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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郑金武）记者近
日从北京市科学技术委员会获
悉，2010年北京地区全社会科普
经费筹集额 20.42亿元，比 2009
年增长 14.78%，排在全国各省市
区之首。

今年 1月底，科技部发布了
2010年度全国科普统计数据。统
计显示，2010年我国全社会科普
经费筹集额 99.52亿元，比 2009
年增长 14.22%。北京地区科普经
费占全国科普经费的五分之一左
右。

据介绍，2010 年度北京地区
科普经费中，政府拨款 11.21亿，
比 2009 年的 9.45 亿增长了 18.
52%，占全部科普经费筹集额的
54.9%，其中，科普专项经费 7.145
亿元，人均科普专项经费 36.42
元，比 2009年的人均 27.76元增
长了 8.64元。2010年社会捐赠 0.
68 亿元，比 2009 年增长了 150.
85%。

科普经费持续增加，有力地
推动了北京地区科普场馆建设，
促进了北京地区科普事业持续健
康发展。据统计，截至 2010年底，
北京地区共有建筑面积在 500平
方米以上的各类科普场馆 82个，
比 2009年增加了 9个。在这些场
馆中，科技馆 12 个，科学技术博
物馆 53个，青少年科技馆（站）17
个。北京地区科技馆共有 195.
3838万人次参观，比 2009年增长了 6.08%，科学
技术博物馆共有 639.2020万人次参观，比 2009
年增长了 7.41%。

科普人才队伍不断壮大是北京地区科普发
展的一大亮点。据悉，2010年，北京地区拥有科
普专职人员 6762人，比 2009年增长 4.5%。其
中：中级职称以上或大学本科以上学历人员
4618人，女性 3331人，农村科普人员 646人，管
理人员 1724人，科普创作人员 1514人。此外还
拥有科普兼职人员 37817人，比 2009年增长了
3.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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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有报道指出，2010年中国 58.3%的捐
款都流入政府、慈善会及红会系统中，仅 1.3%
捐款到了慈善会之外的社团、民非和福利院。
而即使在这 1.3%的捐款接收部门中，仍不排
除有政府背景的公益组织。一些民间公益组
织呼吁公示善款流向。（2月 6日《京华时报》）

这则简短的新闻，看起来虽像是一些民
间公益组织和爱心个人的情绪表达，但仔细
想想，流入政府的概念是什么？是不是政府将
捐款都变成了“办公费”或“团体福利”，显然
并不可能。报道中虽未明示，但从字里行间中
却基本能读出这种主观臆断的味道来。

其实，任何意义上的公益组织，其身上都
附着了公众天然的怀疑和不信任元素，这并
非公益组织有何原罪，而是他们所处地位和
所起的公益作用造成的。人有钱又缺失约束，
就存在变质的可能。

公益组织在当前社会语境中普遍缺失诚
信，是构建社会良性的慈善形态的最大障碍。
而要消除这一存续较久的障碍，取决于相关
法律的订立。

需要认识到的是，我国当前公益慈善制
度尚存待改革之处，特别是“衙门之鸠”这一
核心问题，一直是当前公益事业的致命伤。而
政府在其间的身份与作为，需要法律法规去
制度性廓清。

此外，民间公益组织也须得到法律的正
名、约束与信心提振。不管我们愿不愿意提
及，当前一些所谓的民间公益公司，并非一些
人所称的那样“天真与纯洁”，或许他们一开
始就不是真正地为了公益事业的发展，其骨
子里面还是冲着钱去的，只是扛着“公益”的

大旗招招风罢了。
总之，不管约束与监管的公益组织是官方背景还是民

间背景，都需要法律的及时补白，这样才能搭建起一方让
人放心捐款的法制平台。

姻本报记者 陆琦
医学上，有个“节俭基因假说”。节俭基因

能帮助人类在食物富足期储存能量以备饥
荒，在饥荒时尽量减少能耗。但是，在物质匮
乏时期形成的节俭基因还没来得及改变以适
应“富足生活”，便在营养负荷过度的情况下
让人类出现了肥胖、糖尿病等“富贵病”。
其实，大多数环境适应都涉及相关疾病。

