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编辑尧版式院张双虎 校对院么辰 圆园11年 3月 28日 星期一

栽藻造押渊园员园冤愿圆远员9191-8191 耘原皂葬蚤造押shzhang岳泽t蚤皂藻泽援糟灶
粤源

社址院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一条乙 猿号 邮政编码院员园园19园 新闻热线院园员园原愿圆远员源缘83 82614597 广告发行院园员园原愿圆远员4586 82614588 传真院园员园原愿圆远员4586 广告经营许可证院京海工商广字第 8037 号 零售价院1援0园元 年价院228元 解放军报印刷厂印刷

基金简讯

基金委第三届监督委员会
第四次全体会议在京召开

3月 23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第三届监督委员会第四次全
体会议在北京召开。全体委员列席
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六届四
次全委会，听取并讨论了六届四次
全委会大会报告。审议了 2010年
监督委员会工作报告以及 2011年
工作要点。会议由监督委员主任朱
道本主持，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何鸣
鸿出席会议并讲话。 （柯旺）

完善公共安全体系
须借力制度化建设

渊每周一出版冤第 228期

阴本报记者 陈晨
最近几个月，我国各地火灾事

故频发，去年 11月 5日吉林商业大
厦火灾、11月 15日上海静安区高
层住宅楼火灾之后，今年 1月 17日
武汉武胜路某公司又发生严重火
灾，春节期间火灾警报更是不绝于
耳。此后不久，沈阳一座五星级饭店
又毁于一场大火，类似事故的频繁
爆发引起了各方面广泛关注。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

目的资助下，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
究院院长刘铁民研究员以上海 11
月 15日（文中简称“11·15”）火灾事
故为典型案例，从脆弱性角度对火
灾事故的原因、过程和影响进行了
深入分析，并剖析了灾害过程和行
为特征。

火灾频发暴露
城市公共安全系统脆弱

上海“11·15”火灾发生地位于
上海市中心静安区胶州路 728号的
28层公寓楼，楼内有常住居民 156
户，计 440多人，当日下午楼内大概
有 160人左右。事发时大楼正在进
行外墙节能（保温）装修施工，据有
关部门调查：起火直接原因是电焊
工在 10楼焊接脚手架承重工字钢
时电焊火花点燃了现场的尼龙安全
网等施工材料，继而火势迅速蔓延
形成“整体燃烧”，最终造成 58人死
亡、70人受伤，整栋大楼燃烧殆尽
的局面。
刘铁民指出，“11·15”火灾事故

有几个特点值得特别关注：在短时间
内即迅速形成大楼整体燃烧，燃烧条
件十分充分；相关部门动用强大消防
力量（装备和人员）用了 4个小时才
扑灭一栋建筑物的大火，扑救十分困
难；楼内人员死亡率达到 36%，加上
受伤人数，伤亡率高达 80%左右，伤
亡异常惨重；由于火灾发生的时间、
地点、社会环境等原因，事后处理困
难、复杂，且成本很高。
现代安全科学的理论认为：突

发事件的破坏性不完全取决于灾害
的原发强度，还取决于人类社会自身
应对各类灾害表现出的抵抗能力和
脆弱性。因此，脆弱性是事故灾难形
成的基本原因之一。脆弱性是决定灾
难性质、强度与结果的基本要素，同
时还具有放大灾害的作用。实际上，
无论是哪种类型的灾难，唯一可控的
要素就是改变灾害的脆弱性。
“现代社会中发生的事故灾难

多较为复杂，灾害行为和脆弱性几

乎涉及从自然到社会的所有领域，
而且互相交叉融合，脆弱性存在于
公共安全管理的各个层面和突发事
件应急准备、响应及恢复的全过
程。”刘铁民说。
刘铁民说：“无论从哪个方面来

看，上海‘11·15’火灾事故都是一个
典型案例。整个事件过程所暴露的
风险管理疏失、安全基础设施薄弱、
应急准备欠缺和应急响应能力不足
等问题，凸显出我国城市公共安全
领域的系统脆弱性。因此，辨识、分
析这次灾变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脆
弱性不仅能从本质上深化对这次事
故的认识，还有助于进一步解析和
反省我国公共安全领域普遍性矛盾
和结构性缺陷。”

