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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成立
62周年。近日，河南科技大学海军国防生
大队开展了“国旗下的宣誓”、队列会操、
歌咏比赛、海军知识板报比赛、内务整理
比赛等丰富活动纪念这个光辉的节日。
图为该校国防生学员排列成铁锚造型的
阵列向国旗敬礼。

谭永江 骆保恒 /摄影报道

欢迎参加“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
有奖征文活动

中国科学院建院 60多年来，与祖国同行，和科学共进，始终发

挥着国家科技“火车头”的作用，书写了辉煌的历史篇章，作出了
彪炳史册的重大贡献。

2011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也是中国科学院“创
新 2020”启动实施之年，特面向社会举办“国家的科学院，人民的

科学家———我心中的中国科学院”征文活动（网址：www.cas.
cn/zhengwen）。

欢迎登录wap地址院kxsb.ibidu.cn袁免费下载阅读叶科学时报曳手机版遥

阴余和军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总量快速攀升至世界第二，我国的科

技投入也逐年大幅增长。“十一五”期间，中央财政科技投入年均
增长 20%以上，增幅居世界第一位，仅 2010年中央财政科技经
费投入就达到 1890亿元，带动全社会研发投入近 7000亿元。随
着我国经济继续平稳较快发展，我国财政科技投入在“十二五”
末预计将达到GDP的 2.2%。

科技投入当然只是其中一方面。事实上，伴随着我国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科技事业的黄金发展期也随之而来。当前，科技领
域大量滞后的观念得以转变，诸多体制问题随着改革的深入而
逐步理顺，科技工作者的工作环境更好了，工作条件更优了，个
人发展和个人待遇也得到了保障。

毫无疑问，这是我国科技事业发展的重要机遇期，是我国科
技界的“好日子”。但是,艰难的苦日子我们挺过来了，如今的好
日子应该怎么过？在笔者看来，科技界应该抓住国家和社会为科
技工作提供重要舞台的有利时机，努力实现自身的转型，推动科
技事业与经济社会发展进入相互促进的良性循环。其中最迫切
的是实现三个方面的转变。

一是进一步从自娱自乐型的科技向服务型科技转变。虽然
专门的科学研究起源于“吃饱了饭没事干”的达人们出于兴趣的
探索，但自娱自乐型的科技已然不能适应社会快速发展的需要。
作为引领和推动人类社会发展的重要力量，科技不应该是高高
在上的阳春白雪，科技研发活动说到底是一种高端服务业。

因此，科技工作需要进一步以国家的前沿科技需求、公益科
技需求、战略高技术需求和产业科技需求为牵引，努力为国家富
强、社会进步和人们生活提供高质量的服务。要延伸扩展科技的
公共服务价值，努力做到“哪里有需求，哪里就有科技”。

比如，当国家提出加快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转变经济发展
方式时，中科院迅速组织实施了“支撑服务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
行动计划”，希望集全院之力，并与国家有关部门、社会各界通力
协作，共同服务国家发展目标的实现。这是全国首个针对战略性
新兴产业培育而设立的科技行动计划，其定位之高、力度之大、
行动之快、工作之实令人称道，诠释了服务型科技的应有之义。

二是要从注重科技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向更加重视质量和效
益转变。据统计，2010年我国在全球公开发表的论文数量已经跃
居全球第二，占全球论文总量的 10%；专利方面，2010年我国的
发明专利申请超过 39.1万件，同样居世界第二位，专利申请量年
均增幅超过 20%。可见，随着我国综合国力大幅增强，科技事业
发展的速度和规模也达到了相当高度。

但是同样可以看到，我国科技人员发表的论文数量不少，但
引用率、影响力还有待提高，我国的专利数量虽然很多，但转化
率、实施率极低。因此，在继续重视科技发展速度和规模的同时，
应该更加重视科技发展的质量和效益。有质量，我们的成果才能
经得住实践和历史的检验，才能实现“由大变强”；有效益，我们
的工作才对得起国家和社会的投入，才能收获社会各界的尊敬。

