯定。

2009 年 至
2014年，陈晓红担

任长株潭“两

型社会” 建设改革试验区领导
协调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这
也给了她开展科研工作一个绝
佳的平台。 她带领团队实干攻
坚，牵头制订并出台了16项“两
型”标准，被国家发改委面向全
国推广， 也指导了长株潭城市
群400多个示范创建单位按照
标准来进行创建。 她说：“能用
自己的科研力量为国家两型建
设出具一个范本， 这种成就感
远大于自己获得的任何荣誉。 ”

学生们的“晓红姐”
2014年， 陈晓红来到湖南

商学院担任校长。 2015级新生
开学典礼上， 陈晓红和所有新
生有了一个约定：“明年夏天之
前， 所有学生宿舍的空调将安
装好； 塑胶化改造的标准室外
运动场地将开始投入使用；麓
山系列讲坛会带给大家更多知
识和理念； 校园雕塑将会竖立
起来， 校园文化将越来越有品
位……”如今走在校园里，这些
约定都已经成了校园里的风
景。 陈晓红也备受学生的推崇
和喜爱， 被学生们亲切地称为

“晓红姐”。
每年的开学典礼和毕业典

礼， 都成了陈晓红开展德育的
最佳时刻，“提升道德力， 靠品
行走天下”“不做精致的利己主
义者和冷漠的自我主义者”“管
理好自己， 让每一天都过得有
意义”……这些“金句”在校园
里风行。

陈晓红自己每年都会亲自
带研究生和博士生， 对于学生
要求非常严格。 不管多忙，每周
她都会召集学生开一个小型学
术研讨会， 听取每名学生的科
研进展和思路，并提出建议；要
求学生阅读一定数量的学术论
文，并分享观点；督促学生到一
线去学习，并寻找科研方向。 在
近乎“严苛”的培养下，她的学
生个个争先， 不少一年级的研
究生就能在SCI上发表论文。

管理、育人、科研，她一个
也不落下。 一年365天，她有一
半时间在出差。 但每次出差她
都是做完工作就走， 歇息半天
也舍不得，有时候还“霸蛮”一
天飞两个城市。 她说：“要做的
事情很多， 我对学校的老师学
生也是这样说的， 做学问做科
研就是要只争朝夕 ， 天道酬
勤。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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邹学校：
辣椒的“知音”

陈晓红：
“顶天立地”做科研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彭雅惠 通
讯员 阳仑 席崇羽）新一轮大范围降温降雨
来袭，电网覆冰或威胁我省用电安全。 今天，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表示，已全面部署
2017年冬至2018年春湖南电网防冻融冰工
作，最大限度保障居民用电安全。

据气象部门预测，今冬明春全省出现覆
冰的可能性较大，湖南电网总体覆冰以轻度
到中等程度为主， 但高寒山区和微地形、微
气候区，覆冰影响较为严重。

国网湖南省电力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
表示，今冬明春防冻融冰工作目标确定为确

保各电压等级核心骨干网架、战略性输电通
道、重要负荷供电线路等重要线路安全可靠
运行， 不发生县城及以上城区电网全停事
故，不发生大范围设备损毁事故，不发生因
人员责任引起的重要用户停电和交通动脉
停运事故，尽最大可能降低雨雪冰冻灾害对
居民供电影响。

目前，该公司已编发公司主网防冻融冰
方案， 包括直流融冰方案281个， 可对25条
500千伏线路和289条220千伏线路融冰；低
压交流融冰方案252个， 可对285条220千伏
线路融冰；高压交流融冰方案63个，可对120

条220千伏线路融冰。 防冻融冰设备设施的
检查、维护、试验和消缺工作正在全力推进，
预计12月上旬可全面完成。

进入防冻融冰警戒期后，国网湖南防灾
减灾中心将实行24小时值班，每天定时发布
冰情预测预警信息。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黄利飞 通
讯员 刘许生）2017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大
会今日在长沙召开。 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
长向志明介绍，2017年我省地理信息产业总
产值预计达260亿元。

2016年， 全省地理信息企事业单位近
1608家，从业人员4万余人，地理信息产业总产
值217亿元，其中航空航天遥感领域约39亿元。
今年从业人员快速增加， 劳动生产率稳中有
升。 会上发布的《2016湖南省地理信息产业发
展报告》显示，到2020年，我省将初步形成以航
空航天遥感、卫星导航定位与位置服务、地理

空间大数据处理等领域为主导的成熟产业链。
大会举办了2017湖南省地理信息成果

装备展，展示了一系列的新技术、新产品、新
设备等行业成果；设立了“大数据创新发展
论坛”和“地理信息科技应用论坛”两个分论
坛；同时表彰了2016年至2017年湖南省地理
信息产业十佳单位、十强企业和2017湖南省
地理信息产业优秀应用工程。

此次会议由省国土资源厅、省民政厅指
导，省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主办，以“新时代、
新产业、新征程”为主题，武汉大学教授张小
红、湖南大学教授秦拯等专家作主题报告。

我省“备战”电网防冻融冰
预测今冬明春湖南电网总体覆冰以中轻度为主

2017年———

湖南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
预计达260亿元

编者按
今年又是两

院院士增选年， 4
名在湘工作的专
家光荣当选 。 新
晋院士是研究什
么的 ？ 走过了怎
样艰辛的科研历
程 ？ 湖南日报记
者采访其中2位新
当选院士 ， 为读
者讲述他们的故
事 ， 让读者感受
他们不一样的风
采。