克服系统脆弱性
应从制度化建设入手

刘铁民强调，在我国当前经济
社会发展水平下，某些重大事故的
出现并非一人一事之过，一段时期
内没出现问题也不全为一时一计之
功。“11·15”事件的过程与结果都提
示我们：灾难也不能完全归因于个
别人员操作失误和某些个别行业或
局部环节出了问题，更深层次的原
因可能表现在体制和机制上，即系
统的结构性缺陷，结构性问题应从
规律和机制上寻找原因。城市公共
安全是各级政府的重要社会管理职
能，也是一个复杂、开放的巨系统，
用系统论的认识论和方法论来分析
公共安全工作的本质和特征，可以

指导公共安全体系建设和其他具体
实践活动。
而调整和完善结构问题，根本

途径是制度化建设，并进而强化社
会管理职能。

在“11·15”火灾过后不久，公众
曾十分关注在项目管理过程中出现
的多层承、分包问题。显然，多层承
包作业可使管理能力稀释和安全监
管链条脆弱甚至断裂，事故风险增
加。

这些现象的普遍存在，其本质
不仅仅是个别单位的管理形式问
题，其源头可能就是制度化建设的
缺陷。

当前，我国煤矿、建筑和化工等
行业事故频发与分层承包这种简单
落后的劳动组织方式不无关系，而
在工业发达国家，类似这样的高风
险作业在法律上严禁承包作业，这
就从制度上根本杜绝了这一隐患。
“因此，客观地讲，虽然‘11·15’

火灾事故发生在上海，发生在一栋
建筑物装修过程中，但它所暴露出
的问题，绝不是仅限于一个城市或
一个行业的特殊、局部现象，可能在
我国公共安全领域中具有全局性和
普遍性，非常值得反省。”刘铁民说。

最好的参照是发生于 1996年
11月 20日的香港嘉利大厦火灾，
其灾害情景与“11·15”事件非常相
似，火灾也是发生在一座在用商住
两用高层建筑。当时正在进行大楼
装修，同样也是由于电焊操作工失
误点燃建筑材料并迅速形成整体燃
烧；虽然调动了大量灭火力量，但扑

救十分困难；不幸的是也造成了 41
人死和 80人伤的惨重后果，当时引
起了香港市民强烈反响，给当届香
港政府造成巨大压力。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香港 1996
年 11月 20日火灾事故调查后没有
追究任何个人的法律责任，但却把
事故原因主要归于当时的公共安全
体制与机制，在调查报告中特别指
出了一些制度上的缺陷，从而推动
了包括消防在内的公共安全领域的
制度化建设，包括：修订了《消防安
全条例》和《建筑物管理条例》，制定
多个新的消防安全标准，建立了社
区防火安全宣传活动的制度，成立
了应对特大事故灾难的特别救援
队，这些基础性工作使香港应对重
大事故能力明显提高，进入了安全
稳定时期。
刘铁民总结说：“历史经验证

明：重大事故灾难之后，如果把事故
原因一律归于‘责任’并只注重追究
当事人的法律责任和进行局部性调
正，充其量也不过是从思想上认识
到了问题的严重性，找到事故一部
分原因，而更重要的是应对大量同
类事件中作认真分析和反省，发现
其规律，进而由认识上升为知识，知
识是认识的凝练和升华，也是制度
建设的基础，只有知识再变成为制
度，公共安全体系的结构才能不断
完善，从而才能使脆弱性逐渐得以
减控，应对事故灾难的能力切实得
到提高。从这个意义上讲，当前我国
公共安全领域最重要和最迫切的任
务就是制度化建设。”

可控自组装体系及其功能化
项目启动会在京召开

本报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研究计划“可控
自组装体系及其功能化”项目启动会日前在北京召
开。本重大研究计划专家组、管理组及第一批受资助
的项目负责人和部分特邀专家 90余人参加了会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姚建年院士

出席会议并讲话。姚建年重申了重大研究计划在遵
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倡导的“有限目标、稳定
支持、集成升华、跨越发展”的原则下，充分发挥不同
学科间的交叉与融合作用，重在突出创新的要求。