如乳制品代谢过程中存在乳糖不耐受、紫外
辐射适应中的光敏性皮炎以及维生素 D缺乏
性佝偻病等。
随着群体遗传学信息、环境因素和表型资

料的不断累积，有越来越多的研究发现，环境因
素在人类的适应性进化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简单而言，人类群体环境适应性研究就

是应用达尔文进化论的思维，分析不同环境
对生存于其中的人群的自然选择作用。”中国
科学院院士张亚平说。
日前，张亚平等从自然气候因素、环境中

的病原体分布及食物来源等方面，对人类的

适应性进化进行了综述。相关论文发表在《科
学通报》2012年第 2-3期上。
文章第一作者、宁波大学医学院生物化学

与分子生物学系讲师季林丹认为，人类群体环
境适应性研究的意义之一，是可为人类的历史
提供印证信息甚至新的线索。“从采集狩猎型
社会逐渐过渡为农耕社会，人类的饮食组成发
生了极大变化，牛奶及其他乳制品、麦类等开
始出现在人们的食物中。现有的遗传学数据显
示，不同人群中与上述食物代谢相关的基因可
能经历了自然选择，不同人群的遗传背景与他
们的饮食习惯密切相关。”
为什么北方人通常比南方人高大？为什么

随着纬度升高，人的肤色逐渐变浅？“通过环境
适应性研究，可以直接从环境角度来寻找不同
人群表型差异的根本原因。”季林丹说。
此外，人类群体环境适应性研究还可为今

后气候变迁应对策略的制定提供参考信息。
在张亚平看来，人类群体环境适应性研究

的最终目的是为了更好地研究临床疾病。
从达尔文医学角度，疾病就是一种不适应

体内外综合环境而导致的状态，只是这个不适
应要经由一个很长的进化学上的时间尺度才
显现出来而已。因此，这些疾病的发病机制及
诊疗可以尝试从分子进化角度进行新的探讨。
“随着科技发展，不同人群的表型数据、分

子遗传学数据、环境数据逐步累积，统计分析方
法不断改进，从分子进化角度来研究人类的进
化历史和相关疾病的研究日益增多，逐步开始
从整体、多维的角度分析人类表型 /基因型的
分子进化。”
宁波大学医学院预防医学系副教授徐进

举了两个国外的研究例子：2010年，剑桥大学
研究人员发现大猩猩能够携带一种导致疟疾
的恶性疟原虫，这种疟原虫曾被认为只存在于
人类身上。疟疾每年导致 200万人死亡，其中
85%的死亡发生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他们认
为，随着灵长类动物和人类的接触增加———这
主要是由于非洲的伐木和森林砍伐———人类
与动物之间的寄生虫传播风险会增加。

近期，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研究人员
通过研究人群中基因变异频率与环境因素的

关系，发现病原体尤其是寄生虫在人类基因变
异中的作用最为重要；同时这些变异或许使人
类对自身免疫性疾病更加易感。
“上述学者的研究，肯定了环境病原体对

人类基因变异的自然选择作用，同时也提示了
病原体在不同宿主之间传播的可能途径及与临
床疾病的关联性，进一步为疟疾等传染病的预
防及免疫性疾病的诊疗提供新线索。”徐进说。

为更好了解不同环境因素对人群表型和
基因型的自然选择作用，张亚平及其团队已经
开始对公众比较关注的环境因素，如温度、氧
分压、紫外辐射强度、降水量等，进行系统的分
子进化分析。与此同时，他们还应用进化医学
思路来研究高血压、呼吸系统疾病等。

本报北京 2月 6日讯（记者张巧玲）国防科技工业局今天
发布探月工程嫦娥二号月球探测器获得的 7米分辨率全月球
影像图。目前除中国外，还没有其他国家获得和发布过优于 7
米分辨率、100%覆盖全月球表面的全月球影像图，这表明我国
探月工程又取得了一项重大成果。

