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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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化学家为中国探索更多可能

野大化学冶时代初露端倪
阴丁佳

2008年 12月 31日，第 63届联合
国大会通过决议，将 2011 年定为“国
际化学年”，以纪念化学学科所取得的
成就以及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目前，国际化学年活动正在全球
超过 100个国家和地区热烈展开。作
为国际化学年的提案国之一，中国除
了积极推动此项议案获得联合国的通
过外，还在全国范围内组织开展一系
列“国际化学年在中国”活动。

2011年行将过半，国际化学年在
中国的活动也渐入佳境。6月 7日，“化
学百年回顾与展望———国际化学年在
中国报告会”在京举办。

当天，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讲堂
座无虚席。这场活动是中国化学界的
一次盛会，而代表着中国化学各大领
域的机构和学者，也从没有像现在这
样团结在一起。

百年化学全面开花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对国际化
学年的活动一直非常支持。本次报告
会上，白春礼在题为《化学：发现与创
造的科学》的报告中指出，百年来，化
学建立了重要的理论体系，创造了新
的物质；化学作为一门中心学科，推动
了其他学科的发展；化学也支撑了人
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造纸、中草药、冶金、陶瓷……从
古代开始，化学就一直伴随古人的生
产和生活。1901年，近代化学传入中
国。1932年，中国化学会成立。20世
纪，在化学高速发展的背景下，中国化
学家不遑多让，侯氏制碱法、抗疟疾药
物青蒿素、人工合成牛胰岛素等，都让
中国人的名字写在了化学的荣誉榜
上。

近几十年，基础研究水平成为衡
量一个国家科学实力的重要标准之
一。我国化学家在“拼基础研究”、“拼
论文”的竞争中，给中国科学赚足了分
数。

2008年，中国大陆在化学领域发
表的 SCI论文数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
一；与 2000年相比，2010年中国化学
家在两大顶级期刊《德国应用化学》和
《美国化学会志》上发表的论文数量，
分别增长到原来的 9.8倍和 8.4倍；此
外，截至 2011年 5月 17日，共有约 50
名中国学者在 20 种比较重要的化学
类期刊任职。
“化学在人类的进程中发挥了非

常重要的作用。”而在未来，白春礼认
为，化学将向更广度、更深层次的方向
延伸；新工具的不断创造和应用，将促
进化学的创新发展；绿色化学将带来
化学化工生产方式的变革；化学在解
决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重大问题
上，也将继续发挥更大的作用。

然而，正像许多其他学科一样，中
国要从化学大国迈向化学强国，还有
很长的路要走。

并不平坦的化学强国路

“煤”这个字，让人喜忧参半。
我国是产煤大国。2003年，我国煤

炭产量为 17.36 亿吨，2006 年为 23.3
亿吨，2010 年为 32.4亿吨。根据中国
煤炭工业协会 5 月份发布的通报，
2011年前 4个月，中国原煤产量就达
到 11.2亿吨。

在煤炭产量连年增长的同时，黑
煤窑、矿难、环境污染、煤价飞涨等有
关煤的负面新闻也层出不穷。就连专
门研究煤的中科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
所副所长王建国也承认，“煤炭是一种
低劣的能源”。

不过，中国对煤的依赖却不是短
时间内能够摆脱的。2009年，我国消费
了 20亿吨标煤，这个数字到了 2010
年飙升至 30亿吨。而根据此前中国工
程院院士陆佑楣透露的数字，到 2020
年，中国对煤的需求将达到 40亿吨标
煤，2030年还将增至 45亿吨标煤。

王建国认为，中国以煤为主的能
源格局在至少 30 年内都不会有大的
改变。“甚至可以用这样的比喻来形容
中国对煤的依赖，山西的运煤路上一
堵车，大家马上就会感到能源紧张。”

中国的煤很多，但在王建国看来，
我们用了很多煤，但却并没有用好。
“比如说，我国油气资源严重短缺，但
还要烧这么多汽油去拉煤，中国的能
源结构非常扭曲。” （下转 A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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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化问题更宜
生物学方法解决
———访广西科学院院长黄日波
阴本报记者 贺根生

受利比亚等国动荡局势影响，今年 3月以来，国际原油价
格一直在每桶 100美元高位上动荡徘徊，5月 27日，伦敦布伦
特原油价格又越过每桶 115美元，发展生物能源等可再生能
源显得更为紧迫。近日，本报记者就此采访了广西科学院院长
黄日波。
《科学时报》：作为国家非粮生物质能源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主任、非粮生物质酶解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你怎么看待国际
原油价格持续走高给我国发展生物质能源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黄日波：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给全球能源再次亮起了红
灯，让世界各国进一步认识到加快发展可再生能源的急迫性。