该重大研究计划专家组组长、中国科学院院士、
厦门大学教授田中群围绕重大研究计划的科学意
义、研究目标、提倡的研究理念及组织形式等情况作
了报告。他从《科学》在纪念创刊 125周年专刊里提
到的 25个重大科学问题中，唯一与化学相关的问
题，即“我们能够推动化学自组装走多远？”谈起，强
调在分子以上层次创造新物质的重要性和挑战性，
并提醒大家注意当前我国科学家在自组装体系方面
的文章数量已近四分之一，但缺乏引领性工作的现
实。所以他希望本研究计划将更注重工作的原创性、
鼓励多学科合作并宽容科研失败。
启动会特邀了该领域几位专家围绕自组装领

域研究的总体发展态势、创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组装
基元或体系、自组装体系的理论及组装过程调控、表
征方法等方面作了综述性报告。专家们期望通过本
重大研究计划的执行，在新自组装基元创建、自组装
体系的理论方面有中国科学家的贡献。 （柯伟）

南开大学获
4项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

本报讯 2011年度第一批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
金资助项目日前揭晓，南开大学 4项目获得资助，数
量在全国高校内位居第二。本次获资助的申请人分
别是美国的 John D. Fortner、英国的 Surjit Singh、马
来西亚的 Jeffrey Too Chuan Tan、土耳其的 Ulas
Tezel。

为延揽外国优秀青年学者到中国内地开展基
础研究工作，促进中外学者之间的研究合作和学术
交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自 2009年起设立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外国青年学者研究基金”，旨在
鼓励国外青年学者来华参与国内学术研究，该基金
不仅可以让他们加深对中国科研状况的了解，推进
学术研究的进程，并与国内研究人员形成长期稳定
的合作关系，而且有利于外国年轻科研人员对中国
社会和文化的接触和深入了解，对于培养未来与我
国密切开展科技合作的骨干力量具有十分重要的意
义，是一项着眼于未来的战略举措。
根据该基金的实施方案，由依托单位提供外国

青年学者的研究条件和生活保障等，而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将资助其在华 6个月或 12个月的研究经费。
据了解，项目的评审遴选着重外国青年学者的受教
育背景、从事基础研究的经历和能力、以往取得的研
究成果等。对于来华开展的研究课题，按要求应属于
当前学科前沿和研究热点领域。
该科学基金目前处在试行阶段，采取中国科

学院和教育部推荐人选、个人申请、基金委组织评
审的方式予以实施。2011年度共有 74个项目获得
资助。 （张剑）

北方民族大学申报
国家级科研项目量再创新高

本报讯截至 3月 20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集
中受理结束，北方民族大学 2011年度国家级科研项
目申报工作已基本完成。该校共申报国家级科研项
目 137项，创历史新高。其中，申报国家社会科学规
划项目 50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9项，国家社
科基金艺术学项目 21项，全国教育科学规划项目 6
项，国家星火计划项目 1项。项目申报教师中，教授
占 35.8%，博士占 32.1%，也是历年来博士、教授参与
申报最多的一次。

2010年 12月中旬，北方民族大学启动了 2011
年国家级各类科研项目的申报工作，并在全校教师
中进行广泛动员，对项目申报要求、注意事项、相关
政策等方面作了细致的讲解及答疑。这些举措极大
地鼓舞了广大教师申报项目的信心，进一步提高了
申报国家级科研项目的能力和水平。 （柯旺）

中德芬三国
合作研究项目指南发布

本报讯为推动中、德、芬三国科学家开展实质
性合作研究，2011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NSFC）和德国科学基金会（DFG）、芬兰科学院
（AF）继续共同资助合作研究项目，支持中、德、芬三
国科学家间双边或三边合作研究项目。日前，三方合
作研究项目指南发布。
本次合作研究资助领域为免疫学。中方申请人

应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并正在承担或承
担过 3年期以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同时，合作
各方有良好的合作基础。
本项目属于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申请人

（不含参与者）同年只能申请 1项国际（地区）合作研
究项目。本项目计入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
的人员申请（包括申请人和主要参与者）和承担（包
括负责人和主要参与者）项目总数限 3项的范围。
中方申请人须登录 ISIS科学基金网络系统，在

线填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
项目申请书》。并将填写完毕的英文申请书及附件上
传添加至中文申请书的“附件”栏中一同在线提交。
各方申请人提交的英文申请书内容应完全一致。电
子版申请需经所在单位科研主管部门网上确认，并
打印一套纸质的中、英文申请书，经单位盖章确认
后，于 2011年 6月 15日前（以邮戳为准）邮寄至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柯伟）

