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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徐杨

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她既是指挥员，更是战
斗员，第一时间挺身而出，危险时刻敢打善拼。在阻击疫情
的前沿“阵地”，她现场处置快而不乱，率领团队24小时坚
守，深入一线流调、判定追踪密接，高峰期连续工作70多个
小时不眠不休。她就是2021年全国“最美医生”、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副主任张颖，很多人亲切地称她为“福尔摩斯·颖”。

“一增一减，形成有效应对疫情的两把利剑！”
提起疾控二字，一般市民会感到陌生。但作为已在疾

病防控战线上奋斗了近30年的张颖这样解释说：“做好疾
控要求我们要扮演7个角色，医学侦探、疫情分析员、防控
宣传员、大数据分析员、政府参谋、实验室检测人员和科研
人员。”由此可见，疾控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其范围之
广、难度之大，往往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对新冠肺炎疫情进行防控，疾控工作发挥了非常重要
的作用。张颖说：“如果说临床医学是减少存量、治愈感染
者，那么疾控工作就是查找来源、及时消杀、排查密接，在抽
丝剥茧中与病毒赛跑，尽一切努力减少感染增量。这一增
一减，形成了有效应对疫情的两把利剑！”

新冠肺炎疫情虽然来势汹汹，而在武汉疫情暴发之初
却“安静”得可怕。作为专业的疾控人员，凭借多年处置
SARS、甲型流感、人感染禽流感等重大传染病防控的经
验，张颖很早就意识到这种“安静”应该是一场“狂风暴雨”
的前奏，因为“新发”的未知以及“呼吸道”传播特点，一旦疫
情暴发，情况将不可想象。

与病毒作战，绝不能打无准备之仗！张颖和同事们坚
持每日跟进武汉疫情，精准评估我市防控能力与输入风险，
把防控方案做在前面。她提前组织进行“老带新、手把手、
人盯人”的专业防护培训与演练，确保每个环节万无一失。
当发生武汉输出境外病例时，立即向市疾控中心党委提出
整合人力资源组建专业预备队的建议。在疾控系统内部，
迅速调配近百人组建了涵盖流调、信息、消毒等专业的31
个战斗队，确保信息畅通、指令通达、协作到位。

“相比较‘福尔摩斯’，
我更喜欢听到大家说‘疾控人，好样的’！”

2020年1月21日，“天津动车客车段聚集性发病”事件，
宣告着我市与新冠肺炎疫情的战斗正式打响。从21日到23
日，我市接连出现了3例确诊病例，通过流行病学调查，确认
他们是同事关系。职业的敏感性使张颖意识到聚集性发病的
严重性。她随即带领11名队员，在大年二十九深夜进行现场
处置。7个多小时的排查，她和队员们被裹在防护服里滴水
未进，也不能上厕所。凌晨气温摄氏零下十几度，冰冷刺骨的
消毒液喷淋到身上，就像掉进了冰窟窿。但在场的每一个人，
谁都没有怨言，大家争分夺秒地开展工作，并提出了区域封控
的建议。功夫不负有心人，市防控指挥部转天一早采纳了建
议，对该区域实施封控，按照疫区标准对密切接触者隔离观
察，坚决果断的措施有效阻止了疫情传播。

2020年2月初，宝坻区百货大楼出现聚集性疫情，并

呈现暴发性增长态势。张颖和她的团队紧急开展流行病学
调查。从宝坻区前3个病例发病时的情况看，似乎找不到
任何流行病学上的关联性，调查一度陷入僵局。但他们没
有气馁，不放过任何蛛丝马迹，一边扩大流调范围，一边串
联前期掌握的情况，在大数据帮助下统筹分析，终于在抽丝
剥茧中建立起流行病学联系，形成了第4例确诊病例在外
地感染回津后发病，造成宝坻区百货大楼内病毒传播的结
论，为后续的宝坻区“万人大排查”提供了重要参考。

在破解宝坻区百货大楼疫情“迷局”时，张颖讲解的视
频在网上被广泛传播，网友们都夸她作了一场“教科书式”
的分析，张颖也被网友亲切地称为“福尔摩斯·颖”。张颖却
很平静地说：“我只是整个疾控团队的一员，我们对整个疫
情的分析过程，犹如‘剥洋葱’，详细掌握病毒的‘作案链
条’，这些都体现了集体智慧。相比较‘福尔摩斯’，我更喜
欢听到大家说‘疾控人，好样的’！”

“‘物’没有‘语言表达’，
需要搜集大量的证据进行分析推理。”

