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科研生活：自信高效通往优秀

科研工作者是什么样子？ 是身着中山装、 口袋别
着钢笔、 深夜伏案工作的老者？ 还是衣着时尚、 妆容
精致、 忙着拯救世界帅哥靓女？ “科研工作者没有大
家印象中的老一辈科学家那么苦， 也没有大家心目中
想象的国外科学家那么酷， 科研就是一个工作， 与其
他的工作没有什么本质的分别。” 近日， 记者采访北京
市农林科学院蔬菜研究中心农产品保鲜与加工研究室
主任赵晓燕时， 这样说道， “大家都知道的蔬菜保鲜
与加工就是我每天的工作。” 一张口， 赵晓燕就做了个
简单的 “工作汇报”。

赵晓燕报考大学时， 第一志愿就是农产品加工专
业， 这也是全国开设此专业的第三年， “我从小就想
去研究那些别人搞不懂的事情。” 她说。 1987年， 她被
沈阳农业大学录取。

四年的大学生涯， 让她看到农产品加工研究在我
国还仅仅是起步阶段， 自此更是坚定了她扎根该领域
的决心。

来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 赵晓燕主要研究蔬菜保
鲜与加工， 百姓 “舌尖上的安全” 自是绕不开的话题。

多年来， 赵晓燕一直关注农产品质量与安全。 去
年参加了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的执法检查， “执法
检查过程中， 我们从蔬菜产地源头到销售物流过程的
执法检测和执法监督开展了全流程的调研， 总体上说，
我对中国的蔬菜的安全是充满信心的。” 赵晓燕说， 中
国蔬菜质量安全不断提升， 过去几年， 蔬菜的农药残
留合格率持续保持在96%以上。 “但仍然有百分之三
点多的不合格率， 消费者会对此表示担心， 也经常有
人问我， 到底该吃哪些蔬菜， 哪些蔬菜是安全的， 哪
些蔬菜不能吃？ 所以我认为在蔬菜质量安全方面， 仍
然有很多工作需要做。”

赵晓燕认为， 优质安全的蔬菜是生产出来的， 所
以政府要加强源头管理， 在生产环节加大投入， 大力

推行蔬菜标准化生产， 尤其对小农户加强宣传培训，
规范使用农药， 要求菜农或者生产者严格落实间隔期
和休药期， 不能用药的时候绝不能用。 政府还要大力
研发和推广蔬菜生产的绿色防控技术， 减少农药的使
用量。 她认为， 高质量的蔬菜还是管理出来的， 政府
要发挥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职能作用， 保持高压态势，
强化执法检测和执法监督， 并推动蔬菜的溯源体系和
诚信体系建设。

赵晓燕在科研道路上结得累累硕果， 她认为很大
程度上受益于她高效的工作方法。 “我从来不觉得自
己特别忙。” 除了能够高效安排自己的工作， 她还深谙
让团队高效运转的方法。

“有的导师觉得有些学生特别麻烦， 甚至嫌学生
比较懒散， 但我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我觉得每个人都
应该有自己的节奏， 在自己的节奏中体现出效率来。”
赵晓燕从不催着赶着自己的助手或学生干活儿， 但她
的学生们依旧日日挑灯夜战。

“外界再大的压力也比不上一个人内心的驱动
力。” 这是赵晓燕对自己的剖析， 同时， 她也巧妙地将
这种内心驱动法传授给了身边的人。

赵晓燕会在新人进入课题组时， 深谈一次， 以激
发他们内心的驱动力，“从早上到下午，中间吃饭都在一
起聊， 我一定要让他们看清楚自己内心的渴望到底是
什么。” 这是学生们能够自信、 快乐做科研的基石。

“我想不出来世界上有哪个职业比科学家更自由
了！” 赵晓燕说， 首先， 是时间上的自由， 科研工作者
可以自行安排自己的时间来工作， 当然， 科研工作者
由于内心驱动力的驱使， 可能在睡觉的时候也会在思
考问题； 其次， 研究方向的自由， 很多职业多数时间
里都做简单重复的工作， 但是科研工作者可以自主选
择自己感兴趣的问题去研究， 每一次的开始都是新的
研究； 第三是精神的自由， 做科研可以远离很多纷争，
做一个简单的人， 一个心灵自由的人。

另外， 在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中， “自我实现
的需要”是最高层次的需要，而在世间万物选择中，“科

研工作者” 这一角色可能是最易于达到这一需要的了，
当你完成一个课题的时候， 不仅是满足了自己的兴趣，
同时可能会给你带来为国家、 为人民作出贡献的自豪
感， 如果是重要的成果甚至会推动整个人类文明的进
步， 这都可以被称作罕见的 “超自我实现” 的体验了。

