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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正宇专注药物种植研究40多年

国内5种珍稀植物以他的名字命名
本报记者 杨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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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是珍贵的药用
植物，越是生长在陡峭
的悬崖绝壁上，往往需
要 采 集 者 徒 手 攀 岩 采
摘。”

“因为喜爱（药用植
物研究），尤其有收获的
时候，感觉再苦再累都
值得。”

“我做得还不够，希
望儿子接着做下去，让
中 药 研 究 造 福 更 多 百
姓。”

8月9日上午，梁平东门体育馆外
广场人声鼎沸，2019“全民健身日”系
列活动“骑行嘉年华”正在这里举行。

全民健身 精彩热烈

小轮车跳舞、单轮高台跳跃、单车
过人等精彩表演引来观众阵阵热烈掌
声。最刺激的表演莫过于跳车表演，
表演者单车从越过一个人，增加到两
个、三个，最后单车越过横躺地下的五
个人，车手还能去掉前轮，骑单轮越过
一排横躺地下五人并稳稳落地，场地
上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小轮车表演
间隙，儿童平衡车体验活动也让一批
批小朋友争相参与。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梁平全民健
身中心更是热闹非凡。梁平区另一场

“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全民夜跑
你我同行”在这里举行。随着发令枪
响，200多名夜跑爱好者冲上跑道，冲
进夜空，大家舞动着荧光装备，感受健
身带来的快乐。

人人健身 天天健身

8月9日这天的活动，只是梁平全
民健身运动的一个缩影。区体育事业
发展中心主任邱报平介绍，通过扎实
有效的场馆免费低收费开放，开展各
层级全民健身活动等措施，梁平正在
努力做到人人健身，天天健身。

据介绍，梁平全民健身中心、东门
体育馆、东门游泳馆等区级体育设施
持续开展免费低收费开放工作，年平
均接待群众20余万人次。特别是在
全民健身中心，几乎每天都有众多市
民前来夜跑。为了加强指导全民健
身，梁平组织“好体育人”深入体育场
馆、学校、社区、企事业单位等，开展篮
球、武术、乒乓球、羽毛球、广场操舞等
体育项目的指导，全区现有各级社体
指导员1000余人。

为了推动全民健身，梁平区
2018年率先举办全区全民健身运动
会，每两年举办一届。加上梁平区
运动会（每两年举办一届），形成了

年年都有区级综合性运动会的格
局。既有足球、篮球、田径等传统竞
技项目，也设置有趣味体育、广场操
舞、跳踢等群众喜爱、参与度强的体
育项目。

梁平区还大力开展自行车赛事

活动。高规格承办2018第九届环中
国国际公路自行车百里竹海赛段赛
事，今年举办了2019中国·梁平田园
自行车邀请赛。除此之外，梁平区足
球联赛、篮球联赛、武术比赛、乒羽比
赛等活动也在常态化开展。

梁平区老年人体育事业也蓬勃
开展，区老体协主席刘学英荣获
2013—2016 年度全国群众体育先
进个人。据她介绍，梁平区老体协
会员突破 10 万人，在全市名列前
茅，每月开展的门球、羽毛球等活动
丰富多彩。大家人老心不老，人

“退”心不“退”，既感受到体育带来
的快乐，也乐于为梁平全民健身作
出贡献。

体育设施 日益完善

为了给市民更好的健身体验，梁
平区大力建设体育场馆。2017年建
成投用的梁平全民健身中心，中心总
占地面积120000平方米，体育场可容
纳观众20500人。梁平新区体育馆和
游泳馆预计今年建成，工程占地35
亩，总建筑面积29200平方米，体育馆
拥有座位3500个，游泳馆拥有座位
1500个，可开展篮球、游泳、乒乓球、
羽毛球等赛事活动。

梁平东门体育馆今年进行了改
造，具备了羽毛球、篮球、乒乓球、健
身、武术、气排球、健身操等多个健
身项目分时段开展条件，实现了健
身娱乐、运动休闲、竞技训练一体
化。东门游泳馆今年新购安装了净
水处理系统、游泳池遮阳棚，进一步
提升了群众健身的场地条件和舒适
度。

在广大的社区和农村，健身设施
也很丰富。梁平区在全市率先实现
74个社区健身点全覆盖，建成农体工
程206个，覆盖率达80%。邱报平表
示，按照区委区政府部署，梁平以解决