三是科技资源的投入要从基于平衡的考量向以科技成果产
出为导向转变。科技成果的产出是科技界向国家和社会“交账”
的重要体现。但在传统上，由于多种原因，我国的科技资源分配
要综合考虑地区、单位、学科、方向甚至年龄、性别等多种因素，
左右平衡的结果容易出现“该支持的不支持，该大力支持的得不
到应有支持，不该支持也混到了支持”的情况，不符合科技规律，
也不利于科技成果特别是重大科技成果的产出。

因此，我国的科技资源分配应转向以科技成果的产出为导
向，科技资源要服务于科技成果的产出并动态配置，做到发展好
的多支持，发展快的先支持。正如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
曾说过的，“要创造出成果，资源必须被分配给机会……要在可
以带来成果的领域集中稀缺性资源”，如此才能为纳税人的付出
奉献回报。

当然，其他一些未提及的问题也需要在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中解决。但无论如何，面对前所未有的黄金发展期，科技工作者
应该绷紧一根弦，抢抓机遇、转型发展，在珍惜好日子的同时，为
全体国民的日子过得更加有声有色作出更大贡献。

在黄金发展期
实现科技自身转型

发现窑进展

金纳米微胶囊实现癌症诊治一体化
本报讯 先诊断、后治疗是人

们看病时必经的过程。但对癌症
患者来说，诊断和治疗常常要二
次用药，增加了病人的痛苦和风
险。近日由哈尔滨工业大学与北
京大学组成的联合研究小组最新
研发的金纳米壳微胶囊，有望帮
助医生在提高诊断准确率的同
时，对疾病进行治疗，实现诊治一
体化。

这种金纳米微胶囊直径约 4
微米，20个排列起来才只有一根
头发那么细。金纳米微胶囊的结
构与鸡蛋类似，外壳是黄金做成
的，内核是高分子有机物。

在诊治中，金纳米微胶囊内
核能够发挥理想的造影剂作用，
可增强超声成像效果，提高诊断
的准确率；同时黄金外壳可以促
进人体局部吸收红外光，使更多
的光能变成热能，烧死目标部位

的癌细胞。
该项目负责人、哈尔滨工业

大学纳米医药与生物传感器实验
室教授戴志飞认为，这一成果的
最大突破在于使疾病的诊断、治
疗同时进行成为可能。

传统临床上，疾病的诊断和
治疗是两个独立过程，诊断和治
疗用药也是两种独立的药物。癌
症患者为接受相应仪器诊断，通
常要使用造影剂，而治疗时还要
使用其他药物。这样两次医疗过
程间隔时间较长，容易贻误最佳
治疗时机，还会增加患者的痛苦
和风险。因此，诊断用药和治疗用
药能否合二为一，一直是生物医
药界的一大难题。

近年来，超声诊断和光热治
疗是癌症领域使用越来越多的诊
断和治疗方法。癌症患者接受超
声诊断时通常要静脉注射造影

剂，以提高超声成像的灵敏度和
分辨率，帮助医生确诊。光热治疗
则是利用近红外光照射，人体吸
收光能变成热能，局部温度升高，
烧死癌细胞。与正常细胞相比，肿
瘤细胞对温度更敏感，一般 43℃
的条件下，正常细胞可以存活，肿
瘤细胞则会被烧死。

研制人员称，微量的黄金可
以通过代谢排出体外，对人体无
害，更重要的是它可以促进人体
吸收红外光，提高治疗效果。并且
金纳米壳微胶囊内核的高分子物
质也是无毒无害的。

这一成果在《应用化学（国际
版）》杂志发表后，《自然—材料
学》杂志对这篇论文进行了“亮
点”推荐。目前，该研究小组正在
努力推动该成果在临床上的应
用，期望尽早造福患者。

（商艳凯 好诚）

阴丁佳
5.4 亿年前的早期寒武纪，地

球将一份酝酿了几十亿年的礼物
赠给了还远未出世的人类。

这份礼物就是地球上最稳定
的地质结构———克拉通。

大陆和大洋是地球表面最大
的两个构造单元，大陆即是由造山
带将原本不相连的克拉通“焊接”
而成的。占陆地表面积 50%的克拉
通为人类提供了广袤而又安全的
家园，古老克拉通厚达 200多公里
的岩石圈，使其能够免遭地质作用
的破坏而保持长期稳定，没有明显
的地震和火山活动。