能源是人类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基本的公用性资源，
也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本资源保障。地球给
予我们人类的能源资源主要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远古年代地球
变迁形成的能源资源，称之为化石能源，主要是煤炭、石油和天
然气，这些能源是不可再生的；另一类是可再生能源，包括生物
能源、太阳能、风能、水能、海洋潮汐能等。人类社会的每一次进
步，都与能源结构变更和能源技术进步密不可分。

从远古到现在，人类社会主要经历了 3次能源结构的变
更。18世纪初以前为薪柴时期，人类利用火作为主要能源，生产
活动主要依靠人力、畜力和简单的水力、风力。18世纪的工业革
命，特别是蒸汽机和电的发明，促进了煤炭能源的利用与发展，
人类进入了以煤和蒸汽机为主的煤炭时代。19世纪中叶，随着
内燃机的发明，石油、天然气开始作为能源被广泛利用，推动了
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直到今日，人类主要还是依靠化石能源，
其中占比例最大的是石油，其次是天然气和煤炭。

但化石能源是不可再生的，总有被用尽的一天。因原油短
缺造成的能源危机，催生了可再生能源的发展。上世纪 70年
代发生的世界石油危机，促使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开始重视发
展可再生能源，其中也包括生物能源。现在，石油危机又来了，
它必将加速我国可再生能源包括生物能源的发展。
《科学时报》：作为新型可再生能源，非粮生物质能源在生

物能源产业发展中具有怎样的地位和作用？
黄日波：生物能源产业必须走以非粮生物质为原料的发

展之路。特别是我国人口众多，人均耕地面积只有 1.38亩，仅
为世界平均水平的 40％，以粮食为原料发展生物能源极不现
实，必须依靠非粮生物质。

可以这么说，在中国不依靠非粮生物质就不可能有生物
能源产业的发展。

目前，世界生物能源的主要生产国，除巴西主要以甘蔗为
原料外，其余的多还是用粮食来生产燃料乙醇。如 2009年，美
国产燃料乙醇 2200多万吨，主要原料是玉米；我国生产的 170
万吨燃料乙醇中，有 150万吨是以小麦或玉米为原料，只有 20
万吨用木薯为原料。

我认为，以粮食为原料生产燃料乙醇，这只是为推进生物
能源产业发展的权宜之计。从保障粮食安全考虑，发展生物能
源产业最终必须以非粮生物质特别是木质纤维为原料。

我国地缘广阔，非粮生物质资源相当丰富，仅每年农业生产
产生的农作物秸秆就有 7亿吨，这是发展生物能源的极好原料。

木质纤维燃料乙醇，被称为第二代燃料乙醇。目前，世界
上生产木质纤维生物能源方法主要有两种，即热化学法和生
物法（发酵法），但技术均未成熟，主要的问题是成本过高，无
法产业化。解决木质纤维乙醇生产的关键技术难题，就成为科
技工作者的重要责任。 （下转 A4版）

本报讯 近日，中国自动化学会收到国际自动控制联合会
（IFAC）主席 Alberto Isidori发来的贺电，祝贺两院院士、中国
自动化学会原理事长宋健当选 IFAC Fellow（会士），以表彰他
在所研究领域作出的非凡成就和卓越贡献。

宋健建立了由偏微分方程描述的受控对象与常微分方程
描述的控制器的模型，解决了这类系统的稳定性、点观测、点
控制的理论问题；扩充了钱学森《工程控制论》一书，进一步发
展了控制理论；领导和主持了中国反弹道导弹武器系统的研
制；建立了“人口控制论”这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相结合的
新学科，对中国和发展中国家的人口控制问题具有重大现实
意义；发起了“星火计划”，主持制定了“火炬计划”；发起了“夏
商周断代工程”，为中国古代史研究开辟了道路。

宋健曾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
奖、国际数学建模学会最高奖———艾伯特·爱因斯坦奖和何梁
何利基金 1998年度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IFAC成立于 1957年，中国自动化学会是该联合会的发
起者和第一批成员之一。 （柯讯）

宋健当选国际
自动控制联合会会士

发现窑进展

本报讯 近日，中科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李德铢研究组在对
木本竹子有较好研究的基础
上，选取 1种热带竹子和 5种温
带竹子，利用新一代测序技术
测定了这些种的叶绿体基因组
全序列。