2020年年末也极不平静，我市刚刚进入初冬，滨海新
区报告从事进口冷链食品装卸人员感染了新冠肺炎病毒。
到底是人传人还是物传人，这个谜题必须要由科学充分的
流行病学证据来破解。“与人传人的疫情流调不同，因为
‘物’没有‘语言表达’，需要搜集大量的证据进行分析推理，
而阳性食品在天津已没有库存，给证据寻找带来困难。”张
颖没有气馁，带着团队采集大量环境和物表样本，同时查看
冷库工作录像，经过3天2晚的勘查和检测，最终锁定物传

人的证据，并推断出病例感染的关键环节和细节。
疫情防控中，张颖带领她的团队现场处置快而不乱、忙而

不散，每个现场处置都控制在六七个小时，比国家24小时的
要求缩短了近4倍的时间，在与病毒赛跑中拔得了头筹。同
时，他们也完成了“防护好自己”的要求，进入红区300余人
次，无一例感染。

疫情防控期间，张颖和同事们一门心思都在工作上，记不
清日期，记不清节假日，更记不清有多少个无眠的深夜。但如
果你问“这个病例哪儿来的？怎么感染的？密接有多少？”他
们会立即如数家珍般道出一连串数据，精确到几月几日、几时
几分，具体到每项工作的每个细节。

“真希望疫情从没有发生过！”
如今，新冠肺炎病毒仍在肆虐，疫情尚在发展，张颖和我

市所有的疾控工作者仍在忙碌着，为身后的万家灯火逆行坚
守，全力守护着津城百姓的生命健康。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张颖说：“回顾这一年多的抗疫工作，
桩桩件件清晰得仿佛就发生在昨天，真希望疫情从没有发生
过，我们的生产和生活从没有被打乱过 ……这次我能当选
2021年全国‘最美医生’，是褒奖更是鞭策，荣誉并不属于我
个人。我只是疾控工作者中的普通一员，在此次疫情防控中，
疾控人白衣为甲，在与病毒的一次次对决中冲锋在前、大爱逆
行；还有其他各条战线的抗疫勇士，困难面前豁得出、关键时
刻冲得上，以生命赴使命，用大爱护众生。作为疾控工作者，
我们将弘扬伟大的抗疫精神，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在疫情防
控常态化工作中作出自己新的贡献。”

本报讯（记者陈忠权实习生张宝禧）“这块玉米田受淹了，
玉米出现黄叶子，这可怎么办？”“你不用担心，赶紧喷施叶面肥，
补充营养；另外，要对玉米田进行除草、中耕，赶快去除湿气，促
进根部生长。”日前，在宁河区潘庄镇一块农田里，市农业农村委
所属市农业中心玉米栽培专家付海鹏向当地农户传授田间管理
秘籍，让心急的农户吃下定心丸。

前不久受强降雨影响，我市涉农区部分农田出现不同程度
的短时积水和淹泡，对玉米等作物生长不利。为此，市农业中心
种植业部农技人员深入宁河区、静海区、滨海新区等多个镇村开
展雨后玉米等作物管理技术指导服务，并发放防灾减灾技术手
册，受到农户们的欢迎。

市农业中心副主任郭云峰介绍，目前我市秋粮正处在生长
关键期，其中大部分地区玉米已经进入雌雄穗分化和产量形成
关键时期，搞好田间管理非常重要。为此，农技人员根据秋粮生
长具体情况，提出了多项具体管理方法，并深入种粮大户田间进
行一对一指导。在滨海新区小王庄镇、太平镇，农技人员指导当
地农户玉米田排涝后，要及时补充速效肥料和叶面肥或植物生
长调节剂，促进玉米等尽快恢复正常生长，并叮嘱农户，在玉米
“小喇叭口期”之前倒伏的，不用人工扶正；进入“抽雄散粉期”的
玉米发生倒伏的，必须进行人工扶正、培土固定。还叮嘱农户，
授粉后玉米果穗以上茎节发生折断的植株，应及时割除折断部
分；授粉后玉米果穗以下茎节发生折断比较严重的地块，如果可
以作为青贮饲料，应及早收获。

在静海区台头镇、独流镇，农技人员叮嘱农户要密切监测玉
米病虫害，特别是草地贪夜蛾。对于排水不及时绝收地块，农技
人员也给出了补救措施：要及时抢种生育期较短的绿豆、豇豆、
鲜食大豆等作物，底肥需减半施用；后期绝收的地块，要及早清
理田间，整地备播，为下季作物播种创造良好条件。
“秋粮生产事关农户增收，事关粮食安全，意义重大。作为