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地球科
学家逐渐认识到古老克拉通也并
不能永久保持稳定，它也会被改造
甚至被破坏。

我国的华北克拉通就是典型
的一个例子。自中生代以来，华北
克拉通遭受了强烈的改造和破坏，
不仅发生了大规模的岩浆活动和
成矿作用，而且大地震频发。科学
和人类社会发展都要求地球科学
家破解稳定克拉通破坏之谜。

日前在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召开的“克拉通形成与破
坏国际学术研讨会”上，这个谜题
将全球 200 多名顶尖地球科学家
聚集在一起，进行了一场跨越几十
亿年历史的时空对话。

特立独行的华北克拉通

20世纪地球科学最重要的成
就———板块构造理论成功地解释
了大洋岩石圈的形成和演化过程，
但却无法合理解释人类赖以生存
的大陆的形成与演化中许多重要
的地质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保存
着地球 44 亿年秘密的克拉通，一
直是地球科学领域经久不衰的前
沿研究课题。

稳定的克拉通遭到破坏或改
造还是人类认知中认识相当有限
的一种地质现象，对该现象的探
索能够为认识大陆的形成演化及
其资源环境效应、构筑更完善的
地球形成与演化理论体系提供新
的突破口。

对西伯利亚、东欧、北美、南
美、南非和澳大利亚等地区克拉
通的研究表明，尽管这些克拉通
有时也会发生局部改造甚至岩石
圈减薄，但它们仍具有稳定的特
性。

相比之下，华北克拉通则亲
历了地质史上形形色色的巨变。
自 18 亿年前华北克拉通形成后
至古生代，它一直保持相对稳定，
并存在厚度约为 200 公里的太古
宙岩石圈。

然而，自晚古生代以来，华北
克拉通东部有 100 多公里厚的岩
石圈消失了。在火山喷发后留下
的玄武岩中，科学家们找到了被
岩浆携带到地表上的地幔橄榄
岩。对这些橄榄岩进行研究后，科
学家发现，至少在有火山岩出露
的地区，如今的华北克拉通岩石
圈厚度只剩下了大约 60~80 公
里。

地球科学家利用地震波对地
球内部的透视功能，进一步确认华
北克拉通东部整体岩石圈厚度确
实小于 100公里。

更重要的是，华北克拉通丢失
的不仅仅是岩石圈厚度，其岩石圈
地幔的物理和化学性质也发生了
根本性的改变。这些迹象告诉人
们，华北克拉通东部从整体上遭到
了破坏，而不是简单的改造。

在地下发生这场剧变的同时，
地表也俨然一片沧海桑田。

一方面，华北克拉通东部成为
现今活跃的地震带，唐山大地震就
发生在这里；另一方面，伴随华北
克拉通的破坏，岩石圈构造伸展作
用形成了范围广大的渤海湾盆地，
沉积了大量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
同时，在克拉通破坏过程中，中生
代大量的岩浆活动也造就了华北
地区众多的多金属矿床资源，如金
矿和钼矿。
“从这方面讲，华北克拉通的

破坏不仅仅会带来地震灾难、火
山喷发等‘坏事’，也会带来可观
的经济效益。”中科院地质与地球
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张宏福告诉

《科学时报》记者。
而从科学角度上说，对华北克

拉通破坏的探索也有望成为打开
大陆地质大门的钥匙。来自英国伦
敦大学皇家霍洛威学院（Royal
Holloway University of London）的
地球科学家 Martin Menzies 认为，

华北克拉通是“研究克拉通活化和
岩石圈形成与演化机制及其时空
效应独一无二的试验平台和理想
场所”。

本次会议主席、中科院院士朱
日祥对此表示赞同。他说，如果人
们能真正理解华北克拉通的形成

和破坏，对全球其他克拉通乃至整
个大陆形成和演化的研究都具有
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破解华北克拉通之谜

