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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重庆 2月 20日讯（记
者杨清波）从 2月 19日举行的
重庆晚熟柑橘节上记者获悉，到
2015年，重庆柑橘生产总面积将
达 300万亩，其中晚熟柑橘 100
万亩，重庆将在 6年内建成中国
最大的晚熟柑橘基地。

据悉，国务院总理温家宝
2008年视察重庆柑橘产业时，曾
期待 3年后重庆能举办“晚熟柑
橘节”。重庆市不负厚望，在全市
最大的晚熟柑橘基地、国家无公
害柑橘产地的长寿区举办了首
次“晚熟柑橘节”。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柑橘
产业体系首席科学家邓秀新称，
与湖南、湖北等地的柑橘基地相

比，重庆在柑橘种植方面走出了
极具当地特色的发展之路。重庆
发展晚熟柑橘拥有降水充足、四
季分明、周年无冻害这样得天独
厚的气候条件，且规模种植柑橘
已有上千年的栽培历史，其主要
品种包括从意大利引进的塔罗
科血橙新系、澳大利亚引进的
W·默科特、甜橙类中的特殊品
种夏橙以及鲍威尔和班菲尔脐
橙、红肉脐橙等。他希望重庆加
大科技投入、重视人才培养，打
造中国乃至世界最大晚熟柑橘
生产基地。

据相关负责人透露，为进一
步做大做强柑橘产业，重庆每年
约有 4亿元用于标准化果园建
设和柑橘产业发展，未来几年还
将投入超 100 亿元的资金发展
柑橘产业；同时，重庆市政府还
专门拨款 1000万元用于重庆柑
橘营销策划，力争到 2017年，将
重庆建设成为全国最大的晚熟
柑橘基地、最大的橙汁加工基
地、最大的种苗生产集散基地、
最大的柑橘科技创新高地以及
全国唯一的柑橘非疫区。

新华社电今年是第 63届联
合国大会确定的“国际化学年”。
为响应联合国决议，2011年“国
际化学年在中国”科普活动 2月
19日在中国科技馆正式启动。

2011年适值居里夫人获得
诺贝尔化学奖 100周年，也是国
际纯粹与应用化学联合会的前
身国际化学会联盟成立 100周
年。中国化学会理事长姚建年院
士表示，联合国将 2011年定为
“国际化学年”，其目的是在世界
范围内彰显化学对社会进步和
人类文明的贡献，鼓励公众尤其
是青少年对化学的了解和兴趣。

据介绍，“国际化学年在中
国”活动包括纪念性活动、学术
性活动、科普活动等。我国将在
2011年全年举办“化学科普展

览”、“化学开放日”、“中学生测
水游戏”等多姿多彩的活动。
启动仪式上，“触摸化学 感

受魅力”2011国际化学年全国趣
味化学实验设计大赛正式启动。
这项活动由中国科学院化学部
常委会 18位院士提议举行，将
面向全国广泛征集趣味化学实
验设计方案，从而向全社会更广
泛、更形象地展示化学的作用和
魅力。

另据中国科技馆馆长徐延豪
介绍，作为国际化学年专题，从本
月开始，中国科技馆“科学讲坛”
将每月安排一场化学领域的科普
讲座。启动仪式之后，著名化学
家、南京大学教授陈懿院士作了
题为《化学———让生活更美好》的
国际化学年首场讲座。（吴晶晶）

连日来，河北省农业部门针对
旱情组织农技人员深入一线，查苗
情、墒情、病情和虫情，提出有针对
性的技术建议和措施，通过发放资
料、编写墙报、发送手机短信等方
式，加强信息服务、开展多层次多形
式的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全面打
响抗旱促春管保夏收攻坚战。图为
河北省涿州市农业局副局长刘艳峰
（右）一大早就和当地农业技术人员
一起走进麦地查看旱情，并给农民
发放明白纸，传授抗旱知识。

高长安 冯朝明 /摄影报道

“苹果”有毒。
2月 15日，苹果股份有限公

司（Apple Inc.）发布了长达 25页
的《2011年供应商责任进展报告》
（以下称《报告》），首次公开承认此
前发生正己烷中毒事件的联建科
技、运恒五金是其供货商，以及这
两家代工厂使用有毒挥发化学品
正己烷对工人造成的危害。
这是自 2010年 4月起中国