“群众去哪儿健身”问题为导向，不断
增加体育场地增量、盘活存量，让群众
能就近方便的找到健身场所。

同时，为打造重庆市户外运动目
的地，梁平先后建成投用一环路、二环
路、双桂湖环道，以满足广大群众和游
客健走、骑行的需要。

刘邦云 万波娅
图片由梁平区体育事业发展中心提供

梁平 群体活动真精彩 人人健身成常态

梁平区2019年“全民健身日”系列活动“骑行嘉年华”精彩瞬间。

2019重庆市
“全民健身·全民体验”系列专题

今年67岁的刘正宇，专注药物种
植研究40多年。

2000 年初，在城口寻找崖柏途
中，时任重庆市药物种植研究所资源
室主任的刘正宇一行遇到5名当地小
学生。时间已是下午4点左右，但孩
子们连午饭都没吃，还要走3个多小
时的山路才能回家吃上饭。没有带零
钱的刘正宇，拿出身上的100块钱，让
他们自行分配使用。

十余年后，刘正宇在城口一个村
考察，却意外地发现了这100块钱被
留存下来——原来，当年孩子们将钱
拿回后，村里便将这张钱留存并张贴，
让孩子们时刻记得社会的关怀。令人
高兴的是，当年的5个孩子中有4个都
考上大学，走出了大山……

7月21日，当已是重庆市药物种
植研究所中药资源中心研究员的刘正
宇，向重庆日报记者诉说起这段往事
时，十分动容，甚至难以控制地流下了
眼泪。

刘正宇说，正是这些小事，激励着
自己在40多年的岁月里，一直专注药
物种植研究，成为一名“中药老牛”。

采访中，刘正宇常挂在嘴边的便
是：“党和人民培育了我，我要竭尽所
能报答这份恩情。”

“父亲临走前让我要报答
党和人民的恩情”

刘正宇帮助过很多人，也救过很
多人，但他说得最多的，是别人对他的
帮助。他永远都记着父亲临走前对他
的嘱托：“儿子，是党和人民培育了你，
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你都要感恩党的
培养，竭尽所能报答人民。”

刘正宇的父亲刘式乔，毕业于国
立中央大学农学院，先后学习过化学
与农艺。“他经历过战争，看到老百姓
食不果腹、疾病流行、生活困苦的惨
状，一心想用科学救国。”刘正宇说。

当时，疟疾等疫病流行，抗疟药品
紧缺。为了实现抗疟药自给，国民政
府在南川金佛山下设立种植试验场，
对治疗疟疾的特效药常山进行栽培研
究。这座试验场，就是重庆药物种植
研究所的前身。

1942年，刘式乔来到金佛山种植
试验场，从此，他就把一生奉献给了药
用植物研究事业。30年里，刘式乔发
明了使用直接插播法种植常山的新技
术，并研究出人工种植天麻的方法，让
中国第一棵人工天麻在金佛山生了
根。

童年时，刘正宇便时常跟随父亲
上金佛山采集药物标本，对各类花花
草草十分熟悉。没想到，这些花花草
草还救了他的命。

刘正宇上小学六年级时患了脑膜
炎，在医院拒收、医生摇头的情况下，
家人只好把他背回家。幸亏经当时一
位路过村里的老中医指点，用自金佛
山上采摘的草药救回他一条命。

在“鬼门关”走过一遭的刘正宇，
立志投身药用植物研究。青少年时
期，他就成为父亲的“助手”，经常从金
佛山上采集药草，为父亲进行药物研
究提供“一手素材”。

1972年，长期劳累导致刘式乔突
发高血压，倒在了工作岗位上。“父亲
临走前让我要报答党和人民的恩情，
这也让我逐步树立了要研究药用植
物、造福人民的志愿。”刘正宇说。

1980年夏天，刘正宇带领中国科
学院植物研究所研究生付德志上金佛
山采集植物标本。在攀爬峭壁上山
时，他一脚踩空，从峭壁上摔下来，峭
壁上尖锐的石头切破了他腿上的动脉
血管，鲜血一下子喷涌而出。一旁的
付德志一下乱了方寸，抓起一瓶药就
往刘正宇伤口处撒去，血非但没止住
还流得更快了。原来他情急之下拿成
了拔毒的蛇药，药不对症，失血过多的
刘正宇已出现败血症征兆，危在旦夕。

村民刘福元刚好从村卫生室给发
高烧的女儿拿药回来，发现了刘正宇，
赶忙拿出家中仅有的一瓶云南白药给
他止血，还将医生给女儿开的消炎药
和葡萄糖让刘正宇服下，病情开始稳
定下来。第二天，刘福元又背起刘正
宇走了几十里山路，赶到公社卫生
院。刘正宇被转送到市里的医院，才
脱离了危险。

