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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少见的风和日丽的
冬日，在位于门头沟的中科院北京
森林生态系统定位站（简称北京森
林站）野外工作区，《科学时报》记
者与该站大气监测负责人周庆华
一起，采集大气监测数据。

这里是风口，冬春经常刮大
风。“五级、六级风很常见，有时达
到九级。”负责人工气象观测的张
华才说。11月 22日，这里迎来今年
第一场大雪，而市区阳光灿烂。

青岛夫妇

在北京森林站，人员来往和工
作的高峰期，是每年 5至 10月。剩
下半年里，最大问题是寂寞。离台
站驻地几十米外的公路上，运煤大
货车来来往往、热闹非凡，但却很
难找到一个能搭上半句话的外人。
“刚到这儿，不太适应，除了山

就是树，没啥意思！”4年前，从青岛
退休后，张华才、韩宝清夫妇误打
误撞来到北京森林站。原以为地点
至少是在京城四五环，没想到是在
这么偏僻的地方。

张华才通常没有假期。一天 3次采集数据，并进行换算和提
交报表。一年 365天，他都要按固定时间去野外观测点：早 8点、
中午 2点以及晚 8点。
晚上，考虑到安全，台站另一位工作人员王志辉会陪他一起

去。林子里不时能看到野猪、獾等动物，虽然它们通常并不伤人。
眼下，夫妇俩开始享受起这里的田园生活。林子多、阳光少、

温度低。从老家带来的蔬菜种子，通常也能收获一季。他们还在
院子里养了几只鹅、兔子、狗和猫。
“这里不接待旅游，过来做工作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学历最

低的都是硕士，素质挺高，好相处，心情比较愉快。”韩宝清说，领
导对职工比较关心，无论安全保障还是补给供应，都想得到。
而在一年前，工作人员孙汝才带着爱人王敏回了山东老家。

他已在台站工作 7年，王敏在台站工作 4年。当时孩子 3岁，该
上幼儿园了。苏宏新介绍，有些年轻人刚毕业，急于找工作，会来
台站，但成家后，有些人就会离开。有了孩子，年轻人就更留不下
了，孩子的教育问题解决不了。而且野外台站经费有限，工资不
会太高。
“找个人难啊！像张华才夫妇这样的，可遇不可求。”北京森

林站执行站长苏宏新感叹，当地农民不愿长期来工作。打一天短
工，每天也得 100元报酬，还得解决吃饭问题。

坚守的意义

北京森林站挂靠中科院植物所，由中科院几家相关研究
所联合主管。生物、土壤、水分和大气监测是主要工作。

苏宏新介绍，1992年建站以来，不仅国内很多科研和教学
单位的研究人员会来这里作研究，也有很多外国科学家来访问
和进行合作研究。同时，每年还会接待大量大、中、小学生的实习
和夏令营等活动。

从 2004年开始，北京森林站有了自动观测，但人工观测一
直坚持着。两者相互补充，相互校正，成本高，但更科学可靠。

没有长期定位观测，不可能了解生态系统演变规律。野外
台站发展不仅对基础研究有重要意义，从资源生态环境及社
会经济发展而言，也为国家战略宏观决策提供科学依据。

苏宏新很羡慕国外科学家作研究画出长长的曲线，所用数
据有的已积累了 100多年历史。“我们站最权威的监测数据是从
1992年至今的气象数据，也用了几代人的辛苦积累。”让苏宏新
聊以自慰的是：台站数据的长期积累非常重要，肯定用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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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及父亲目前的生意，温立原
略有回避。在他看来，这已经只是媒
体炒作的噱头了。

干过水泥匠、炒过瓜子，从做服
装代理起家，再到有自己的品牌企
业，温立原的父亲算得上“温州模
式”的典型代表。

时过事迁，父辈们的传奇现已
鲜有人效仿。“80后”温立原选择了
一条完全不同的生活道路。

浙江大学本硕毕业，曾在北京
律所工作，后因户口问题回到杭州，
在投行工作过一段时间。如今的他

是浙江省法院的一名公务员。
温州是中国经济的一个缩影。

30年来，国家经济结构在不断调
整、体制改革也在不断推进，但“温
州模式”转型和温州创业精神的传
承，却逐渐陷入停顿。

当年的温州模式渐行渐远，传
奇能否得到延续？

成长的烦恼

和中国很多城市一样，迫切希
望调整产业结构的温州，苦于找不

到新的增长方向。
多年来，温州产业结构一直没

有大的变化。其支柱产业局限在服
装、皮鞋、眼镜、打火机、塑料制品等
传统加工制造业。

同时，温州的中小企业数量比
重依旧很高。经济普查数据显示，
2008年，温州企业仍以中小企业为
主，多年来变化不大，亿元规模以上
的企业比重仅占 5.1%。
“‘温州模式’建立在低成本、