34家环境NGO（后增至 36家）点
名苹果供应链问题后，苹果公司
首次作出的实质回应。以往数次，
苹果曾以拒绝透露供应链信息为
名消极回应，或表示不能确定出
现严重职业毒害和污染的联建科
技是其供应商，同时要求环保组
织“提供证据”证明联建与苹果公

司的供货关系。
自 2007年以来，苹果公司以

其时尚设计和创新技术，推出了
iPad、iPhone等一系列 IT产品，引
发市场销售的阵阵狂潮。每当苹
果新品推出的时候，在纽约，在伦
敦，在东京，在中国上海，大批粉丝
甚至会彻夜排队，希望最先拥有
和尝试这些产品。但在时尚靓丽
的外表后面，苹果的产品却有着
不为人知的另外一面：污染、侵犯
和毒害。这一面深深隐藏在其秘
不示人的供应链中，很少为公众
所了解。当苹果不断刷新销售纪
录的同时，生产苹果产品的员工
却遭受有毒化学品的侵害，许多
中毒工人还在身体和精神的双重
折磨中煎熬，劳工权益和尊严受

到损害，周边社区和环境受到废
水、废气的污染。

一份迟到的报告

《报告》从第 20页起，用了一
个章节对正己烷的使用进行说
明：“2010年，我们了解到，在苹果
公司供应商胜华科技苏州工厂
（又称联建科技），有 137名工人因
曝露于正己烷环境，健康遭受不
利影响……我们要求胜华科技停
止使用正己烷，并提供证据证明
已经将该化学品从生产线上撤
下。还要求他们修复通风系统。自
采取上述措施以来，再无工人因
化学品曝露受到损害。”

与此同时，苹果表示，已查实

所有受到影响的工人均已成功得
到治疗，“我们会继续检查工人们
的病历，直到他们完全康复。胜华
电子已按照中国法律的要求为患
病工人和康复期的工人支付了医
药费和伙食费，补发了工资。137
名工人中的大部分已经返回该工
厂工作”。
而从苏州传来的最新消息

称，137名工人中，部分人正在遭
受被迫离职的压力。联建科技受
害员工贾景川在其微博上说，2011
年 2月 11日中午 11点，他接到公
司主管的电话，得知南京鉴订结
果已经下来了，职业病九级，但同
时，该主管问他什么时间离职，“不
离职得不到公司的赔偿”。

（下转 A2版）

“苹果”有毒
阴本报记者 易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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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生物学家一直对淡水枝角水
蚤感到困惑不解。这是一种生有独眼的以藻
类为食的水蚤，它具有在无性和有性生存方
式之间转换的能力，并且能够在冰冻的湖底
生存几十年。

煤与瓦斯共采院领跑煤炭科学开采B1版
中国工程院院士袁亮提出的煤与瓦斯共采理论，解决了低透气

性煤层煤矿瓦斯治理这一世界性、历史性的难题，杜绝了瓦斯爆炸
事故，极大地解放了煤矿生产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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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孙兆扬
又到一年求职高峰期，“户口、外貌、酒量、驾车技

术、家庭背景”这些并非始于今年的就业“潜规则”浮出
水面，堂而皇之地进入公众视野。有的单位招聘包括酒
量、斟酒动作、舞姿、仪态举止及是否晕车都列入考察范
围。更有甚者，在一些地方，连生肖、姓名也成了招聘条
件。“隐性就业壁垒”已经成为大学生求职路上人尽皆知
的秘密，成为大学生就业路上的“拦路虎”。林林总总的
“隐性就业壁垒”让大学生们不得不面对现实。为了使自
己更快地融入社会、给自己求职时增添“砝码”，一些大
学生开始有意识地将培养“灰色技能”当成求职前的“必
修课”，提升自己这方面的能力。
所谓灰色技能，主要指的就是一些大学生为了能找

到一份比较满意的工作，毕业前专门修习《厚黑学》、喝
酒唱歌等技能。也指某些企业要求毕业生具备的诸如
喝酒、唱歌、搓麻将、打牌等有特殊要求的技能。
据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通过民意中国网和搜