农技人员，一定用力解决好群众生产中的‘急难愁盼’问题，全
力以赴做好防灾减灾各项工作，全力保障今年秋粮丰收。”郭
云峰表示。

让心急的农户吃下定心丸
——市农业农村委加强防灾减灾技术

指导全力保障秋粮丰收

本报讯（记者胡萌伟）“以前做体检，还得自己找车去，到了
医院也不知道去哪预约、去哪挂号，有时甚至体检室在哪儿都找
不到。今年，第一次感受到项目部安排专车接送，下车就能按照
流程去体检，我心里有底了，再也不用一进医院就发愁了。”准备
乘车前往医院体检的农民工毛长松高兴地说。

日前，天津地铁4号线北段工程项目土建2、3、8标段联系
对口援助医院，派医疗专车到农民工生活区接送工友们到医院
进行健康体检。由于项目部精心安排，提前安排好了相关事宜，
工友们纷纷赞叹：“今年体检真方便，真得感谢项目部的同事，想
得真周到。”

体检前，天津地铁4号线北段工程项目办公室人员逐一了
解了项目上农民工的基本信息和身体情况，并记录了工友们的
体检需求。考虑到他们的工作时间以及部分年龄稍大的人员
存在写字困难等情况，项目办公室人员与北辰中医医院对接，
有针对性地预约了体检项目，确定早上6时至9时为农民工
的专属体检时间段。同时，提前登记了全部体检人员的身份
信息，到医院可直接报名体检，解决了体检登记且排队时间长
的问题。

8月11日清晨，项目预约的医疗专车早早地停在了农民工
生活区宿舍外，工友们上车一看，不禁竖起了大拇指——每个座
位上还摆放了一份体检注意事项和体检指南。
“项目部为我们农民工量身制定了体检套餐，医院还为我们

每个人建立了健康专项档案，可以及时掌握我们的身体状况。”
毛长松说。
“切实关心农民工的身体健康，就是要提供一站式贴心服

务，让他们更省心、不操心，尽可能地为他们创造健康和谐的工
作环境。”中铁天津地铁4号线北段工程有关负责人说。

今年的体检真方便
——地铁工程项目部切实关心

农民工身体健康

我为群众办实事为大爱而逆行展大美于平凡
——记2021年全国“最美医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张颖

2020年，张颖讲解新冠肺炎引发的疫情流行病学调查的视频被广泛传播，一场场“教科书式”的流调分析，让张颖被人
们亲切地称为“福尔摩斯·颖”。 本报记者王倩通讯员刘锐摄

（上接第1版）
刘学军带领王胜军等育种团队骨干，积极申报国家

和天津重大育种项目，先后育成国审杂交粳稻品种18
个，占同期国审杂交粳稻总数的24%，居全国首位。其
中“金稻919”已成为小站稻主栽品种，“金粳818”在黄淮
海稻区每年播种面积超600万亩，被当地稻农赞誉为天
津丰收稻。

在河北省唐山市曹妃甸农场，今年种了20多万亩天津
稻，为历年之最，原因就是选用了天津育种专家于福安选
育的“津原89”良种，优质高产，丰收有保障。

当地一位农场技术员介绍，过去种的都是普通稻，每
遇稻飞虱和稻瘟病暴发，就会大面积减产甚至绝收，最后
面积缩小到了几万亩。后来，他们使用了天津良种，特别
抗稻飞虱和抗稻瘟病，亩产量达到900公斤，现在稻田面积
连年扩增。
“1991年天津暴发稻飞虱，几十万亩水稻减产甚至绝

收，让我心痛不已。从那时起，我就下定决心，一定要选育
出抗病虫害的高产优质稻种。”于福安说。

在老一辈育种专家谷守贤等人指导和多部门全力支
持下，于福安带领育种团队潜心钻研，选育出了多个“津
原”系列常规稻新品种，抗稻飞虱、抗稻瘟病，亩产量突破
900公斤，创下常规粳稻产量之最，累计在全国10个省市
推广4000多万亩，直接经济效益6000多万元。

已故的袁隆平院士，曾在2018年给位于滨海新区的天
津天隆种业公司发来贺信，称赞“天隆优619”是杂交水稻
育种的一次重大突破。
“天隆优619”魅力在哪？被天津科技大学和国家粳

稻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天津天隆种业公司)双向聘任的育
种专家华泽田介绍，该品种抗逆性好、稳产高产，米质特
好，在黑龙江第一积温带稻作区大面积种植，成为五常地
区“稻花香”更新换代优质品种，还先后种到宁夏、辽宁
等地。

市农业农村委种业管理处有关同志介绍，“十三五”时
期，天津实施小站稻产业振兴规划，引智引才搭平台，培育
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小站稻新品种17个，示范推广8
个。“十四五”时期，天津将充分利用在海南建成的天津南
繁育种基地，全面开展南繁北育，缩短育种周期，让小站稻
产量更高，品质更优，造福全国稻农。