本报讯 近日，“近空间飞行
器的关键基础科学问题”重大研究
计划学术交流会在北京召开。该重
大研究计划学术指导专家组、秘书
组和管理工作组的成员，项目负责
人和部分项目组成员参加了会议。
在本次学术交流会的学术指

导专家组和秘书组会议上，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沈文庆
院士介绍了科学基金的“十二五”
发展战略，强调了“更加侧重基础、
更加侧重前沿、更加侧重人才”的
三个战略导向。
沈文庆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近期发展的情况和 2011年基金项
目申请的新举措进行了说明，主要
包括：部分项目的资助经费和执行
期限将有所增加，同时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委员会将加大对创新仪器
研制项目的支持力度，鼓励面向重
大工程需求，突破设备研究中的关
键科学问题，提出新方法、新理论，
实现重大科学创新。沈文庆指出，
该重大研究计划已执行 3年，临近
中期检查。希望在今后的工作中充
分发挥指导专家组的作用，合理布
局，突出重点，实现源头创新，提升
相关领域的自主创新能力；促进近
空间飞行器基础研究平台的形成，
支撑相关技术的可持续发展。
该重大研究计划指导专家组

组长、中国工程院院士、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杜
善义介绍了近空间飞行器的发展动态和基础研
究中面临的挑战。近空间飞行器研究中所涉及
的科学问题体现在气动、推进、材料与结构、动
力学与控制等方面。随着飞行速度的提高，气动
阻力的增加比获取大气中氧的能力增长更快。
粘性干扰、真实气体和稀薄效应已经成为决定
未来近空间飞行器能否实现安全飞行、精确控
制的重大基础科学问题；超燃发动机的机理仍
需进一步研究，组合发动机的原理和方法上面
临艰巨的挑战，新概念推进的方法亟待探索；防
热材料的物理建模和性能预报远未达到理想目
标，与服役环境耦合和使用性能的材料设计方
法及新型合成方法需要向微观层次发展，热防
护和热管理急需探索新的原理和方法；气动热
弹性问题仍然缺乏有效的研究手段，涉及到复
杂外形和动力学特性的多学科建模问题和混合
异类多执行机构的复合控制方法，同时，在强耦
合、非线性、非确定性的鲁棒性控制方法以及超
燃发动机工作状态的精细控制方法等方面都有
待于深入研究。

本次会议中，重点支持项目的报告以全体
会议方式进行，培育项目按“气动”、“动力“、“防
热”、“结构”和“控制”5个主题分组进行学术研
讨。指导专家组和秘书组对交流会进行了总结，
对 2011年度建议延续资助的项目进行了遴选
推荐，对该重大研究计划 2011年主要工作概括
如下：

一是在该重大研究计划执行过程中，大部
分项目按照预定研究内容开展工作，并取得了
预期成果。相对而言，国防院校和研究院所针对
性强，注重基础研究与国防背景、型号需求的结
合；非国防院校更加注重学科前沿，突出前瞻性
和学术性。

二是加强顶层设计，对一些已获资助且有突
出进展的项目，以“培育项目”的方式予以延续资
助，以达到集成升华、跨越发展的目的。针对 2007
年度资助的 28项培育项目、2008年度和 2009年
度资助的 45项培育项目，根据项目进展和领域布
局，在 5个大项目群（气动、动力、防热、结构和控
制）推荐的基础上，全体专家经讨论、投票，建议对
19个项目予以延续资助（其中 3个项目研究年限
为 3年，其余 16个项目研究年限为 1年），并提出
项目延续期间研究的方向和内容。
三是 2011年度内召开“围绕动力控制和热

结构动力学问题”专题研讨会，并组织以动力为
主线，组织动力、气动、防热和结构等领域专家
召开专题研讨会，进一步促进项目的集成。

（詹世革孟庆国）

□本报记者张双虎

南方医科大学罗佳波教授长
期致力于中药制剂和剂型改革、中
药组方原理及配伍规律的研究。在
中药新制剂、新剂型及复方配伍规
律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的成果，已
主持完成十余种新药、新剂型的研
发。这些成果的取得，和科学基金早
期的资助关系密切。