狐新闻中心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2298人参与），70.7%
的人认为在职场竞争中具备“灰色技能”很重要，其中
20.0%的人表示“非常重要”。受访者中，64.6%的人表示
自己具备“灰色技能”。
调查还显示，超九成人（91.5%）坦言，身边存在刻意

培养“灰色技能”的人，其中 49.4%的人表示身边这样的
人“很多”。
为什么有那么多人重视“灰色技能”？调查中，72.4%

的人认为这是“人情社会”的必然结果；65.4%的人认为
原因是当下“酒桌上谈生意”现象普遍；41.8%的人表示，
这是职场竞争激烈所致。值得注意的是，41.2%的人认
为，不少人重视“灰色技能”源于应试教育无法培养企业
需要的人才；36.8%的人表示，应聘者所获证书缺乏含金
量，使得企业看重“灰色技能”。
“灰色技能”的流行曝露了实用功利主义价值观念

的盛行、世俗社会的焦躁和大学“社会教育”的缺位。
“实用理性”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基本精神。“关注于

现实生活，不作纯粹的、抽象的思辨，也不让非理性的情
欲横行，事事强调‘实际实用实行’”。“重人事关系，重具
体经验”。近代以降，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更是让国人对
实用主义顶礼膜拜、深信不疑。从“师夷长技以制夷”的
洋务运动到“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话语权争夺再
到“科玄论战”的人生观论战，实用功利主义的魅影在历
史的迷雾中不断隐现。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社会的不断形成，当代

中国的社会结构正朝着合理的方向转型，社会结构的弹
性、开放性和异质性正不断增强，对社会产生了全方位
的深刻影响，既有正面进步因素，也带来负面的消极影
响。传统实用功利主义作祟，使整个社会陷入躁动不安
的浮躁中，价值信仰缺失，人际关系淡漠，功利、享乐利
己思想严重，道德滑坡等等，这些消极思想因素映射到
大学校园，使大学精神引领社会功能日渐式微，不仅无
助于杰出创新人才培养，更带来了“价值理想的实用
化”，使当代大学校园面临严峻的“价值信仰危机”，诚如
有大学生曾这样不无感慨地写道：“我们所经历的改变
是以往任何一个时代中成长的人所不可比拟的。社会的
急剧发展、竞争的急剧上升，让我们还没有走向社会就
感到了社会的压力……大量的外来文化、生活方式、道
德行为准则也给我们带来了难以抗拒的冲击。”大学生
学习动机日益社会化、工具化，学习追逐目标愈益结果
化、实用化。有调查显示，大学生最感兴趣的课程依次是
“实用课程”、“专业课”、“实验课”和“思想政治课”。对实
用功利的极端追求便酿成了今天“灰色技能”的泛滥。
“灰色技能”的流行，从另一方面凸显了大学“社会

教育”的实为式微和缺位。当前，大学教授不愿或不屑与
社会推崇的诸多不良“灰色技能”进行“正面交锋”，往往
采取“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躲避现实主义
策略，面对社会现实存在的不良现象，往往含糊其辞、语
焉不详，这使得大学本应对学生进行价值观念塑造的功
能作用有日渐式微之势。同时，在社会大环境的裹挟下，
受应试主义的戕害，大学越来越只注重知识技能的灌输
与传授，而有意无意地忽视了人的心理教育和社会教
育。当代大学生不仅应具备良好的心理素质、从事某项
具体工作相关的良好功能性能力、自我管理的良好适应
性能力，更应具备适应不同领域的可迁移能力。在可迁
移能力方面，很重要的培养便是对信息选择甄别、人际
沟通、组织协调及语言表达等能力的培养。而大学在进
行知识传授的过程中，对大学生价值观念的塑造和可迁
移能力的培养却严重缺位了。
“灰色技能”这个不良社会风气的产物，带来的负面

效应不容小觑。当前，包括“灰色技能”在内的不良校园
“亚文化”在大学生中间还存在一定市场。如果任由学生
按照所谓社会技能去“自觉”、“自发”地培养，不仅不能
养成真正的技能，不利于青年的健康成长，还会导致校
园不健康“亚文化”的流行泛滥，酿成恶性循环，不利于
和谐校园的构建。
莫让“劣币”驱“良币”！若让“劣币”日益占据市场，

