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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梦涵 秋冰 常工会 文
胡平 摄

她头顶烈日，脚穿雨靴，
全身裹得严严实实的，在育
种田里采集稻片，小心翼翼
地放入水稻 PCR 取样盒中
⋯⋯这是 7 月 19日记者见到
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高级
农艺师徐洁芬时的场景。

“80后”徐洁芬一边利索
地剪稻叶采集稻片，一边如
数家珍地讲解：一个取样盒
中可以放 96 个稻片，代表 96
株 水 稻 ，这 里 有 20 个 取 样
盒，共采集了近 2000 份水稻
样品，标记检测全部样品的
DNA 分子，看是否含有所需
要的抗病基因。

在育种路上一干 14 年
的徐洁芬，通过稻种选育防
止稻瘟病、条纹叶枯病等水
稻“癌症”，以降低农民种植
风险，更好地保障食品安全。

每年在 2 万多份
育种材料中选优

每年，徐洁芬要参与 2
万多份育种材料的整理、筛
选，选中的材料都要经过播
种、育秧、移栽、田间观测记
载、配组杂交、选种收获等全
程跟踪，工作量之大不言而
喻。“1万多份材料中，有可能
育出数个新品系，然后经历8
代左右的选育才能稳定 1 个
新品种。”徐洁芬说，看似在
稻田里反复做着同一动作，
但其实每份材料的株叶形
态、穗粒结构等情况各不相
同，要在这千差万别中挑选
优等品。

14 年前，初入职的徐洁
芬颇有点不适应。她硕士研
究的专业方向是作物遗传育
种——分子生物技术，原本
是实验室工作居多，水稻只
是研究对象，没想到，到了水
稻研究所，竟是在田里实打
实地干活。尤其是做秧田、
选种子时，掌心和手指都磨
出一个个水泡，最后变成了
一个个硬硬的老茧。

宝剑锋从磨砺出。徐洁
芬从事水稻新品种选育和农
技推广工作至今，已参与育成
水稻新品种 10 多个，至今累
计推广应用达 3000 余万亩。
成果颇丰的徐洁芬却谦虚地
说：“主要是师傅带得好，有钮
中一等前辈们的榜样在先，我
们新生代没理由不跟上。”

把经验总结提炼撰
写成论文

为了让水稻育种更精准，
徐洁芬对传统经验型育种方法
进行大胆革新，完善了武进水
稻研究所分子实验室建设。她
说，水稻生长季是最忙季，实验
时间不够，就利用午休时间或
下班后加班来做实验。几年的
探索，既有效提高了水稻条纹
叶枯病和稻瘟病的抗性，还缩
短了育种年限。

善于总结的徐洁芬，把自
己积累的经验与技能撰写成了
十数篇论文，发表在专业期刊
上。至今，徐洁芬先后获全国农
牧渔业丰收二等奖、省农业丰收
一等奖、省农技推广三等奖、省
农学会科技成果一等奖、市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等奖项。

倾力农技推广，惠
及更多农户

作为驻村专家和江苏水稻
产业技术体系基地主任，徐洁
芬 是 农 户 们 熟 悉 的“ 水 稻 姐
姐”。她对接前黄、礼嘉、雪堰
等乡镇，走村入户，从水稻品种
选择到配套栽培技术运用，在
田间地头为农户答疑解惑，还
手把手地教农民使用“农技耘”
软件，与规模种植户共同探索
优质米产业化开发途径，积极
为地方公共优质米品牌代言发
声，为农户提供力所能及的技
术支持。“只有用实际行动做给
农民看、带着农民干，才能让种
稻农户信任你，从而提高种田
科技含量和种粮收益。”徐洁芬
说。

去年，武进水稻研究所有
12 个品种通过国家和省级审
定，刷新了 2021 年“1 年 10 审”
的纪录。徐洁芬欣喜地说：“我
们所近两年通过审定品种数占
全省总量的近 1/5。这都是与
中科院、中国水稻所、南农大、
省农科院等科研院所联合技术
攻关的结果，基础研究与应用
研究更好地融合，加快了种质
资源创新利用，选育出更适合
生产、更受大众欢迎的水稻品
种 ，为 粮 食 安 全 提 供 种 源 保
障。”

近年来，徐洁芬先后获省
巾帼建功标兵、市优秀共产党
员、市十佳文明职工、常州好人
等荣誉称号，是江苏省第十四
次党代会和常州市第十三次党
代会代表，今年又荣获江苏省
十佳文明职工称号。

——记江苏省十佳文明职工、江苏（武进）水稻研究所高级农艺师徐洁芬

“水稻姐姐”稻种选育“万中选一”

■杨成武

本报讯 近日，“助企纾困
稳经济 巾帼建功绽芳华”主题
活动在南京举办，中创新航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
事长刘静瑜荣获“江苏省科技
创新十大女杰”称号。

中创新航是我国动力电池
领域头部企业，公司总部和研
究院总部位于金坛区。近年
来，中创新航在刘静瑜的带领
下，坚持创新发展理念，抢抓战
略发展机遇，在材料技术创新、
结构技术创新、制造技术创新
和生态健康发展上持续发力。
中创新航高安全三元锂电池高

