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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建新功

2016年2月3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
江西的南昌大学，考察了国家硅基LED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实验室。这个实验室
由江风益教授牵头研究的“硅衬底蓝色
发光二极管”项目，获得2015年度国家技
术发明奖一等奖。

习近平总书记听取实验室研究成果
介绍，察看芯片制作流程，了解实验室科
技创新、人才培养、产学研结合等情况，
并参观了南昌光谷展厅，肯定他们攻科
研难题和抓成果转化决心大、目标高、工
作实、成效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掌握
核心技术的过程很艰难，但这条道路必
须走。

早上 8 点，到国家硅基 LED 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的办公室采访江风益，
我们扑了个空。他的学生告诉我们：

“你们找错地方了，江老师很少待在办
公室。”

这个研究中心位于南昌高新区，3层
楼里有装备制造、材料生长、芯片制备等
6个实验室。“哪里有解决不了的问题，老
师就会出现在哪。你们只能打他手机
了。”

手机接通，那一头传来带着江西口
音的普通话：“我在一楼的金属有机化学
气相沉积（MOCVD）设备间这儿，今天
忙得紧！”

走进实验室，7台MOCVD设备整
齐排列。它们是半导体照明芯片的关键
材料制造设备。最大的设备前面，一个
穿着白色防尘服、中等个头的人，正在给
大家做指导。

设备指示灯一闪一闪，操作台屏幕
上的数据不断变化。“做实验就得不断去
试错。”做讲解的人提高了声音。他就是
江风益。

59岁的江风益是中科院院士、南昌
大学副校长，可他更愿意别人叫他“江老
师”——他喜欢这个称呼。

我们叫了一声“江老师”。他招手示
意我们在旁边坐下：“你们等等。这会儿
我们黄光LED的实验正遇到一个难题
呢。”

发光二极管，英文简称LED，是一种
常用的发光器件。黄光LED，是江风益
这几年主攻的关键核心技术。它无需稀
土荧光粉、无蓝光危害，被视为可能取代
当前“蓝光LED+稀土荧光粉”的人造照
明光源。

没想到，这一等，就是好几个小时。
转遍实验室，我们又跟着江老师走进三
楼办公室。

脱下防尘服的江老师，白衬衫被汗
湿透了。“现在科研条件多好啊！”他指
指窗外，“我们从南昌大学校园里搬到
高新区，这个实验楼有近 9000 平方
米。刚起步时，实验室只有60平方米，
借了60万元买设备，就开始研究蓝光
LED。”

拉上窗帘，打开屋里的灯，话匣子就
从这满屋的“光”开启。

“这个天花板吊灯就是我这里研制
的，以人眼比较舒适的红、黄光为主。”江
老师“开课”了：从煤油灯、白炽灯、荧光
灯到蓝光LED，以前一次次照明技术都
是由国外定义。

“比如，煤油灯叫洋油灯，就是因为
当时灯油是进口的。LED照明技术也是
在国外获得突破，但我们不能一直点洋
LED灯！”

今天广泛应用的蓝光LED，在本世
纪初核心专利还被国外垄断。这深深刺
痛了江风益。

他决心另辟蹊径，选择在硅衬底上
长材料做芯片。这一过程工序繁多，仅
材料结构就有70多层、生长程序有100
多步，涉及2000多个参数。

“每个参数都是一个变量，每次调整
都是一次试错，找到最优方案，要经过成
千上万次试错。”他说。

这条“追光”之路，江风益走了 19
年。他成功研制出硅衬底蓝光LED材
料与芯片技术，让我国成为世界第三
个拥有蓝光LED技术自主知识产权的
国家。

打开桌上一盏柱形的台灯，柔和的
黄光铺洒在桌面上。江老师高兴地拍拍

它：“这是金黄光 LED，更好也更难的
LED照明技术！”

2011年，江风益在主攻蓝光LED的
同时，已把目光投向了黄光LED。但在
国内外科研人员面前，有一个“黄光鸿
沟”——黄光光效大幅低于蓝光，光效难
以突破10%。

拉开抽屉，江风益拿出厚厚一摞日
记本，里面记的是每一天的科研进展。
这个习惯，他保持了近30年。

翻开最上面的日记本，在一页
“9.4%”的数字下面，江风益重重画了几
道线：“这是一道坎。”

当时，实验室有 4 台 MOCVD 设
备。江风益拿出3台做蓝光，1台做黄
光。“投入很大、前途未知，我步子不敢迈
得太快。”

但这台机器上做出的黄光光效，就
停在了9.4%。

“我当时有过迟疑，心想这条路能走
通吗？”江风益把日记本往后翻。

日记本里，多是一天一页的科研数
据。但2016年2月3日那一天，江风益
写了密密麻麻5页。他记下的是习近平
总书记考察时的情景与嘱托。

“我们决定拿出3台设备做黄光，干
起来！”江风益站起来，给我们翻柜子里
的文件，“你们看，国家的支持多起来
了，省里、市里的扶持政策也有了，赶上
这样的好时候，我们有什么借口不努力
呢？”