“我后来才知道，刘福元的女儿因
为没有得到及时救治，高烧成重症肺
炎。”刘正宇说。

“老百姓对我们是真好呀！”刘正
宇感叹道，“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
要入党，把我的全部精力投入到药用
植物研究中，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每年有200余天在野外
搜集标本和调查研究

决定投身药物种植研究事业后，
刘正宇放弃了大学毕业去北京工作的
机会，选择回到金佛山脚下，进入重庆
药物种植研究所工作。

从1975年进入重庆药物种植研
究所以来，40多年里，刘正宇每年差

不多有200余天在野外搜集标本和调
查研究，足迹遍及金佛山、贡嘎山、岷
山等周边山川，正如他的微信昵称“中
药老牛”一般，像一头牛扎根在药物种
植研究一线。

在刚参加工作那几年，每次进金
佛山采集药物标本，刘正宇都借住在
山上的金佛寺，曾逢数次奇遇。

一天夜里，寺里突然冲进来一头
野猪，王和尚不在，只有他母亲一人，
她想赶走野猪，却反被野猪撞倒撕
咬。刘正宇听到呼救声及时赶到，把
野猪打跑。事后，王和尚为了报答刘
正宇救母之恩，拿出了收藏的上百张
单验方赠与他，刘正宇如获至宝。

常年在野外采集药物的日子是异
常艰辛的。

“吃不上饭是常事，睡觉也得多留
个心眼。”刘正宇回忆说，在深山能找
到农家借宿是最好不过的，但这种情
况很少能遇到。多数时候，山洞里、崖
壁下，只要能遮风挡雨，就算是野外考
察时最好的“宿舍”了。有时候找不到
水源，实在渴极了，崖壁上的湿苔藓都
会成为他们的解渴之物。

这种在野外采集药物标本的日子
时常伴随着危险。几十年来，在野外
露宿的刘正宇，被窝里钻进过蜘蛛、蚂
蚱、蜥蜴、蛇、青蛙；找寻药物标本途
中，遇到过老虎、黑熊……这些经历记
者听着冒冷汗，刘正宇说起来却云淡
风轻。

由于常年往深山老林里跑，受伤
成为刘正宇的“家常便饭”。特别是近
几年，已过花甲之年的他，仍坚持在野
外一线采集作业，受伤更频繁——

60岁那年，刘正宇在野外考察时
被竹签戳伤大腿，由于赶着要去北京
开会，他只是简单包扎后吃了点消炎
药就上路。结果在去北京的航班上，
由于高空压强大，伤口大出血，飞机降

落时刘正宇已成了“血人”，医生不得
不在停机坪上为他搭起急救棚。

63岁时，在野外考察的刘正宇手
掌虎口被竹子戳伤，骨头清晰可见，由
于治疗不及时导致伤口发炎化脓，差
点被截肢。

64岁时，同样是在野外考察，天
气闷热让刘正宇突发晕厥，从几米高
的坡上摔下来，被紧急送往医院。医
生诊断为左侧一根肋骨断裂，双手、腿
部都有伤，需要卧床治疗至少 1 个
月。然而当学生们到医院探望刘正宇
时，他最关心的仍是药物的研究进
度。没过不久，尚未痊愈的刘正宇就
匆匆回到单位上班……

“越是珍贵的药用植物，越是生长
在陡峭的悬崖绝壁上，往往需要采集
者徒手攀岩采摘。”刘正宇回忆说，为
了采摘那些珍稀植物，有好多次他完
全是靠一双手抠着石头缝慢慢向上
爬，然后凭记忆再慢慢一步步踩着缝
隙下来。

如今，刘正宇随身携带用于记录
的《野外采集记录本》，早已写满一本
又一本，在办公室里堆成了一座小山。

40余年采集30万份药用
植物标本

40多年里，刘正宇一直致力于植
物资源、植物基源分类和药用植物栽
培的研究工作，从未停歇，他和他的团
队采集了各类药用植物标本达30多
万份，收集了3000多个民间单验方，
更是成为我国唯一一位参加过3次中
药资源普查野外调查的人。

刘正宇最常为人说道的是他发现
崖柏的故事。崖柏是世界上最珍稀的
裸子植物，常常生长在绝壁上，且只分
布于中国西部的大巴山区，被植物学
家称为“植物中的大熊猫”“活化石”。

1892年，法国传教士、植物爱好
者法吉斯在重庆城口咸宜乡首次采集
到崖柏标本，回国后被巴黎自然历史
博物馆收藏。之后的百年间，再也没
有寻到它的踪迹。1998年世界自然
保护联盟将崖柏列为中国已灭绝的三
种植物之一，将其从世界自然保护名
录中除名。

