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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

为迎接中国共产党

成立 100 周年，复旦大

学官方媒体平台开设“红

色基因，赓续百年”专栏，

推出100 集融媒体系列

报道《青年问：百年复旦

光荣底色》。100 天听

青年人讲 100 个故事。

通过图文、音频、视频等

形式，全方位、多媒体、立

体讲述一代又一代复旦

人听党话、跟党走的生动

故事，展现一代又一代复

旦人前赴后继、接力奋斗

的光辉画卷，引导广大师

生学史明理、学史增信、

学史崇德、学史力行，学

党史、悟思想、办实事、开

新局，凝聚起全体复旦人

迈进新征程、奋进新时代

的强大力量。

潜心草莓研究60年的中国“草莓之母”

邓明琴：见证中国草莓产业从无到有

站在规模化栽培的草莓园

中，头戴白色鸭舌帽，身着鹅黄

色线衫外套，脚穿运动鞋的邓明

琴教授看着满园的“万绿丛中几

抹红”频频点头。

眼前的这番景象是中国草

莓事业的缩影，更是她潜心草莓

科研的成果。

那么这位被誉为中国“草莓

之母”的权威草莓专家是如何走

上草莓研究这条道路的？在这

条路上她又是如何播种的？那

份一身难舍的草莓情怀对她又

意味着什么？

聚散离合

1949年7月，邓明琴刚从复

旦大学农学院园艺系毕业，就响

应时任上海市长陈毅的号召，参

加华东人民革命大学（以下简称

“革大”）学习。

在那个年代，能进“革大”是

荣誉的标志。据悉，当年“革大”

招生的硬性条件是年龄18到35

岁，并且具有高中毕业以上学

历。招生简章在《解放日报》上

一刊出，革命青年报名踊跃，截

止那天，上海一报名处挤得门都

关不上，门前落下了几双鞋。

“革大”第一期学生共 4000

人，作为其中一员，24岁的邓明

琴接受了为期三个月的学习，而

这三个月也恰恰是一年里最炎

热的时期。学员们享受的是解

放军的待遇，供给制，黄军装，大

锅饭，但同时条件也是艰苦的，

校舍还是借用上海部分院校放

暑假的教室和学生宿舍才得以

解决。

在系统接受了社会发展史、

毛泽东著作和国内外形势等教

育后，邓明琴被分配到老解放区

山东省农林厅从事果树技术工

作，运用自己所学的专业知识为

山东果业的发展辛勤耕耘，这一

待就是一年，直至 1950 年 10 月

调回复旦大学农学院园艺系任

教，这才重归母校。

可惜这种相聚的日子并没

有持续太久，随着复旦农学院的

“迁都”，邓明琴也不得不接受与

复旦的第二次分离，而这次她就

像是远嫁的女儿，一别难再相

聚。

“1952年全国高等农业院系

调整，复旦大学农学院迁至沈阳,

与黑龙江东北农学院部分系组建

沈阳农学院，也就是今天的沈阳

农业大学。”身为中国园艺学会草

莓分会副理事长的沈阳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教授雷家军这样说道，

“之后，邓先生在沈阳农业大学园

艺系任教40余年，一直从事果树

方面的教学和草莓方面的科研工

作直到1991年离休。”

草莓人生

邓明琴的“草莓人生”从

1954 年开始，60 年来她一直从

事草莓栽培与育种研究，见证了

中国草莓产业从无到有，从小到

大的艰辛历程。

“当时，我挎着一篮子草莓

在街上分给市民吃，竟没有一个

人认识，纷纷问我是什么东西，”

回忆起往昔，邓明琴依然感慨万

千，“如今，草莓已成为大众消费

水果，被誉为‘水果皇后’，这变

化可真大啊！”

而她不仅是这场变化的见

证者，更是驱动者。

“邓教授是我国草莓科技

工作的先驱”，评价起邓明琴来

雷家军毫不吝惜赞美之词，如数

家珍般地列举着她为中国草莓

业发展所做的贡献。

“邓教授编写的《怎样种草

莓》是我国第一本草莓专业书

籍，主编的《中国果树志· 草莓

卷》（以下简称《草莓志》）是我国

草莓领域的权威著作，主编的

《草莓科研文选》被教学科研单

位广泛参考应用。还主译了《日

本的草莓栽培》和《草莓、悬钩

子、穗醋栗和醋栗育种进展》等

著作”。雷家军说起这些，尊敬

之情溢于言表。

在邓教授的等身著作中，

《草莓志》的编撰工作是最耗费

时间、精力的“苦差事”，从1985

年沈阳农业大学召开《草莓志》

第一次编写工作讨论会，成立编

辑委员会，到2004年7月完全成

稿，历时近 20 年。跨世纪的编

写工作使得《草莓志》的尘埃落

定前一波三折。

“我们编委会一共开了三

次会，第一次会议是1985年，第

二次是 1987 年，第三次就不是

20 世 纪 的 事 了 ，那 时 已 经 是

2001年。”据编委会成员介绍，时

间跨度之所以如此之大，是因为

《草莓志》编写工作启动不到两

年就在第二次编委会上面临被

搁浅的困境。

“当时主要是讨论已完成

的部分初稿，交流两年编写过

程中的经验及存在的问题”，雷

家军解释道。“而这次会议提出

的主要问题是我国草莓野生资

源未曾有专人涉足研究，在分

类方面尚有许多不清楚的地

方，资料匮乏，不能满足《草莓

志》编写志的要求，因此，编写

工作被搁浅了。”