低利润的基础上。而今，随着劳动
力、土地、环保等成本的提升，外

加人民币升值、利率不稳定等宏
观政策影响，温州企业陷入了‘保
市场还是保效益’的两难局面。”
温州当地一位官员对《科学时报》
记者表示。

这种局面的直接后果是，自
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温州的 GDP
增速低于全国平均水平，被挤至浙
江省末位。2010年 GDP仅 2925.57
亿元，这一数值还不足美的和华为
两家企业当年的营业额之和。

在中小企业资金链断裂而不断
倒闭的背景下，温州今年的形势无疑

雪上加霜。温州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
据显示，该市前三季度 GDP合计
1993.40亿元，若想保持原有经济增
势，四季度 GDP要接近 1000亿元。
“这是温州改革开放 30多年来

最困难的一年。”温州市中小企业发
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如是形容。

流向和流量

真正把“温州模式”推到风口浪
尖上的，是此次高利贷危机下的“企
业老板跑路”事件。截至今年 9月
底，老板跑路的企业牵涉到至少近
十家银行和数十家担保公司以及众
多当地居民，涉及金额可能超过百
亿元。

许红星在温州统计局一线工作
多年，他观察到一个看似矛盾的现
象：温州今年上半年银行存款余额
突破了 7600亿元，而大部分中小企
业却表示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只
能选择利息很高的民间借贷。

（下转 A4版）

模式困境下的转型迷失
———阵痛之后看温州（上）

本报记者 黄明明

科学时评

在一家酒吧门口，酒保说：“我们不允
许比光速还快的中微子进到这儿。”话刚
落，他看到一颗中微子来到了酒吧门口。

最近，这个笑话在物理学界流传开
来。今年 9 月，欧洲原子能研究机构
（CERN）与大型中微子振荡实验（OPER-
A）项目组发布消息，中微子的速度快于光
速。这种微粒子有可能穿越时间，才让酒
保看到中微子的到来。

两个月来，许多物理学家表示对实验
结果心存质疑。近日，OPERA研究人员发
布了新产生的实验数据，再次确认了此前
轰动一时的“中微子超光速”实验结果。

然而，多名物理学家仍对此结果表示
不信服，中微子疑案仍然悬而未决。

修正最重要的系统误差

“上一次实验结果实际上只是一场意
外。”中科院理论物理所研究员李淼哈哈
大笑起来。

2005 年，OPERA 项目开始从位于日
内瓦的 CERN将高能中微子束送到 730
公里外的意大利地下 Gran Sasso 实验室，
试图对中微子振荡现象进行探索。研究人
员用 10.5 微秒的脉冲质子束来产生中微
子，在数据分析中，他们意外地发现中微
子比光速快了 60纳秒。

然而，面对难以置信的实验结果，物
理学家首先考虑到的是“误差”。“发射中
微子的束团太长。”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
究员曹俊称，“仪器探测到一个中微子的
时候，我们并不知道它是束团中的哪一个
质子产生的。”

这的确是那次毫无准备的实验中，最
受诟病的系统误差。

今年 10月 22日起，为了消除这个误
差，OPERA 实验特地将中微子束团缩短
到 3纳秒，并相隔 524纳秒发出。这样的
改进使每个能探测到的中微子都能找到
准确的发射时间。
“中微子跑完全部 700 多公里的路

程，只需要 2 微秒多，但由于它‘羞于’和
物质发生相互作用，所以太难检测到它。”
李淼和基本粒子打了多年交道，谙熟中微
子的个性。

因此，11月 6日结束时，探测器只测
到 20个中微子。与原来的实验结果一致，
新的实验证明，中微子比光快 62.1纳秒，
误差为 3.7纳秒。

曹俊认为，这项改进的确增加了结果的
可靠性，但是，仍有大量的误差来源存在疑
点。“如果说，上次实验后，我认为 99%是实
验错了，这次我认为 90%实验错了。”