电压技术与产品全球领先，高
能量密度电池系统不起火技术
及产品全球首创，积极布局下
一代 OS 技术与产品以及锂硫
电池，固态、半固态电池等，以
数字化创新技术提升规模化智
能制造实力。常州、厦门、成
都、武汉、合肥、江门、眉山等基
地新项目建设屡创佳绩。

中创新航刘静瑜获
“江苏省科技创新十大女杰”称号

■常工会 秋冰 文 胡平 摄

“作为一名公益律师，我的
初心是：不仅要维护当事人的
合法权益，更重要的是要关注
弱者，守护弱者的尊严，做好弱
者的代言人。”7 月 25 日，江苏
常武律师事务所律师章玲芝由
衷地说。

2015 年 2 月，章玲芝成为
一名执业律师。7年多来，除公
益普法外，章玲芝每年还承办
大量法律援助案件，近3年来为
300 多名困难群众及外来务工
人员提供法律援助。

去年 5 月 28 日一早，章玲
芝在做公益服务时，碰到了一
起欠薪案：2021 年初，张某等
30 名工人来常务工，跟着工头
在建筑工地干活。干了快半
年，眼看工程即将结束，工头却
迟迟不支付工资，还用断水断
电的方式逼迫工人离场，引起
了工人们的强烈不满，他们聚
集在天宁区劳动仲裁委门外

“讨说法”。
见状，章玲芝一边安抚工人

情绪，一边引导大家理性维权；
同时积极采取联动机制，借助外
力来参与调解。在天宁区总工
会、劳动监察大队及法院的协助
下，这起集体讨薪案得以平稳了
结。章玲芝介绍说，起初，包工
头刘某既不提供“上工单”，也不
认可欠薪金额，导致案件谈判陷
入僵局。为缓和双方情绪，她通

过唠家常的方式告知刘某，“拖
欠农民工工资的行为一旦立案，
相关职能部门则启动联动机制，
不论是企业还是个人，都将处处
受限⋯⋯”经过章玲芝的耐心
劝说，刘某终于认识到违法后
果的严重性，随即转变了态度，
愿意围绕付款主体、工资金额、
支付方式等内容进行协商。最
终，刘某承认拖欠张某等 30 名
工人合计 79.9 万元工资的事
实。

为避免当事双方对欠薪的
事实及金额再次发生争议，章
玲芝随即让刘某出具了欠条，
并约定：刘某当场向每名工人
支付 10000 元合计 30 万元，剩
余 49.9 万元于 2021 年 6 月 6 日
前全部付清。

当晚9点多，章玲芝的手机
上收到了 30 名讨薪农民工代
表张某发来的一条短信：“谢谢

章律师，我们农民工出门在外
太不容易了。如果今天没有你
帮忙，我们是拿不到工资的，真
是太感谢你了。”这条短信让章
玲芝感慨良多，更坚定了她作
为公益律师为弱者代言的信
念。

2021 年 7 月，章玲芝加入
天宁区总工会“老娘舅”法律服
务团，每周五准时到“老娘舅”
工作室值班，至今已累计接待
职 工 并 提 供 法 律 咨 询 500 余
次、提供法律援助与帮扶 200
人次、提供法律讲座 10 余次，
为困难职工挽回经济损失近
300万元。

近年来，章玲芝先后荣获
市优秀志愿者、天宁区巾帼建
功标兵等称号，今年获评“常州
市十佳文明职工”称号，由她承
办的这起讨薪案件入选常州十
大优秀援助案例。

——记常州市十佳文明职工、公益律师章玲芝

近3年为300多人提供法律援助

遗失声明

�刘萍遗失常州宝龙
置业发展有限公司开
具的履约保证金收据
1份 ，收 据 编 号 ：
0660878，声明作废

招 租
出租办公写字楼独栋 2500m2

三层精装修,可供变压器用电
2500kVA。有超高车间2500m2。
基础设施证件齐全,厂区大型车辆
装卸进出宽畅,紧靠沪宁高速,青洋
高架出口,运输车辆不限禁区,交通
方便。电话18018255810赵女士

0519

86685553
86677993
地址：常州市和平
中路413号报业大
厦南辅楼311室

综
合
信
息

招租转让

�常州知光智能科技
有限公司遗失公章一
枚，声明作废，寻回后
不再继续使用

办公房招租
新北区典雅商业广场3号综合楼
四楼，上下两层，实际使用面积300
㎡+，朝向东南采光极好，停车方
便，面向市民广场，毗邻市政府和
政务中心，适合中型以上公司办公、
休闲娱乐、养生馆使用。有意可以
联系余先生，15351978866

常泰大桥即将开通
之际，桥头重镇魏村中
港商务大厦将是投资、
办公、住宿不二之选，有
巨大的增值潜力，现有
少量工抵房挑高4.5米
清盘，血本价6988元/m2

13337896876谭先生

清盘价出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