该研究认为，采用叶绿体
系统发育基因组学手段对温带
竹子进行系统发育重建是目前
比较行之有效的方法，对于其
他困难类群的系统学研究也有
一定启示作用。

据悉，竹亚科隶属于禾本
科，全世界共分布有 1000多种。

木本竹子因种类数目多，形态
性状复杂多变及多年生一次性
开花等原因而成为系统发育学
研究难点。随着新一代测序技
术的兴起，系统发育基因组学
为解决这类困难类群的系统发
育关系带来了曙光。

李德铢研究组通过与已知
的 2 种竹子叶绿体基因组序列
比对，发现竹亚科植物的叶绿
体基因组非常保守，具有良好
的共线性和较低的分子进化速
率，并证实了通过改良高盐低
pH法直接分离叶绿体 DNA并
测序这一方法的可行性。

同时，该研究组基于 24种
禾本科植物叶绿体基因全序
列，还构建了禾本科的系统发
育树。强烈支持竹亚科和早熟
禾亚科的姐妹群关系，首次从
系统发育基因组学的角度证实
了近期的分子系统学研究结
果。在竹亚科分支中热带分支
和温带分支分别为两个很好的
单系，较之前的研究结果相比，
温带分支内部的系统学关系也
得到了良好的解决。

为探讨序列数据量的大小
对系统关系的影响，该研究组
利用 4组数据分别构建系统树，

分析认为基于叶绿体基因组全
序列的系统发育分析结果较为
理想。他们对基因中插入或缺
失的研究发现，45 个插入或缺
失中有 25 个可能为共近裔性
状，20 个可能为平行演化或回
复突变的结果，并且不同性质
的插入或缺失在各个基因中的
分布不均匀，对其在系统发育
学研究中的应用提供了参考。

该研究得到了中国科学院
知识创新工程、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和云南省创新团队的
支持。目前，研究成果发表在
PLoS ONE上。 （张雯雯）

本报讯 近日，由中国计量
科学研究院联合清华大学等机
构开展的“十一五”科技支撑计
划重点项目“阿伏加德罗常数
测量关键技术研究”课题通过
验收。

该课题组建立了一套固体
密度基准装置，该装置测量硅球
直径的准确度（优于 0.9nm）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通过构建新的装
置和优化工艺流程，使得自然丰
度单晶硅摩尔质量测量不确定
度达到了 8×10-8，是目前国际
上最高测量水平。该项目研究成
果为我国建立摩尔计量基准奠
定了重要基础，为我国在基本物
理常数研究方面争得了国际话
语权。

阿伏加德罗常数是一个将
微观世界与宏观世界关联起来的
基本物理常数。准确测量阿伏加
德罗常数对国际基本单位———
千克和摩尔的重新定义起着举足
轻重的作用，同时对于在原子、分
子和量子水平上研究和解决计量
基标准问题十分关键。

目前，国际上阿伏加德罗
常数的测定主要是根据完整晶
格单晶硅的摩尔体积和单个硅
原子的体积之比，通过准确测
量单晶硅球的密度，单晶硅摩
尔质量和晶格常数来实现。

据课题负责人、中国计量科
学研究院研究员罗志勇和副研
究员易洪介绍，该项目在国际上
首次实现基于“机械扫描精密相

移”原理和“新五幅算法”硅球直
径精密测量，整套系统的测量重
复性优于 0.5nm，直径测量准确
度优于 0.9nm。设计的多层特殊
管道布局真空系统，实现相位叠
加效应和温度梯度补偿效应的
精密控温，真空腔内温度长期稳
定性优于 1mK。

在单晶硅摩尔质量精密测
量研究方面，课题组构建了一
套新的五氟化溴法制备四氟化
硅样品的实验装置，优化了五
氟化溴法制备四氟化硅的工艺
流程，化学制备完全转化，无分
馏，在分子水平上混合均匀，污
染更少；并提出了准确测量硅
摩尔质量的新判据。

课题组发现国际阿伏加德

罗常数工作组所采用的碱溶法
制样过程中存在分馏效应，准
确测量了该分馏效应的量值，
揭示了 X射线晶体密度法和功
率天平法测量阿伏加德罗常数
存在不一致的原因，实现了重
要突破。

目前，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
开展的阿伏加德罗常数测量关
键技术研究内容已成为国际阿
伏加德罗常数合作项目的重要
部分。 （王秋艳）