李淼称，这次实验没有改进其他项目，
只是从技术上改进了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他们没有说服我”

“他们仍然没能说服我。”这是清华大
学物理系教授陶嘉琳的第一反应。

陶嘉琳曾作为一名实验物理学家在
费米实验室和 CERN工作过。“尽管修正
了我们此前最关心的问题，但是，GPS设
备的精度让我怀疑。”她说。

其实，早在 4 年前，费米实验室的
研究者们发现中微子速度超过光速 400
多纳秒，但被研究者们一致认为是 GPS
带来的误差。而并没有进行更深入的研
究。
“后来的实验，CERN 也没有对可能

产生问题的 GPS进行更换。”陶嘉琳说，
“这是一项很复杂的工程。”

正因为如此，一些物理学家猜测，
CERN将带着大量系统误差的结果发布
出来，目的之一便是为了告诉项目方：是
更换精度更高设备的时候了。

寻找中微子的魔幻性质

就在实验物理学家忙着进行独立实
验时，一些理论物理学家认为，也许中微
子具有某种“魔幻”性质，才让它们看上去
跑过了光速。
“第一次实验后的几天内，已经有 20

篇左右的理论文章试图解释这个现象。”
李淼说，“多数是修改中微子的色散关系，
也就是速度和能量的关系。”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张新民提
出，地球附近聚集的暗能量与中微子相互
作用，使中微子在暗能量中传播时超光速
了。
“这是基于我们在 2003年提出的‘中

微子暗能量’模型。”他说。
另一个模型则认为，除了长度、宽度、

高度、时间四维外，还存在额外维度。中微
子从额外维度抄了近路，才得以使经过计
算的速度超过光速。

然而，在物理学家们看来，这些解释
还不足以成为完整的理论体系，仅仅是一
些模型。
“目前不少理论猜测还显得很牵强，

不足为凭。”曹俊认为。
目前，物理学界都在翘首等候美国费

米实验室对 CERN实验结果的验证，期待
为中微子疑案盖棺定论。

中微子疑案悬而未决
本报见习记者 甘 晓行贿与受贿

无关鸡与蛋
舒圣祥

“我只是行贿，为什么判得比受贿还重？”———广东韶关宜达燃料开发
有限公司董事长、“粤北首富”朱思宜案二审开庭。庭审中，朱思宜认为一
审法院判刑 16年过重，恳求改判。（11月 27日《京华时报》）

不少人开始争论：行贿与受贿，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到底哪个应该
判得重？其实，争论行贿受贿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本身就是一个伪问题。行
贿者既有被动无奈的，也有主动出击的；受贿者除了主动索贿，更有一些感
叹：行贿的人都是含着眼泪让我把钱收下的，我觉得不收就对不起他们。

至于法庭上行贿受贿双方互相抱怨谁害了谁、谁应该判得更重，为的
是给自己卸责减刑。事实上，在被查处的腐败案件中，“行贿无罪”是当前
一块最大的短板。只要行贿可以肆无忌惮毫无风险，指望官员个个廉洁不
受贿，注定了神马都是浮云。

回到朱思宜案，这其实是一个专业的法律问题。朱思宜被重判是因法
院认定其犯行贿罪和单位行贿罪而两罪并罚。朱思宜则认为，自己只算单
位行贿者，不算行贿者，所以判重了。而朱思宜将 200万元送到公安局长
家中，究竟是个人行贿还是单位行贿，交给法院去独立审判即可；但应该
看到的是，“单位行贿”已经成为行贿无所顾忌的一块挡箭牌。

我国刑法规定，犯单位行贿罪，无论数额如何巨大，主要负责人刑期
皆在五年以下；而犯行贿罪，则最高可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
刑。但在现实中，单位行贿与个人行贿很难分辨。很多行贿者正是借着单
位行贿的罪名轻松逃脱法律严惩：出事的概率本身就不高，出事了还有单
位行贿的挡箭牌可用，为私利而行贿焉能不成为一种猖獗现象？

因此，严厉打击腐败行为，行贿受贿一个也不能少，而不是纠结于行
贿受贿究竟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

11月 27日，为期两天的武汉市第六届创业赶集会在武汉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会分为“实用项目区”、“文化
创意项目区”、“创业展示区”、“创业天使服务区”和“综合服务区”等展区，600余项展示项目亮相赶集会。图为参
展工作人员向观众介绍磁性电路积木项目。 王振武（新华社供图）