2010年 10月 24日 16时 49分，嫦娥二号月球探测器搭载
的 CCD立体相机首次开机工作，并成功获取月表影像数据。
截至 2011年 5月 20日，探测器先后获取了 607轨 100公里高
度和 15公里高度的月球影像数据。在此基础上，科研人员经过
半年艰苦细致的工作，圆满完成了 7米分辨率月球全影像图的
制作。

此次制作完成的 7 米分辨率全月球分幅影像图产品，
共 746 幅，总数据量约 800GB。同时，科研人员还制作完成
了 50 米分辨率标准分幅影像图产品和全月球数据镶嵌影

像图产品。
嫦娥二号 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数据的相对配准精度不超

过两个像元，影像色调一致、层次丰富、图像清晰。相关领域专家
评审后一致认为：嫦娥二号 7米分辨率全月球影像图的数据处
理和制图质量得到了严格、有效控制，影像图的空间分辨率、影
像质量、镶嵌精度、数据一致性和完整性等优于国际同类产品，
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台长、探月工程月球应用科学首席科学
家严峻表示，科学家可以通过 7米分辨率全月图开展多方面研
究，如开展更精细的月球构造及其演化研究等。一是通过更高分
辨率的图像，获得月球构造的更多细节，从而深化对月球地质构
造内部结构的研究；二是能识别更多的月面撞击坑，增加统计样
本，从而获得更为精细的月球年代学数据，为月球构造演化研究
提供更细时间标尺。

嫦娥二号 7米分辨率全月影像图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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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评

小分子大进化

以“大协作”
促进农业科技创新

2月 4日 ~ 5日，时值寒假周末，“索尼探梦”科技馆启动“冬日探梦科学季”主题冬令营，近百名“索尼探梦”中小学生会员通过报名参加了
此次活动。

跟着北京市特技老师感受让简单的“气球火箭”变成“神舟八号”的雏形；分组自己制作飞去来器、竹蜻蜓、吸管乐器；让气球以至保龄球悬
浮；利用地膜制作空气屋，体验温室效应……参与者在多个充满乐趣、互动性高的科学实验中，体验科学的魅力，感受团队协作的惬意。

本报记者王卉摄影报道

姻本报记者黄明明
“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日前发布的中

央一号文件从国家最高层面对农业科技工作的
定性，给农业科技工作者们吃了颗定心丸。
但在具体操作层面，农业科技创新该走向

何方？农业部副部长、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李家
洋在 2月 6日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回答了四个
字———“顶天立地”。
他解释说，所谓顶天，就是要达到国际农业

科技前沿高峰；立地，则是要在农业科技产业
化、农业生产应用过程中发挥关键作用。

农业的根本出路在科技创新

“中央 1号文件关于农业科技定位、定性和
定向的深刻阐述，表明我国已到了必须更加依
靠科技进步促进现代农业发展的历史新阶段。”
李家洋分析。
在定位上，中央 1号文件明确了实现农业

持续稳定发展、确保农产品长期有效供给，根本
出路在科技。
同时，文件还确定了农业科技的定性，即农

业科技具有明显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

在此基础上，文件提出，要大幅度增加农业
科技投入，保证财政农业科技投入增幅高于财
政经常性收入增幅，稳定支持农业基础性、前沿
性、公益性科技研究。
对此，中国农科院农业信息研究所所长许

世卫对本报记者指出，这一定性解决了此前长
期存在的农业科技体制改革指导思想动摇、发
展措施不力、创新机制不足等问题。
在定位和定性的基础上，一号文件还进一

步明确了农业科技的定向，即着眼长远发展，超
前部署农业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力争在世界
农业科技前沿领域占有重要位置。要面向产业
需求，着力突破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切实
解决科技为经济繁荣社会发展服务这一根本命
题。
“作为农业科研的国家队，中国农科院有义

