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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日报记者 苏莉 通讯员 黄震宇

每天做100个仰卧起坐，每周一、三、五固定
为患者看诊。 高强度的工作下，依然步履轻盈，思
路清晰，语速极快。

迈入“80后”行列，“卢奶奶”卢光琇依旧风风
火火、干劲十足。

9月4日下午，在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
院办公楼接受采访时，九三学社省委原主委、著名
生殖医学与医学遗传学家卢光琇对记者说， 毕生
的梦想是为实现中华民族的遗传优生而奋斗。

“为了实现这个梦想，我要一直保持健康的身
体，坚持工作。”说罢，“卢奶奶”向记者展示她胳膊
上紧实的肌肉。

“已帮助不孕不育夫妇孕育出生
了超15万个健康宝宝”

时间倒回到41年前。
当年，卢光琇还是一名出色的外科医生，在父

亲卢惠霖的影响下毅然转行，拿手术刀的手拿起
了试管，投身生殖工程这个全新的领域。

转行后，第一件事就是组建团队、搭建平台。
研究组刚刚组建时，各种困难层出不穷。 研究组
里有几个男老师，却无人捐献精子做实验，她只能
求助于丈夫为优生事业做贡献； 没有卵子， 她赖
在妇产科手术室外， 被别人像叫花子一样轰赶，

只为能求点废弃不用的卵子……就这样， 顶着无
数的嘲讽和非议，卢光琇和她的团队终于在1981
年建立了我国第一个人类冷冻精子库。

让卢光琇铭记于心的是， 在攻克试管婴儿难
题的进程中，得到了湖南省委领导的大力支持。

1980年，卢惠霖向省委请求支持20万美元生殖
工程科研经费，获得省领导批准。 卢光琇明白，这笔
经费，每一分都是老百姓的血汗钱，她倍感珍惜，暗
下决心一定不能辜负期望。 经过8年“鏖战”，1988年
6月，首例试管婴儿呱呱坠地。 卢光琇这才松了一口
气，心想终于可以向省委、向全省人民交代了。

“截至目前，通过我们的双手，已帮助不孕不
育夫妇孕育出生了超15万个健康宝宝。 ”采访中，
卢光琇骄傲地介绍。

“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健康地生活，
优雅地老去”

2002年对卢光琇来说，是一个非常有纪念意
义的年份。

这一年，卢光琇率领的团队，建立了世界上第
一个人类治疗性克隆胚和中国第一株人类胚胎干
细胞系。这意味着在干细胞暨克隆技术研究上，我
国达到世界同步发展水平。到目前为止，卢光琇领
衔的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已经建立了
世界上最大的人胚胎干细胞库。

也是在2002年， 中信集团与中南大学牵手，

组建了现代化的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
回首过去， 卢光琇庆幸自己走了一条适合自身发
展的产学研之路。

产学研结合令发展迈入快车道。 2005年，卢
光琇获批组建人类干细胞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2012年，中信湘雅医院诞生了世界首批经大规模
平行测序技术出生的试管宝宝；2015年， 诞生了
全国首例“无癌宝宝”；2016年，获批建立国家基
因检测技术应用示范中心。

在实验室之外， 卢光琇曾经是全国政协委
员， 还曾担任九三学社省委主委、 省政协副主席
等职务。 她利用这些身份， 提出了辅助生殖技术
必须立法的建议，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母婴保健
法》等法规的立法工作，通过多种途径为优生鼓与
呼。

今年4月份，卢光琇度过了80岁生日，但她丝
毫没有退休的打算。 不久前，她还率队赴“一带一
路”沿线国家考察，寻求医疗合作契机，造福沿线
民众。 她说：“革命尚未成功，我不能停下来。 ”

“我已经设立了一个全新的目标，即结合未来
医学理念， 打造一条覆盖全生命周期的健康服务
链， 包括‘帮你怀—帮你生—助你长—帮你存—
帮你防—成人健康管理、 干细胞再生医学’ 等一
系列健康服务平台集群。” 卢光琇兴致勃勃地告
诉记者， 下一步的梦想是“希望每一个人都能健
康地生活，优雅地老去”。

爱国情 奋斗者
“80后”奶奶为梦想坚持工作

———访九三学社省委原主委、著名生殖医学与医学
遗传学家卢光

一江碧水 美景如画
9月16日，湘江衡阳市湘江南路段碧波荡漾，沿江风光带景色秀美。 近年来，衡阳市不断加强境内

湘江流域的水治理与保护，先后完成工业污染防治、城镇生活污染治理、黑臭水体治理等9大类213个
重点项目，让美丽湘江再次漫江碧透。 湖南日报记者 傅聪 通讯员 潘其斌 摄影报道