本报北京 11月 27日讯（记者张巧玲）2011中国自动化
大会暨钱学森诞辰 100周年及中国自动化学会 50 周年纪念
活动，今天在京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中科
院党组副书记方新、中国科协副主席冯长根等出席开幕式并
讲话，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思危作主题报告。

钱学森是中国自动化学会的创始人，第一、第二届学会理
事长，我国控制和自动化、系统工程等领域的先驱和领袖。大
会同时举行钱学森科学与教育思想研讨会，挖掘、探讨钱学森
教育思想理念，探索我国创新型科技领军人才培养的新模式。

开幕式上，钱学森秘书、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研究员
涂元季作题为《纪念钱学森百年诞辰，弘扬钱老科学精神》的
主题报告。

中国工程院院士孙优贤主要介绍了中国自动化学会 50
年发展历程。孙优贤说，中国自动化学会成立于 1961年 11月
27日，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自动化已成为保障和促进现代

社会发展和生产力提高的核心科学技术之一，自动化程度已
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水平和现代化程度的重要标志。

孙优贤认为，今后，自动化学会仍应作好创新研究和创新
发展，包括争取通过三到五年的努力，获得一大批突破性的重
大成果，打造一批学术会议的著名品牌，打造一批国内外知名
的创新服务平台等。

中国自动化大会是由中国自动化学会组织召开的全国性
学术会议，始于 2009年。本届大会旨在为自动化领域的研究
者和工程师提供原创科学的沟通机会，其交流重点为沟通自
动化领域的最新研究成果与进展，共享自动化领域的实践经
验，探索自动化对现代社会发展的意义、自动化领域的发展方
向等。

大会分为钱学森科学与教育思想研讨会、高速铁路和城
轨运行控制系统等七个分会场和 70余个专题报告，分别报告
各分支和交叉前沿领域的研究成果和进展。

中国自动化大会举行

本报讯 11月 26日 ~27日，国际欧亚科学院中国科学中心第 15届院
士大会在京召开。国际欧亚科学院执行院长、中国科学中心主席蒋正华作
工作报告，该院副院长、中心名誉主席宋健，中心名誉主席成思危出席大
会并讲话。

国际欧亚科学院成立于 1994年，目前已有院士近 700名，覆盖 46个
国家和地区，其中中国院士 124名。中国科学中心成立于 1996年。15年
来，中心在开展国际科技合作、服务社会经济发展、探索科技发展模式等
方面取得了积极成效。

蒋正华提出了中国科学中心 2012年工作思路：承担起民族文化大发
展的历史使命，进一步探索聚集院士智慧的组织形式，开展项目研究、实
施重大政策方面的战略研究，加强中心与总部联络并协助配合总部秘书
处（北京）及亚太区域中心工作，加强自身建设，并在这些工作过程中主动
提升科学文化的重要作用。

经过提名推荐、分组审议和主席团选举等程序，院士们投票选举出方
精云、曾益新和戴金星等 14名新院士。根据程序，新院士将待总部主席团
审批后，将被接纳为国际欧亚科学院院士。 （徐建辉）

欧亚科学院中国中心
召开院士大会

本报讯（记者王静）记者从 11月 25日召开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会
议上获悉，自 2006年至 2011年，科技部先后批准建设了 96个企业国家
重点实验室。这些实验室基本涵盖了我国国民经济建设的主要领域，5年
来发表 SCI、EI论文 1.1万余篇，获得授权发明专利 2100余项，成为推动
我国战略新兴产业的尖兵。

科技部基础司负责人介绍，分布在 8个学科的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依托于中央直属企业及子公司的有 45个，地方国有企业有 25个，民营企
业有 26个。中央企业为增强创新能力，共投自筹资金 37.1亿元，平均每
个实验室投入 8000多万元。

全国政协副主席、科技部部长万钢在会议上指出，我国企业近年来创
新能力有了长足进步，但面对建设创新型国家的总体要求，企业在促进发
展方式转变，以科技原创带动产业振兴方面，还有较大差距。

他提出要借鉴院校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发展经验，充分利用国家重点
实验室这个平台，以改革为动力，创新机制，整合资源，推动企业国家重点
实验室的发展。

企业国家重点实验室
成为新兴战略产业尖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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