“良币”消失遁形，教育将走向尴尬的囧途！教育的核心
是学会做人！大学必须积极行动起来，营造健康的校园
文化氛围，让以“灰色技能”为代表的不良校园亚文化无
处遁形，用大学精神引领社会健康和谐发展，引导大学
生摒弃“走捷径”的想法，扎实练好内功，积极迎接社会
挑战！ （作者单位：山东理工大学）

“灰色技能”流行
曝露了什么？本报讯近日，中国科学院金属所沈阳材料

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卢柯研究组在纳米金
属兼具高强度和高韧塑研究方面取得重要突
破。该研究发现，梯度纳米（GNG）金属铜既具
有极高的屈服强度又具有很高的拉伸塑性变
形能力。研究揭示了梯度纳米金属铜优异的塑
性变形能力源于梯度纳米结构独特的变形机
制，微观结构研究表明，梯度纳米结构在拉伸
过程中其主导变形机制为机械驱动的晶界迁
移，从而导致伴随的晶粒长大，这种变形机制
与位错运动、孪生、晶界滑移或蠕变等传统的
材料变形机制截然不同。2月 17日，美国《科
学》周刊在线（Science Online）报道了该研究成
果。

工程结构材料的理想性能通常是高强度
和高韧塑性，然而强度与韧塑性往往不可兼
得。高强材料的塑性往往很差，而具有良好塑
性的材料其强度很低。纳米金属材料（即晶粒
尺寸在纳米尺度的多晶金属）是一种典型的高
强材料，其强度比普通金属高一个量级，但其
几乎没有拉伸塑性。如何提高纳米金属的塑性
和韧性成为近年国际材料领域的一项重大难
题。

梯度纳米结构是指晶粒尺寸在空间上呈
梯度分布。卢柯研究组利用表面机械碾磨处理
（SMGT）在纯铜棒材表面成功制备出梯度纳米
结构，自表及里，晶粒尺寸由十几纳米梯度增
大至微米尺度，棒材芯部为粗晶结构（晶粒尺
寸为几十微米），这种梯度纳米结构的厚度可
达数百微米。梯度纳米结构层具有很高的拉伸
屈服强度，最外表层 50微米厚梯度纳米结构的
屈服强度高达 660兆帕（是粗晶铜的 10倍），室
温拉伸实验表明，具有梯度纳米结构的表层在
拉伸真应变高达 100%时仍保持完整，未出现裂
纹，表明其拉伸塑性变形能力优于粗晶铜。

这种兼备高强度和高拉伸塑性的优异综
合性能，为发展高性能工程结构材料开辟了一
条全新的道路。

表面机械碾磨处理是近年来中国科学院金
属所沈阳材料科学国家（联合）实验室发展的一
种制备梯度纳米结构的新技术，其制备工艺简
单，适宜工业应用。这种新技术的发展不但推动
了梯度纳米金属的基本性能研究，也对高性能梯
度纳米表层材料的工业应用及材料表面工程技
术的发展有重要促进作用。 （周峰刘言）

梯度纳米金属兼具高强度高塑性
我学者揭示纳米金属的本征拉伸塑性和变形机制

科学时评
栏目主持：张明伟 信箱：mwzhang@stimes.cn

本报北京 2月 20日讯（记者
计红梅）今天，中国工程院在京启
动了参与人数达 227人的重大咨
询项目“中国煤炭清洁高效可持
续开发利用战略研究”。
该项目负责人、中国工程院

副院长谢克昌院士在启动仪式上
表示，我国以重化工业为主的产
业结构至少还要延续 20年，以煤
为主的能源结构和以燃煤发电为
主的电力结构则至少还要持续 40
年，而煤在作为主要能源的同时，
也是环境的主要污染源和二氧化

碳的主要排放源，对生态的破坏
与安全的威胁不容忽视。为解决
以高碳能源为主的能源结构与绿
色、低碳发展迫切需求之间的矛
盾，破解煤既是主要能源又是主
要污染源的难题，该项目将提出
近、中期的解决方案，提出方案所
要求突破的关键技术和政策措
施，最终为在全社会实现煤清洁、
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奠定基础。