当她这样解释科研工作的优势之后， 很多学生就
会被赵晓燕吸引到科学研究的阵营之中。 加之赵晓燕
后续持续帮助年轻人塑造自信、 快乐的 “科研观”， 学
生和助手们的工作效率自然不会令人失望。

代表生活：用专业精神履职

在2019年的全国两会上 ， 自诩为全国人大代表
“新兵” 的赵晓燕提交了一份关于 《完善土地政策促进
农产品加工产业的发展》 的建议， 受到大会的重视。
用她自己的话说， 这是她当上全国人大代表后的第一
份满意的 “作业”。

一年前， 赵晓燕走进人民大会堂时， 给人的第一
印象：专业认真、知性优雅、言语不多。一年后，她再次来
到这里， 同团的代表发现她的变化着实不小———除了
之前的特点， 脸上更多了一份责任赋予的凝重。 而这
一切， 都是当全国人大代表后不知不觉带来的变化。
其中， 高效的做事风格让变化来得如此之快。

作为全国人大代表， 列席常委会会议、 参加农产
品质量安全法执法检查、 调研乡村振兴相关问题……
赵晓燕代表履职的第一年着实很忙。 “我自己都没有
想到当代表会这么忙。 要想当一名合格称职的代表，
需要学习的东西实在太多了。” 谈及第一年的履职感
想， 赵晓燕觉得， 这既是自己开阔视野和深入思考的
一年， 更是角色和责任转变的一年。

赵晓燕是一个很爱思考的人。 在她看来， 仅以自
己的专业积累， 距离成为一名合格的人大代表还差很
多， 如何做到发挥自己专业优势的同时， 能够跳出专
业看农业， 站在更高的维度思考和理解中国农业的发
展， 成为她经常思考的问题。

“以前经常看学术报告， 虽说都叫报告， 但其中
的什么立法审议、 财务预算、 规划编制， 之前通通没
接触过， 现在要提出有建树的建议意见， 谈何容易。”
赵晓燕坦言， 如何读懂工作报告成为了她第一个要攻
克的关卡。

刚开始，她拿到一份报告后，从头看到尾，觉得好像
看懂了，但又觉得没太看懂，这种情况下，想提出高质量
的建议自然无从谈起。 认真且不服输的赵晓燕开始跟
自己“较劲儿”，对报告中不懂的各种专业术语，她要么
自己网上查阅，要么虚心请教身边的专业人士。 在参加
分组审议时，仔细聆听和学习其他与会人员的发言。

伴随代表桥梁纽带作用的发挥， 赵晓燕从一个倾
听者变成了沟通者， 这也让她的履职从实验室、 科研
院所扩展到了更广阔的社会领域。

“代表的履职能力与眼界和看问题的高度是密切
相关的。 要提出真正有建树的、 有益于国家社会发展、
有利于民生改善的建议意见， 我觉得代表接触和关注
的领域必须要进行拓展。” 赵晓燕告诉记者， 履职这两
年来， 自己不但认真学习了解国家政治制度和经济社
会发展形势， 还学习了多部关于人大工作和农业相关
的法律， 这些学习改变了自己的知识结构， 提升了自
己的高度。

功夫不负有心人。 现在再拿起一份报告， 赵晓燕
可以很快抓住重点， 找到各种干货内容加以分析， 得
出结论， 并有的放矢地提出建议。 “人大工作内容丰
富、 领域宽广， 从监督 ‘一府两院’ 工作， 到各委办
局工作监督检查， 再到专题询问讨论， 都要求人大代
表不断进行相关专业知识储备。 尤其是涉及立法审议、
财务预算、 规划编制， 不仅需要代表具有深厚的知识
积累， 更需要较强的学习能力。” 赵晓燕说。

过去学习生涯中， 赵晓燕一直从事农产品加工研
究， 特别是蔬菜采后保鲜加工科研工作。 履职伊始，
她有些担心， 担任人大代表会与科研工作产生冲突，
觉得科研工作和人大工作用的是两股劲儿， 可能会相
互影响。 但两年下来， 她发现二者完全是相辅相成的。

“人大代表的工作， 更好地指导了自己的科研立
项和选题。 同时，我在科研调研和实践中改变了已有的
纯粹科研的思维方式， 为代表工作提供了深厚的素材。
在身份转换与互动中，互为启发、彼此促进。 ”赵晓燕说。

一直在科研院校工作的赵晓燕打了这样一个形象
的比喻：人民代表大会本身就是一所学校，而代表们就
像这里的学生。这所学校门类齐全，学生来自各行各业。
因此，每次开会和交流学习，都是自我提高的好机会。