“我国野生草莓资源丰富，

种类较多，而这部分内容又是

《草莓志》中的重点”。为了弄清

我国野生草莓的种类和分布，邓

明琴教授带领沈阳农业大学其

他草莓科研人员花了大量的时

间、精力和财力，对我国野生草

莓资源进行了较系统而深入的

考察收集。

“我们用了近 20 年的时间

进行细致的调查记载，拍摄大量

的照片，并与从国外引入的野生

资源进行对比观察，基本搞清了

我国野生草莓的种类，使我国自

然分布 9 个野生种上升到 11

个。”回忆起这段历史，雷家军满

脸欣慰，“在邓教授的指导下，这

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成果，

达到了编写志的要求。”

困难还远不止于此，编写工

作重启后，新的挑战又接踵而

至。由于耗时太多，2001年召开

第三次编写工作会议时，原编委

均已先后离退休，“有的身体不

好，有的忙于其他工作，有的已

去世，所以邓教授只好请原编委

或单位推荐合适人选，经酝酿协

商，改组了编辑委员会。”

除了人员组成的变动，最

初拟定的编写提纲也已不再符

合要求，邓明琴教授只得组织

新一届编委会重新编写了提

纲，进行了讨论，并对任务进行

了分工落实。几番波折之后，

编委会成员这才陆续交稿，而

此时，反复地修改、补充、调整、

统稿，成为邓明琴和雷家军在

2004 年全书成稿前的常规工

作。

《草莓志》的编写历程只是

邓明琴教授半生致力于草莓科

研的缩影，被誉为中国“草莓之

母”的她如今已是96岁高龄，却

还记挂着中国草莓的国际化，

“我希望自己还能参加 2012 年

在中国举行的第七次世界草莓

大会。”

草莓大王遇上草莓之母

一辈子潜心于草莓科研工

作，邓明琴对草莓的那份执著，

感动着身边的每一个人，也同样

是这种执著使得她和草莓大王

李怀财惺惺相惜。

吉林农民李怀财的发家史

充满了传奇色彩，20年前在自己

的院子种上 15 棵草莓，几年后

在自己炕头与外国人做生意，15

万元的合同在风险中签订，在智

慧和汗水中获得成功，如今成为

中国最大寒地草莓资源圃的创

始人。

而这位曾经名噪一时的草

莓大王，创业之初曾一度陷入困

窘，正是靠邓明琴指点、帮助才

得以缔造传奇。

初创阶段，李怀财手头并不

宽裕，资金几度告急，得知情况

的邓明琴几乎是没有犹豫就将

自己的5万元积蓄借给了他，这

是1997年的事情。

“邓老师想的非常周到，钱

取出来以后，搁在三九胃泰的药

盒包着，她一再叮咛嘱咐，告诉

我‘你们两个人坐火车有一个人

不要睡觉，要注意安全，药盒抱

着呢，不要引起别人注意’”，回

想起当时的情景，李怀财至今记

忆犹新，“这一点让我特别感

动”。

作为知名草莓专家，邓明

琴每年接待前来引种、学习的

人不计其数，所以关注李怀财

全因他对草莓的那份执着，“当

时只考虑到他需要资金渠道发

展草莓，觉得即使他搭起个棚

第一年亏了，第二年他还能干，

以他这样执着的精神一定能够

再成功”。

在李怀财眼里，邓明琴是他

一生中最敬佩的人，这位土生土

长的农民真诚地说，“我就服有

学问的人，就服懂草莓的人”。

语言质朴却掷地有声。

（本文得到中国园艺学会草

莓分会副理事长、沈阳农业大学

园艺学院教授雷家军教授的大

力帮助，特致感谢。）

文/颜倩云

◀ 邓明琴教授，1925年
2月生，湖北云梦人，汉族，侨
眷，中共党员。硕士研究生导
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我
国著名草莓专家。

▶ 1988 年 邓
明琴先生和同为复
旦人的丈夫洪建源
先生在新疆天山考
察野生草莓资源，面
对着群山峻岭，怀着
无限的憧憬，希望在
我国草莓的研究上
取得更多的成就。▲ 邓明琴摄于2020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