2007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投入 1.5亿元人民币，部署实施了
“华北克拉通破坏”重大研究计划。
这个为期 8 年的科学计划几乎覆
盖了地球科学所有主要的学科大
类，参加人数近千。

4年来，该计划共资助了 46个
重点科研项目，凝聚了长期从事华
北克拉通研究的科研力量，吸引了
不同学科、不同单位甚至不同国家
科学家的参与。

这一研究计划集中我国在地
球科学、数理科学和信息科学等领
域的优势研究力量，围绕“华北克
拉通破坏”这一核心科学问题，短
短几年内就在大陆形成演化等基
础性和前瞻性研究领域取得了许
多重要进展。通过地震探测和沿
探测剖面的地质—地球化学研
究，研究人员发现华北克拉通东、
西部地壳与岩石圈地幔结构存在
着显著差异，证明华北克拉通破坏
主要发生在太行山及其以东的华
北东部。 （下转 A3版）

“中国科学家在华北克拉通破坏方面的研究成果令人折服”

华北克拉通研究提振地学强国梦
科学时评
栏目主持：张明伟 信箱：mwzhang@stimes.cn

□本报记者朱广清

科学探索事业与一份成功的
科技期刊之间是什么关系？在科技
事业发达的美国，科学家群体、经
费资助部门以及管理部门为《科
学》（Science）杂志提供了什么样的
支持，有哪些成功的经验？

近日，美国科学促进会（AAAS）
公共项目办公室资深公关人士
Natasha D. Pinol，综合《科学》杂志主

编 Bruce Alberts、比尔和梅琳达·盖
茨基金会全球健康项目资深人士、
《科学转化医学》（Science Transla-
tional Medicine）首席科学顾问 Elias
Zerhouni 及其编辑 Katrina Kelner
等人士的观点，向《科学时报》记者
诠释了《科学》杂志的成功秘诀。

倡导与引领先行

《科学》杂志成功的最主要秘

诀，是刊登世界上最新的科学研究
成果，特别是各个学科的高水平原
创论文；与此同时还刊登科学新
闻、科技政策、科学家观点等。

在全球所有同行评议的综合
科学期刊中，《科学》杂志拥有最大
的发行量，读者（包括印刷版和在
线读者）总数估计达到了 100 万
人。

而其出版商美国科学促进会
成立于 1848 年，是世界上最大的

非营利性、综合性民间科学机构，
它拥有 262个学会与科研院所，为
1000万人提供服务。
《科学》杂志为周刊，每年出版

51期，共刊发 850篇 ~900篇文章，
依靠读者订阅和广告收入填补同
行评议与期刊出版的开销。

但其实《科学》的订阅费并不
高，每位读者每月的花费还不到 3
美元。编辑部与美国科学促进会的
主要收入源自联邦政府与基金会
资助，以及实施一批较好项目所
得，这些项目领域涉及到科技政
策、科学教育、科技外交、科技交
流，以及科学传播等。
《科学》与美国科学促进会，常

常会采用各种各样的倡议形式，针
对科学与技术及政策研究、重大国
际科技合作计划、教育培训等方
面，阐明科学主张，推动科学与技
术政策的制定与实施，促进公众理
解科学，实现对社会的引领作用。

发挥不可替代的作用

《科学》及其姊妹刊物《科学转
化医学》、《科学信号》（Science Sig-
naling）等期刊的运作模式，均实行
编辑负责制。其中，《科学转化医
学》是 2009年 5月 6 日才创办的
新期刊，然而与已有 100多年历史
的《科学》相比，它也发挥了不可替
代的作用。

这本杂志主要帮助从事前沿
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科技工作
者更加有效地获悉最新研究发现，
通过“从实验室到临床再到实验
室”的模式，达到持续不断的信息
流动与反馈，进而提升了科技创新
价值，为科研人员成功找到攻克课
题难关的最新方法提供便利。