强筋小麦填补空白 稻麦连作打造吨粮田

面包、百吉饼、椒盐脆饼……这些美食原料都是蛋白
质含量高、耐咀嚼的一种高档面粉——强筋面粉，长期以
来，这种面粉需高价进口。现在，因为天津市农科院作物
研究所选育成功了“津强”强筋春小麦品种，可以替代国外
品种，成功解决了“卡脖子”难题。

育种专家王建贺介绍，为打破国外强筋小麦品种的垄
断，在老一辈育种专家王继忠带领下，在市科技、农业主管
部门全力支持下，他们历经10年，克服重重困难，选育成功
了“津强”强筋春小麦品种。抗旱、耐寒、耐盐碱，粗蛋白含

量超过16%，湿面筋含量超过30%，吸水率达到60%，其他
3个指标也相当不错。每年在静海、蓟州、武清等地种植20
万亩，优质春麦直供食品厂家。

在内蒙古呼伦贝尔等地，也在种植“津强”强筋春小
麦，而且特别受欢迎，面积达到20多万亩。当地麦农们称
赞说，天津春麦耐严寒、耐低温、耐干旱，稳产高产。
“津强”强筋春小麦，不但提供高档优质面粉，还促进

粮食丰收。
王建贺说，一些地区，由于气候原因，过去一年种两季

庄稼——夏玉米加冬小麦很困难。因为夏玉米成熟晚，收
获晚，造成冬小麦播种晚，严重影响冬小麦亩产量；而如果
过早收获夏玉米，又会影响夏玉米产量。而“津强”强筋春
小麦品种就解决了这个难题，因为春小麦是来年春天播
种，所以夏玉米当年多晚收获都可以。这样一来，就确保
了夏玉米、春小麦都能获得丰收。

2020年开始，我市依靠“津强”强筋春小麦品种和旱地
直播水稻新品种，在宝坻等区大力开展稻麦连作生产，由
一季变两季，增加了粮食亩产量。具体方式是：春季种“津
强8号”强筋春小麦，收获后续种“津原85”水稻，实现小麦
单产400公斤，水稻单产600公斤，总产量达到1000公斤，
为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增加粮食亩产量，提供了
天津范例。

选育津菜良种 造福国民餐桌

8月，进入了温室大棚换茬栽种秋菜苗季节。
在天津市农科院现代农业科技创新基地，黄瓜育种专

家杜胜利正在仔细查看刚移栽的瓜苗。杜胜利介绍，他们
正在选育产量更高、品质更好、口感更好的新品黄瓜，让大
家可以吃出小时候的味道……

天津黄瓜育种技术处于国内领先水平，经过几代科研
工作者的辛勤耕耘，先后育成了津研、津杂、津春、津优、津
冬、津美6大系列80多个黄瓜品种。“十三五”期间，“科润
99”占据寿光同茬口黄瓜生产面积的60%以上，被誉为目
前设施黄瓜的标杆品种，累计推广面积50万亩以上，创造
直接经济效益6000万元。

杜胜利表示，虽然天津黄瓜育种取得佳绩，但仍需大
步向前，永不停止。“十四五”期间，将继续采用世界先进的
单倍体育种等先进技术手段，特别是在无刺型黄瓜育种方
面力争取得新突破，让黄瓜更加清香可口，同时大力开展
功能性黄瓜育种，满足市民保健需求。

除黄瓜外，天津花椰菜育种也是国内领先。天津市农
科院育种专家孙德岭介绍，花椰菜原来一直是国外种业垄
断，种子比较昂贵，严重影响种植面积。为打破国外垄断，
他们全力攻关，克服多重困难，先后育成了“夏雪”“丰花”
“津雪”“津品”等6大系列40多个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花
椰菜品种，推广到全国20多个省份，累计推广面积850多
万亩，新增经济效益59.5亿元，改变了我国花椰菜优良杂
交品种的短缺局面，结束了国外花椰菜品牌对我国市场的
垄断。天津花椰菜良种已出口到巴基斯坦等“一带一路”

国家和地区，助力当地发展蔬菜生产，满足市场需求。
“目前，青花菜（西兰花）种子还被国外种业垄断，市场上

受青睐的松散型花椰菜种质资源也不在我们手里。为此，我
们正在瞄准上述‘卡脖子’育种难题，采用先进的育种技术，
打破国外垄断，尽快选育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种。”孙德
岭目光坚定地说道。

加快育种，保护种源是关键。市政府批准建设的天津市
农作物种质资源库，目前正在积极进行前期准备，不久就将
开工建设。
“建成后总体库存量可达40万份，可满足未来50年天津

农作物种质资源保存的战略需求，为黄瓜、花椰菜、优质小站
稻、强筋春小麦等现代种业发展提供良好的基础条件和技术
支撑。”天津市农科院生物研究所负责人王永说。

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天津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