江风益和团队“钉”在了实验室。饿
了，在实验室吃盒饭；累了，找地方打个
盹。“曾经最长有一星期没出过大楼。”他
指着屋里那张床说。

40天后，光效就突破了“黄光鸿沟”，
达到12.2%。但后来，这个数值又不动
窝了。

“就知道，这个鸿沟没那么好跨！”江
老师说到这里顿了顿，“我经过思考提
出，改设备！拿进口的MOCVD 设备

‘开刀’，大家听说后都说我胆太大。”
一个多月里，他带着两名设备专家

和一批工程师加班加点，6次大改、10

多次小改，硬是让MOCVD的性能大幅
提升。

2016年5月5日，接近百天的攻关
后，江风益一早来到实验室。大家都盯
着屏幕，新设备制造的芯片和器件测试
结果出来了——17.2%！

有学生大喊起来。一向内敛的江风
益也高兴地鼓起掌。

“12%的时候我心里还没底，到了
17%，说明这条路可行。”

那天的日记是怎么写的？
“2016- 05- 05，结 果 ：光 效 达

17%……如果进一步优化，就有希望达
到25%以上……”

猜到我们在想什么，江老师说：“我
觉得离总书记对我们的嘱托还差得远
呢，不能骄傲。”

2016年10月26日21.4%、2018年
7 月 16 日 24.3%、2020 年 11 月 25 日
27.9%……黄光光效一次次突破，不断刷
新世界纪录。

江风益的“追光”之路还在延续。这
两年，他们不断提升黄光光效，也加快了
成果转化。站起来向窗外看，老江指着
不远处的艾溪湖公园金黄色景观灯说：

“那就是我们的金黄光LED，已经实现了
量产。”

天黑了，我们起身告别。“今天不能
留你们吃晚饭了。”江风益歉意地跟我们
握手，也透露了一个好消息，“我们在黄
光上又有大突破，在特定工作点最高光
效达50%以上！”

江风益送我们下楼，只见研究中心
大厅墙上写着六个红色大字：多发光，少
发热。

他特意停下了脚步说：“这句话有三
重含义：一是在LED领域，要多发光就
要少发热；二是为人处世要潜心做事，少
头脑发热；三是在科研中要耐得住寂寞，
少凑热闹。”

挥手告别，江风益转身又走进了实
验室。

（新华社南昌8月14日电 记者郭
强 余贤红）

掌握核心技术，这条道路必须走
近日，英国某行业组织负责人声称

“英国公司正大规模切断与中国的经济
联系”。然而，中国英国商会的一项调
查结果清楚地显示，英国企业普遍对中
国市场持乐观态度。英国《每日电讯
报》评论员杰里米·沃纳警告，与中国脱
钩要付出惨重代价。

在全球范围，众多跨国企业普遍
认为，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供应链优势
显著，扩大开放步伐坚定，是经济全球
化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与中国脱钩
行不通。

贴近中国市场是大势所趋

作为全球第一大货物贸易国、第二
大消费市场的中国，每年进口商品和服
务约2.5万亿美元，是众多跨国企业的
兴业沃土。贴近中国市场，是它们经营
策略的主线。

以汽车产业为例，伴随中国汽车市
场不断升级，越来越多的国际汽车品牌
将中国视为全球最重要的市场。代表
汽车业未来发展方向的新能源、智能
化、网联化在中国迅速发展，吸引国际
汽车业巨头加大创新和研发力度，中国
正成为全球汽车业创新中心。

世界著名经济学家杰弗里·萨克斯
认为，中国充满活力，“与中国脱钩”的
观念“可悲”且“具有误导性”，只会在世
界上越来越孤立。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第一副总裁吉
塔·戈皮纳特认为，一些“脱钩”趋势将
使全球增长付出巨大代价。她指出，中
国是世界经济的重要引擎，一个开放的
中国对全球贸易和世界其他地区的增
长前景意义非凡。

深耕中国产业是人心所向

中国经济的韧性与活力举世瞩
目。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治理与永
续发展研究所所长卢耀群指出，中国是
全球供应链和创新网络的关键节点，与
中国合作是世界经济前进的方向。

在工业门类齐全、基础设施完善等
固有优势基础上，中国融入全球产业链
程度不断加深，越来越多中外企业深度
合作，同台竞技，生产要素聚集协同优
势显露无遗。

福特汽车与宁德时代建立全球战
略合作关系，合作涵盖在中国、欧洲和
北美的动力电池供应；汽车零部件生产
商采埃孚集团在中国布局近40家制造
工厂，在华第四家研发中心今年上半年
破土动工；生物制药企业阿斯利康全球
研发中国中心落户上海市静安区，将深
度参与全球新药研发……这些跨国企
业加码在华投入，不约而同把中国作为
战略重心，意在充分利用中国供应链优
势，提升企业全球竞争力。

分享中国红利是全球机遇

在经济全球化时代，开放融通是不
可阻挡的历史趋势。建设高标准市场
体系、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持续放宽
外资准入、不断优化营商环境、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作为全球120多个国
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张开双
臂拥抱世界，不断释放开放红利，促进
中外市场相通、产业交融。

通过搭建进博会、消博会等国家级
展会平台，中国市场活力得以全面展
现，有力推动国内外商品、服务对接，为
中外企业提供难得合作机遇。

今年上半年，跨国公司继续看好
中国经济前景，加码投资中国的消息
不断传来。奥迪一汽新能源汽车有
限公司举办奠基仪式，大众安徽
MEB工厂已基本准备就绪，预量产
车将于下半年下线。中国美国商会、
中国德国商会近期报告显示，超六成
美资企业和超七成德资企业计划增
加在华投资。

一个充满机遇的新兴市场大国，一
个发展动能澎湃的创新大国，一个向世
界敞开襟怀的开放大国，带给世界各国
的是无穷的机遇。

（据新华社北京8月14日电）

全球跨国企业：

与中国脱钩行不通

国际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