这种多重信息源的办刊模式，
使科研人员不仅能够了解本领域
的前沿热点，而且可以知晓其他研
究领域的最新进展与成就，从而探
索科学的更高境界。

例如，如果一位医学专家只通
过参加专业会议，阅读基础心脏病
学文章来获取信息，而没有从《科
学转化医学》里读到与医学交叉的
物理与计算机科研成果，那么他或
许将会错过突破医学难点的机遇。

此外，《科学转化医学》不仅仅
为学术界提供信息，还为政府管理
部门、生物制药厂乃至投资商、赞助
商提供服务。

办好中国科技大刊系列报道

叶科学曳杂志成功的秘诀在哪里钥

荨

本报讯 日前，中国哮喘联盟在京召开“2011世界哮喘日”新
闻发布会，该联盟总负责人、中国医师协会呼吸医师分会会长林
江涛在《全国哮喘患病及相关危险因素调查（北京地区）初步结
果》的报告中指出，本次调查确认哮喘总患病率 1.02%。城区患病
率 1.01%，远郊区患病率 1.04%，分别较 2002年的调查结果增高
98%（0.51%和 1.01%）和 141.9%（0.43%和 1.04%）。新诊断哮喘患者
占所有哮喘患者的 28.3%。截至 2011年 4月，仅北京市哮喘患病
率比 10年前就升高近一倍。
“近年来，我国支气管哮喘越来越得到广泛关注。”会上，中

国工程院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在视频报告中指出，“从
某种角度讲，我们可以认为哮喘的认知率和诊断率得到了提高，
哮喘患者开始重视该疾病，并到正规医院寻求规范的诊断和治
疗；但从另外一个角度我们不难发现，要真正有效遏制越来越高
发的哮喘以及规范控制哮喘症状，提高广大患者的健康生活质
量，仍然任重而道远。”

支气管哮喘是一种严重危害人类健康的常见呼吸系统疾
病，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为四大顽症之一。近 20年来，哮
喘在全世界的发病率不断上升，目前全球至少有 3亿以上患者。
我国的情况也不容乐观，患者人数至少 2000万以上。

5月 3日是第 13个“世界哮喘日”，主题为“哮喘是能够控制
的”，这一主题已经是连续第 5年被提出了。今年哮喘日再次强
调了 2010年提出的具体目标，即要在今后 5年里，在全球范围
内把哮喘住院比例减少 50%。林江涛指出，实现这一目标“需要
全社会的共同努力，充分重视哮喘知识的宣传普及，加大力度推
广哮喘的规范化治疗”。

中国哮喘联盟是中华医学会呼吸病学分会哮喘学组组织和
领导下的全国性哮喘防治机构，成立于 2005年 6月 4日，由钟
南山和上海瑞金医院教授邓伟吾担任顾问。每年“世界哮喘日”
前后，该联盟都会在全国 31个省市组织由医务人员参加的大型
主题宣教活动。 （王剑）

北京哮喘患病率十年翻番

国家天文台项目组获国际超算大会奖项
本报讯 日前，由中科院国家

天文台丝绸之路项目成员 Rainer
Spurzem和 Peter Berczik领导，其
他国际合作者共同参与的 GPU
（图形处理单元）超算项目组，荣
获了 2011 年度国际超级计算大
会“欧洲高级计算合作伙伴计划”
（PRACE）奖。

该奖旨在奖励在以下领域取
得优异成绩的欧洲科学家：使用
高性能计算资源，在科学研究上

取得突破；使超级计算扩展性获
得巨大提升的算法或硬件；大型
并行计算机上测试计算速度的新
方法。

本次获奖的工作是使用
GPU 超级计算集群完成了天体
物理直接 N体模拟，小组成员使
用自主开发的φGPU程序，分别
在国家天文台、德国海德堡大学
以及美国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
室的 GPU集群上完成了模拟。利

用国家天文台集群上的 164 个
GPU，他们完成了最高 600万粒
子的模拟，取得了每秒 51.2万亿
次浮点运算的成绩，约为理论峰
值速度的 1/3。

测试结果显示，如果使用更
多的 GPU，计算速度应该还有提
升空间。为了验证这一点，研究人
员正在与中科院过程工程研究所
合作，在 Mole-8.5系统上继续测
试。 （下转 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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