竹亚科植物叶绿体基因组很保守

我国突破阿伏加德罗常数测量关键技术

本报北京 6 月 10 日讯（记
者王静）一年一度的国家科技奖
励评选工作正在紧张进行之中。

对于这一全封闭性的工作，

科技部首次向媒体披露了时间
和评选运行程序。目前，评选工
作已完成网络初评，进入会议评
审阶段。

最为重要的是，本次评选与
以往有诸多不同之处，可谓实施
了“矫正手术”。

其最大矫正有两项。这两项

看上去很细微，本质上很关键。
首先，本次的参选项目将根

据奖种特点适当增加公告内容。
本次评选除公示“基本信息”外，
自然科学奖增加了主要学术代
表作、主要完成人贡献的公示；技
术发明奖增加了拥有授权的知
识产权情况的公示；科技进步奖
增加了项目推广应用情况的公
示。同时，改进了公告方式，本次
除继续在科技部奖励办网站上
公告，还增加了科技部官网、《科
技日报》、中央电视台等发布信息
的渠道，将更加广泛地接受社会
监督。

其次，科技部奖励办工作人
员与评选专家以及项目完成人
之间，在评选过程中切断交流渠
道。在会议评审过程中，专家在
封闭的评选地点采用编号报到，
报到签名由部队士兵具体执行。
工作人员中除指定联络员外，其
他任何人不知道评选专家是谁。
进入评选现场时，专家手机上交
站岗士兵，在会场使用专门计算
机了解项目情况，开始评选工作。
据介绍，一般会议评选在一天内
完成，最多不超过两天。

与此同时，参评项目随机确
定答辩顺序。本次评选中，有 5个
评审组试点在会议当天由专家
随机抽取答辩顺序，以有效保证
项目答辩安排的公平性。

据科技部奖励办介绍，在第
一步项目答辩后，本次评选增设
了打分程序，评委提交打分结果
并签字确认，再由国家科技奖励
办现场打印汇总、组长签字确认。
其后还有重点讨论、投票表决、拟
定意见、拟定纪要的程序，纪要经
组长签字后生效。

而参评项目在报送科技部
奖励办之前，必须在项目完成机
构内建立推荐公示制度。

科技奖评选实施“矫正术”

本报讯 聋人之间由于经历
相似、生活交集较多，倾向于相互
结合组建成家庭。然而，聋人夫妻
生出聋儿的风险却很大，大约每
10 个在聋人家庭中出生的新生
儿中，就会有 3个注定听不到这
个世界的声音。

但现在，这一状况有望得到
改善。

为了预防和减少听力残疾发
生，对听力残疾进行早期干预，北
京市残联、市卫生局、市人口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博奥生物有限公
司等单位于 2011 年合作开展了
“北京市高危人群致聋基因筛查
项目”，对有需求的听力残疾人开
展致聋基因筛查。

6月 10日，该项目正式走进
北京市怀柔区。北京市残联副理
事长唐海蛟、怀柔区区长齐静、博
奥生物有限公司副总裁张志诚以
及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医院耳鼻喉
科主任医师、项目首席专家戴朴
等出席启动仪式。

第二次北京市全国残疾人抽
样调查显示，全市有听力残疾人
22.7万，而怀柔区目前有听力残疾
人 2299人，占全区残疾人总数的
11.3%。齐静说：“听力残疾严重损害
人的身心健康、生活质量，给个人
就学、就业、参与社会生活造成障
碍，给家庭、社会带来沉重负担。”

而其实，大部分听力障碍的
发生都是可以预防的。

（下转 A3版）

基因筛查为聋人带来福“音”

启动仪式后，医务人员为听力残疾人士进行了血样采集。 丁佳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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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科学中国人 2010年度人物 6月 10日在京揭晓。
此次共评选出中化集团沈阳化工研究院副总工程师刘长

令等多位在 2010 年为我国科技进步做出重要贡献的年度人
物，并同时颁发 4项特别奖。

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刘光鼎获“终
身成就奖”，四川辉阳生命工程有限公司董事长刘新垣、北京
医科大学第一医院教授郭应禄获“杰出贡献奖”，南方科技大
学校长朱清时获“杰出校长奖”，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5719工厂
厂长、高级工程师向巧等 5人获“杰出青年科学家”荣誉称号。

由《科学中国人》杂志社主办的中国科技与经济论坛暨第
九届科学中国人（2010）年度人物颁奖典礼，是为了奖励为国
家科技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科技工作者，激发科技工作者为
我国科技事业发展发扬自主创新、艰苦奋斗、勇攀高峰的精
神。科学中国人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始于 2002年，至今已评选
出袁隆平、钱学森等 200余名为我国科技事业发展作出突出
贡献的优秀科技工作者。 （潘锋）

科学中国人
2010年度人物揭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