记得2018年7月， 刚当上几个月人大代表的赵晓燕
参加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执法检查，
在广西多地进行检查和监督。 在南宁期间， 检查组暗
访了4个菜市场， 深入了解蔬菜质量安全检测抽样情
况， 和普通市民面对面沟通， 了解人民群众对蔬菜质
量安全的看法。 这些一手的调研材料， 最终都被写入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执法检查报告中， 并成为报告的亮
点之一。 同年10月， 这份执法检查报告提交十三届全
国人大常委会第六次会议审议。 赵晓燕作为全国人大
代表列席了此次常委会会议， 并在分组审议执法检查
报告时就我国蔬菜安全的总体情况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执法检查情况进行了发言。

“一名合格的人大代表， 首先应主要在自己专业
领域和所熟悉的民生相关领域发挥作用。” 在赵晓燕看
来， 从事这么多年的蔬菜保鲜加工技术研究， 目的就
是为了让人民群众吃上更新鲜、 更营养的蔬菜。 现在
既然当了人大代表， 就不能只关心蔬菜了， 而是要接
触更多的民生领域。

家庭生活： 充满爱才能优雅

赵晓燕除了是一名科研工作者、 导师， 还有一个
身份那就是母亲。 尽管她自己不觉得工作非常繁忙，
但她还是经常打趣说： “不在回家的路上， 就是在去
办公室的路上。”

多年来， 赵晓燕几乎一直是两点一线式的工作和
生活， 她既热爱工作又热爱生活。

赵晓燕回忆， 在怀孕或哺乳期， 女性会分很多精
力在小孩身上， 而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 ， 她也发现，
孩子的班主任似乎更愿意和妈妈沟通， 一些相应的作
业处理、 兴趣班接送工作， 自然也就落到了妈妈头上。

说到底， 这是如何平衡科研工作和家庭的问题。
正如赵晓燕所说， 在家里， 她总想在妻子、 母亲、 孩
子角色之间找到一个最佳平衡点； 在单位， 她又有责
任和义务指导学生、 做好工作及分内的事情。 为了兼
顾研究、 学生和孩子， 有时她 “要把自己掰成三瓣”。

但人的精力毕竟有限， 面对取舍， 赵晓燕努力做
到平衡，事后发现，最终的选择通常是“家庭先退后”。

事实上， 赵晓燕分配给家庭和孩子的时间是比较
有限的。 “陪伴对于孩子来说当然很重要， 但是我觉
得陪伴前面应该加一个词： 真心享受， 享受和孩子在
一起的时光。” 赵晓燕在教育孩子方面的心得。

除了必要的亲子活动， 赵晓燕还特别注意日常和
儿子的相处， 尤其是尽量不在学习成绩上给儿子施压。

现在的赵晓燕从不把获得知识和分数高低关联起
来。 她相信， 孩子对万事万物都充满好奇心。 这是驱
动他们获得知识的最好动力， 如果他们一直保持这种
好奇心， 一定能够不断进步， “作为家长， 应该要保
护住他们的好奇心， 不要用成绩去束缚他们。”

“我非常感谢我的丈夫和儿子， 家庭是我最温暖
的港湾， 是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赵晓燕说， 家务活
是繁重工作最好的 “调节剂” ———摆弄花草， 熨衣服，
下厨烹饪， 甚至扫地、 擦灰在她看来都是解压和放松，
把家里收拾的好好的， 是一种享受。

喜欢迎难而上的赵晓燕不仅总是在科研上勇攀高
峰， 在生活中也是时时充满创新和乐趣。 她还告诉记
者一个让家务活变得有趣的小窍门———创造性劳动 ：
“比如做饭， 我会经常创新菜式。 儿子经常说， ‘妈
妈， 今天的菜又换啦！’”

“工作和生活从来不是矛盾体， 女性可以很优秀，
同时也很优雅。” 赵晓燕说， “而热爱就是通往优秀和
优雅的必由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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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进赵晓燕的实验室， 她拿起一个橙
子， “你看这个水果， 是我们从超市买来
的， 我们要从看、 闻、 色、 味等多方面看
它是否新鲜。 我从事这么多年的蔬菜保鲜
加工技术研究， 目的就是为了让人民群众
吃上更新鲜、 更营养的水果蔬菜。”

赵晓燕的头上顶着一道道光环： 国家
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系加工技术岗位专
家、 全国农业科研杰出人才、 泰山产业领
军人才等， 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北京
市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等多项科研课题
……这些成绩似乎让赵晓燕成为 “人生赢
家”， 有人觉得命运对她太过眷顾， 但事
实上她成功的秘诀都掌握在自己手里———
“热爱”。

农农林林科科学学家家赵赵晓晓燕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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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晓燕（左）和同事一起做试验

赵晓燕在人民代表大会上

会场上留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