�荨荨（紧接1版②）三一重工、中联重科、时代
新材等湖南企业在德国也有许多成功的投
资案例。此次活动旨在进一步深化湖南与德
国特别是梅前州的经贸合作，帮助湖南企业
与德国企业在食品、生物科技和环保技术领
域开展进一步的经济合作。

德国梅前州农业与环保部部长蒂尔·巴
克豪斯博士介绍了梅前州的基本情况。 梅前
州位于人口富集的汉堡-柏林地区之间，是德
国北部重要的物流中心，以新能源、海上风电
产业和食品工业为经济发展的支柱产业。

会上，共有7项合作协议签约。湖南省中
德科技孵化器有限责任公司分别与EMANO
合成材料技术有限公司、 德国伦琴经典甜点
与咖啡有限公司、 德国ALLERGO� NATUR
有限责任公司签署合作协议。

湖南省长沙市中德永靖环境技术研究中
心有限公司与ME-LE沼气有限公司、IBS科
技有限公司、GREENLIFE有限公司签署合
作协议。

此外， 省贸促会与湖南省中德科技孵化
有限公司、德国ALLERGO� NATUR�有限责
任公司和ALLERGO国际协会签署三方协
议。ALLERGO集团欲在中国成立并拓展
ALLERGO德中研究院， 将德国的变态反应
学知识以培训和继续教育的目的传授给中国
医生和医学界专业人士、 引进治疗指南和治
疗方法，三方承诺支持和推动这一崇高事业。

此次交流会由省贸促会与梅前州政府主
办，德国梅前州总理办公厅、什未林工商业联
合、湖南省相关厅局代表、德国及湖南企业代
表约150人参加。

�荨荨（紧接1版①）进一步强化保障能力、提
供技术支撑；积极与党委、政府各部门的
网络平台对接，着力打通联系群众“最后
一公里”。 要学习借鉴现代政治理念与互

联网先进管理经验，培养运用互联网思维
谋划问题、推进工作的习惯；不断吸引公
众广泛参与，增强社会公众对政协云的认
同感、信赖感。

两小时展开近百场洽谈

动动手指通过手机获得政务服务
长沙市民最喜欢在支付宝上使用交通违法缴罚、社保查询等服务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龙文泱 通
讯员 张峰毓）一部《红楼梦》，感动数代人。
今晚8时，由湖南省演艺集团、长沙银行共同
主办的2017湖南民族音乐季第二场“经典回
首30年———传世名著《红楼梦》全版音乐会”
在湖南大剧院上演，全场观众跟随著名湘籍
女高音歌唱家吴碧霞的歌声，在熟悉的旋律
中梦回红楼。

长篇小说《红楼梦》是中国古典四大名

著之首， 清代作家曹雪芹的呕心沥血之作。
1987年， 导演王扶林经过近6年艰苦拍摄将
其搬上电视荧屏，一经播放就受到全国观众
喜爱，被奉为经典。 电视剧中，由作曲家王立
平创作的音乐更是感动了无数人。 此次的
《红楼梦》全版音乐会受到长沙观众热捧，演
出前5天，门票就全部售罄。

今晚的音乐会， 由著名指挥家张列指
挥，有“中西合璧的夜莺”之称的女高音歌唱

家吴碧霞领衔演唱， 著名主持人晁煜主持，
湖南省歌舞剧院民族乐团演奏，湖南省歌舞
剧院合唱团担任合唱。 音乐会通过民族管弦
乐、独唱、齐唱、混声合唱、独奏、朗诵等多种
形式，将《枉凝眉》《分骨肉》《葬花吟》等15首
电视剧中的经典曲目“原貌复原”，一一呈现
给观众。 电视剧《红楼梦》音乐作曲王立平登
上舞台，现场讲述了他与电视剧《红楼梦》的
音乐故事。 熟悉动人的旋律和精彩的演绎打
动了观众，大家跟着哼唱、流泪、鼓掌，演出
结束后，还一遍遍吟唱回味。

《红楼梦》全版音乐会长沙受热捧

� � � �湖南日报11月28日讯（记者 邹靖方）记
者今天从蚂蚁金服获悉，过去一年中，全国
有364个城市、 县域通过支付宝为居民提供
政务服务， 服务种类共计100项， 同比提升
78.6%。 其中，长沙在支付宝上的移动政务服
务数量增长105%， 增长幅度排名全国第八，
成为中西部移动政务崛起新典型。

今天，由中山大学发布的《移动政务服务
报告（2017）——— 创新与挑战》，全面展现了政
府、互联网平台创新互补的移动政务服务生态。
报告数据显示，截至2017年11月，全国70个大
中城市推出514个政务APP， 涵盖了交通、社
保、民政、旅游等多个领域。 与2015年底相比，
应用数量增长了62.7%，下载总量增加了51.7%。

在移动政务方面，中西部地区的整体发展
依然弱于东部，不过中西部移动政务的崛起正
在加速，这也是本次报告的亮点。 在互联网+政
务服务数量的增幅上，长沙、武汉、重庆等中西
部城市支付宝政务服务数量同比增长超过
100%。 对于长沙人来说，越来越多的服务只需
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获得。据统计，长沙支付宝
政务服务数量45个， 数量增长排名全国第八
位。 长沙市民最喜欢在支付宝上使用交通违法
缴罚、社保查询、车辆违法查询、挂号就诊、驾驶
证业务这5项服务。

� � � �邹学校院士 通讯员 摄

� � � �陈晓红院士 湖南日报记者 田超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