1999年，罗佳波申请的“葛根
芩连汤配伍规律研究”得到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资助，他带领研究团队
开始用现代科学技术对中药方剂
进行系统的研究，对方剂有效组分
的定性、定量与国际接轨的现代质
控方法提供根据。
“主要是采用一些现代技术手

段和分析方法，譬如，用 HPLC法
测定各主要成分，考察HPCE指纹
图谱的变化，药理指标采用体外抑
菌、体内抑菌、解热试验、抗腹泻试

验和病理损害模型，来研究葛根芩
连汤不同配伍对主要化学成分、药
理效应变化的影响，综合分析该方
的配伍规律。”罗佳波说。

该研究对葛根和黄连降低黄
芩苷的含量，黄连降低甘草酸的含
量，葛根、黄芩、甘草使小檗碱的含
量降低，配伍产生的沉淀等进行了
分析，发现其中含有黄芩苷、小檗
碱、葛根素、甘草酸。各药配伍组合
中，以黄连的体内外抑菌活性最强，
不同的菌株强度有差异；解热试验
中，最佳组合为葛根和黄芩；在抗腹
泻试验中，最佳组合为黄连和炙甘
草。从治疗“协热下利”证来说，全方
4味药组合最佳。

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葛
根芩连汤配伍规律研究”的基础上，
该研究小组以军特需药品文号为目
标，进行葛根芩连新制剂的开发研
究，并完成临床前的全部研究工作。

2000年，罗佳波获得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重点项目资助，开始了对
麻黄汤组方规律的研究。

该项目以君药麻黄为重点，以
药理效应和效应成分为核心，从药
效、效应成分、生物利用度、药代动
力学等方面，揭示各药在方中的作
用、地位和相互关系，对传统的组方
理论在现代科学层面给予了进一
步的阐明。

麻黄汤由君药麻黄、臣药桂
枝、佐药杏仁和使药甘草组成，配
伍精当，历代医家对其组方原理的
认识较一致，因此探索方剂组成原
理，对于中药组方的研究具有较强
的代表性和极大的指导意义。通过
在器官、细胞、分子水平对本组方的
抗炎、抗过敏性哮喘作用及其机制
的研究，阐明臣药桂枝、佐药杏仁和
使药甘草对君药麻黄药理效应的
影响，深入分析麻黄汤的组方原理，
从而为方剂配伍规律的研究提供
方法学借鉴。

“该研究检验了我们采用的
方剂组成原理研究思路与方法的
科学性和可行性，对经典方剂配
伍规律加深了理解，并丰富方剂
配伍规律的研究资料。为在更大
范围内开展方剂组成规律的现代
研究提出可供推广、示范的模
式。”罗佳波说。
此后，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项目“麻黄汤组方原理研究”
的资助下，该团队又开展了麻黄
汤体内代谢的研究，建立了不经
衍生化直接分离麻黄汤代谢产物
麻黄类生物碱的分析方法，首次
对人体服用麻黄汤后的尿液中麻
黄类生物碱进行了分离和含量测
定。有关的代谢研究仍在进行中，以
期从中药复方代谢的角度，通过阐
明代谢产物的生物转化，寻找不同
药理作用的代谢产物的变化规律，
阐明麻黄汤的组成原理。
罗佳波研制的注射用双黄连

粉针剂成功地解决了中药注射剂质
量稳定性的技术难题，是国内外第
一个工业化生产的中药粉针剂，与
其研制的抗病毒感染性腹泻药物葛
根芩连微丸一起被列为全国中医急
症必备中成药。并在国内率先提出
“袋泡剂”剂型及研究资料，为中药
剂型改革开辟了新途径，这些技术
创新性研究成果，已转让药厂生产，
创造了重大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他也因此先后获国家发明奖、国家
科技进步奖三等奖、国家中医药管
理局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省科技进
步奖一等奖、吴阶平医学研究奖和
保罗·杨森药学奖、中国药学发展奖
等多项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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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两”基础研究“千斤”临床应用
———科学基金助南方医科大学教授罗佳波取得系列成果

长春外国语学校在进行灭火救援综合演习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研究院院长刘铁民在剖析了上海“11·15”火灾事故的成灾过程和行为特征
后指出，某些重大事故的出现并非一人一事之过，更深层次的原因可能表现在体制和机制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