这让刘正宇很不服气：“他们都没
有来实地调查,凭什么就宣布崖柏已经
灭绝了呢?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1999年，重庆市成立了国家重点
保护野生植物骨干调查队。不服气的
刘正宇带领调查队走进大巴山深处，
经过3个多月的艰难寻找，最终在城
口县明中乡龙门村的密林中发现了上
百株活体野生崖柏树。他们以第一发
现地为中心，扩大区域进行拉网式搜
索，又在城口县咸宜乡葛藤村的密林
中，发现了高大的崖柏群落。之后，他
们又在同属于大巴山区的开县（现开
州）发现了崖柏。

经刘正宇实地考察证实，全球仅
存的5000多株崖柏，存活在城口与
开州交界的一字形山岭两侧区域
内。在鉴定确认无误后，刘正宇和同
事2000年在《植物杂志》上发表论文
《崖柏没有灭绝》，2002年与国内外裸
子植物权威人士联合在《林奈学报》
发表论文《崖柏：一种被重新发现的
柏科植物》，宣布崖柏仍存在于中国，
引发全球业内反响，也促成了我国在
2003年批准成立大巴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

除了发现了“崖柏”等多种世界级
濒危动植物，让大自然的馈赠变成“金
疙瘩”，也是刘正宇一直以来的心愿。

上世纪80年代初，刘正宇与同事
在酉阳发现了大面积的青蒿野生资
源，并帮助当地建起一座青蒿素药
厂。

刘正宇还和同事一道发掘出分布
在金佛山海拔1000米以上的南川大
茶树的生长特性和经济价值，让原本
只能卖三、四块钱一斤的大树茶价值
飙升到近万元，有效帮助当地农户脱
贫增收；由他主持的全国金荞麦主产
区资源调查和金荞麦人工栽培技术项
目，不仅为太极集团解决了急支糖浆
无原料的难题，还极大改善了种植农
户的经济收入。

除了日常药物采集研究，刘正宇
还为三峡库区生态环境保护、监测、建
设和中医药事业发展作出多项贡献。
国内学术界为表彰刘正宇数十年野外
艰苦工作和为植物资源研究做出的贡
献，以他的名字先后命名了5种国内
新发现的珍稀植物。

2012年，刘正宇被评为第五批全
国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指
导老师；2013年，他被中国中医科学
院聘任为“神农学者”；连续多年被评
为 “重庆市优秀共产党员”。

“他离不开金佛山，离不
开大山里那些花花草草”

药用植物研究这项工作清贫而辛
苦，且多数时间无法照顾家庭，一般人
很难坚持长久，但刘正宇却说：“因为
喜爱，尤其有收获的时候，感觉再苦再
累都值得。”

刘正宇取得的成就在国内植物学
界引人瞩目。北京、成都的几所高校
和研究所向他抛来了“橄榄枝”。重庆
药物种植研究所也有不少科研人员跳
槽，年收入数倍、数十倍地增长。

刘正宇选择了留下。很多人都不
理解，爱人谭杨梅却懂他：“他离不开
金佛山,离不开大山里那些他心爱的
花花草草。”

对于自己的选择，刘正宇也从未
后悔。他说，在重庆药物种植研究所
的这些年，他获得了和世界药物种植
领域顶尖专家合作的机会，并和国内6
名院士进行了项目合作，可以说“是巨
人把我捧上去的”。

刘正宇的研究相继转化为成果，
造福于民。本可以功成身退的他，仍
觉得自己还有许多没做完的工作。如
今，67岁的他仍然坚持上山采药，手
脚麻利，干劲不减。“金佛山是座宝库，
只要我还能走得动、上得了山，哪怕到
了80岁都要继续干下去！”

眼下，年近古稀的刘正宇正在进行
标本数字化整理工作。他收集的几千
个中草药单方也需要整理，“如果这些
方子不传下去，对不起前辈先贤啊！”

还有家乡的药材“宝库”金佛山。
这座承载他太多记忆的宝山，不仅有
着他对父亲事业追求的继承、对村民
刘福元的感恩，还有对前人智慧结晶
的发扬，以及他自己对生命意义的践
行。

受刘正宇影响，儿子刘祥子承父
业，也投身于中药研究和开发工作。
用刘正宇的话说，“我做得还不够，希
望儿子接着做下去，让中药研究造福
更多百姓。”

刘正宇。 （市委宣传部供图）

刘正宇。
记者 罗斌 魏中元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