� � � �湖南日报9月16日讯（记者 易禹琳
通讯员 吕志 庹炼）“我希望你们要树
立理想并努力为实现理想而奋斗。 我
有两个梦想：第一个梦是禾下乘凉梦，
这是追求水稻的高产梦； 第二个梦是
杂交水稻覆盖全球梦， 我始终都在努
力使梦想成真， 也寄希望于你们来共
同实现这两个梦想……”今天上午，在
湖南农业大学2019级新生开学典礼
上，中国工程院院士、杂交水稻之父袁
隆平寄语新生共同追梦，用“知识、汗
水、灵感、机遇”来激励他们肩负起强农
兴农的责任， 躬行实践， 厚积薄发，不
辜负时代的担当。

刚度过90岁生日的袁隆平一出
场就引起轰动， 新生们为亲见这位
“教科书里走出的袁爷爷”而欢呼。他
以朋友的身份与新生交流，发表了题
为《做躬行实践，厚积薄发的新时代
青年》的讲话，告诉大家他成功的秘

诀就是“知识、汗水、灵感、机遇”这八
个字。“知识就是力量， 是创新的基
础，同学们不但要打好基础，还要开
阔视野，掌握最新发展动态；汗水指
的是要能吃苦，任何一个科研成果都
来自深入细致的实干和苦干；灵感就
是思想火花，是知识、经验、思索和追
求综合在一起升华的产物，同学们要
做有心人， 随时注意捕捉思想的火
花；机遇，偶然的东西带给我们的可
能是灵感和机遇，你们要学会用哲学
的思维看问题，透过偶然性的表面现
象，找出隐藏在其背后的必然性。”袁
隆平告诫新生们， 坚持做到这几点，
才能突破障碍实现梦想。

袁隆平的讲话获得一阵又一阵雷
鸣般的掌声。 他和邹学校、官春云等中
国工程院院士一起开启“逐梦湘农，激
扬青春”启动球。8000多名新生庄严宣
誓谨记校训和嘱托，不负时代使命。

袁隆平与“农大”新生谈成功秘诀：

“知识、汗水、灵感、机遇”

三湘时评

向秋 凤波

为隆重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中宣部、中组部等部门日前共
同组织开展“最美奋斗者”学习宣传活
动。 经遴选推荐、网上投票、集中审议、
审核，产生了300名“最美奋斗者”建议
人选，其中16人出自湖南。

先进模范是一个时代的精神坐
标 ，是各项事业的 “火车头 ”和示范
者。 在公示的“最美奋斗者”人选中，
郑培民、余元君、文花枝、汪勇等体现
了党员干部的担当精神， 张孝骞、袁
隆平、钟扬、罗健夫、周令钊、谭千秋
等体现了科技、艺术、教育工作者的
进取精神，毛岸英、罗盛教、欧阳海、
雷锋、张超、谭清泉等体现的是革命
军人的牺牲精神。“最美奋斗者”的人
选，虽然来自不同的历史时期，但他
们身上都体现出不畏艰难、无私奉献
的奋斗精神，都是其所处年代、所在
行业领域的优秀代表，都是国家的脊
梁、民族的英雄、时代的楷模。

从另一角度看，“最美奋斗者”又
都是从生产生活的火热实践中脱颖
而出的。从新中国成立之初的百废待

兴，到改革开放后的奋力赶超，再到
进入新时代不断满足人们的美好生
活需要，“最美奋斗者” 精彩鲜活、生
动感人的先进事迹，恰是亿万中国人
艰苦卓绝奋斗史的生动片断。从1949
年到2019年， 年复一年的筚路蓝缕、
一代又一代人的赓续奋斗，“最美奋
斗者”们从未停歇，绘成70年奋进的
壮丽画卷。

未见春华，哪得秋实？ 先进模范
富有传奇色彩的故事，无不在说明奋
斗的人生最幸福、 奋斗的姿态最美
丽。在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每
一个历史时期，在伟大祖国的每一寸
土地上，到处都是挥洒汗水、忘我拼
搏的人们，到处都留下了奋斗者披荆
斩棘的光辉足迹。 撸起袖子、挥洒汗
水———无数劳动者、建设者 、追梦者
奋力奔跑，同时为下一代打通了奔向
伟大梦想的跑道。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只有奋斗，
才能变“不可能”为“可能”。 我们当铭
记新中国70年的非凡历程， 铭记先进
模范、 时代楷模为党和人民作出的重
要贡献，以“最美奋斗者”为榜样激发
奋进伟力，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

“最美奋斗者”，
时代的精神坐标

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