据介绍，该项目将设置煤炭
资源与水资源、煤炭安全高效绿
色开采技术与战略研究、煤炭提

质技术与输配方案的战略研究等
10个课题组和综合课题组，以高
碳能源低碳化利用为理念，以煤
的清洁高效开发利用技术为重
点，以国内外已工业化和近工业
化的技术为案例，以先进的战略
研究方法如技术路线图、全生命
周期评价等为手段，对有关煤的
清洁、高效利用的全局性、系统性、
基础性问题进行深入研究。该项
目研究时间为 2011 年 1 月至
2012年 6月。中国工程院将为此
投入 800万元的研究经费，神华

集团还将给予 800万元的资助及
人力支持。
据悉，中国工程院对此项目非

常重视。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名誉主
席徐匡迪、院长周济、常务副院长潘
云鹤及原副院长杜祥琬将担任该
项目的顾问，参与的 227位项目人
员中包括院士24人、“千人计划”入
选者 2人、教授 61人、研究员 27
人、高工 53人。在 2月 20日到 21
日持续两天的项目启动会上，各项
目负责人将分别汇报各课题组的
实施方案，并就此进行深入讨论。

我国将“地毯式”排查
严惩重金属污染
新华社电近年来，我国重金属环境污染事件

接连发生。记者日前从环境保护部获悉，“十二五”
期间，我国将重拳严惩重金属环境违法违规行
为。今年将针对儿童血铅超标事件高发态势，着
力打击铅蓄电池行业的违法企业和违法行为。
安徽怀宁、湖南郴州、陕西凤翔血铅超标事

件，湖南浏阳镉污染事件……2009年以来，我
国重金属环境污染呈高发态势，严重影响了人
民群众尤其是儿童的身体健康。环境保护部 2
月 18日举行《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
划》视频工作会议，对“十二五”重金属污染防治
工作进行部署。
“重金属污染防治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

环境保护的头等大事。”环境保护部部长周生贤
表示，各地应进一步加强对重金属污染企业，特
别是工艺落后、污染严重的铅酸蓄电池、铅冶炼
等企业的环境安全隐患进行排查。
“要发现一个，解决一个，警示一片，把污染

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出重拳、用重典，严厉惩
治重金属环境违法违规行为。”他说。

周生贤强调，重金属污染防治要加强源头
防范，严格准入。禁止在重要生态功能区和因重
金属污染导致环境质量不能稳定达标区域新建
相关项目。制定并实施重点区域行业重金属污
染物特别排放限值。组织好重点区域重金属产
业发展规划、重点行业专项规划的环境影响评
价，并将其作为受理审批区域内重金属行业相
关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文件的前提。

他同时指出，各地一旦发生重金属污染突
发环境事件，要及时报告，妥善处置。各级环保
部门要切实加强对重金属污染事件的信息报送
工作，做到及时发现，尽早报告。

据介绍，今年我国将针对儿童血铅超标事
件高发态势开展专项行动，着力打击铅蓄电池
行业的违法企业和违法行为。环境保护部要求
各级环保部门对本辖区全部铅蓄电池生产企业
进行地毯式排查，对于没有履行环评手续、没有
完成“三同时”验收、污染治理能力不匹配、长期
超标排放的企业一律坚决依法停产治理，绝不
姑息任何环境违法行为，最大限度保障人民群
众环境权益。

据了解，《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
划》已获国务院正式批复。环境保护部要求各级
地方政府要将《规划》确定的目标、任务和项目
纳入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编制各重点区
域的重金属污染防治规划。环境保护部将会同
有关部门研究制定《规划》实施情况考核办法，
对达不到要求的地区，严肃追究有关人员的责
任。 （吴晶晶）

中国煤炭清洁高效可持续开发利用
战略研究项目启动

“国际化学年在中国”
活动在京启动

重庆打造中国最大
晚熟柑橘生产基地
政府将投超 100亿元资金

一位“果粉”在给苹果公司总裁史
蒂夫·乔布斯的信中说：“史蒂夫，苹果
能够做得更好！”面对这样的期待，苹果
似乎还有很多可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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