务、有责任认真谋划跨越发展新目标、创新跨越
发展新思路，有能力、有实力推动我国农业科技
改革发展迈出新步伐、取得新进展。”李家洋表
示。
根据这一方向，在 2012年年度工作会议

上，中国农科院提出了未来 10年中将建设世界
一流农业科研院所的总目标。
“在中央对农业科技政策保障的新形势下，

在经过改革开放特别是近 10年快速发展的基
础上，中国农科院已进入‘蓄势待发、跨越发展’
的新阶段。”李家洋表示。

加强农业宏观战略布局

如何朝着农业科技创新“顶天立地”的方向
努力，中国农科院已有布局。

其重点集中在应用基础和应用研究，农业
科技宏观战略和重大政策研究，提升农业科技
自主创新能力，强化产业支撑能力，着力推动现代
院所建设，加强国内外科研协作，加强农业基础研
究，推进前沿技术研究，突破农业技术瓶颈。
此前，李家洋曾在不同场合多次强调加强

农业宏观政策研究的问题。农业科技宏观战略
和重大政策研究，亦成为中国农科院今年要完
成的 10方面工作之首。

这一看似务虚的话题，对当前阶段农业科
技发展的意义何在？
对此，李家洋对本报记者回应，宏观研究涉

及层次不同。在国家最高层次上，什么是中国的
现代农业，中国现代农业发展如何大布局，这是
需要说清楚的重要事情。而中国的粮食现代化
要走什么样的路？未来的食物供给和粮食安全

如何保障？这是更大、更重要的问题。这一问题
的研究还涉及到国家未来各方面的发展布局，
包括资源利用、生产模式，以及“三化同步”等诸
多方面。

在另外一个层面上，农业宏观政策研究还
包括国家的体制机制、国家财政投入、农业科
技、主要农产品保障等重要方面。在厘清这一层
面问题的基础上，农业科技创新中的实施平台、
人才队伍建设等问题才能进一步解决。
“在这些方面，我认为中国农科院应有专家

参与其中，发挥诸如国家思想库的作用，提出相
应的方案。”李家洋表示。

据悉，中国农科院将围绕国家农业和农业
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问题和热点问题，开展前
瞻性、综合性学术研究，提高中国农科院在重大
政策建议、重大战略咨询上的话语权、影响力和
权威性。

此外，农科院还将联合国内涉农单位，围绕
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建设、农业科技创新等重
大问题，提出政策建议、打造知名品牌。

农业科技创新应“顶天立地”

本报北京 2月 6日讯（记者黄明明）落实中央一号文
件精神，“全国开展农业科技促进年活动”的开展是一大亮
点。记者从农业部“全国农业科技促进年活动”新闻发布会
上获悉，为真正推进科技进村入户、助力增产增收，活动将
力求通过大联合、大协作形式展开。

农业部科技教育司司长白金明在发布会上表示，其目
的是强化自主创新、强化成果转化应用、强化科技服务和
技术培训，激发农业科技人员创新和服务热情，推进农业
科技快速进村、入户、到场、到田。

在组织机制上，科技促进年活动将着力构建“政府引
导、上下联动、全面参与、层层落实”的形式。各级农业行政
部门、科研教学、技术推广单位、涉农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
社等多方力量将投入到农业和农村经济建设主战场。参与
的科技大会战 100万人中，来自农业科技人员、农业干部、
涉农企业及农民专业合作社技术等不同方面。

在产业方面，覆盖 3 种植业、畜牧、水产、农机、农垦、
农产品加工等相关产业。在技术方面，分季节、分作物制订
分区域、分品种的技术实施方案；在区域方面，实现对所有
农业县、重点乡村和核心农户的全面覆盖。

其中，农业部各司局将重点开展产业推进类、支撑服务
类、宣传类这三大类 24项标志性活动。白金明指出，这些标
志性活动都将有具体的项目目标为依托，以期落到实处。

探索和构建农业科技发展的新模式、新机制是本次科技
促进年活动重要目标之一。本着“在干中兴、在兴中建”的原
则，促进年活动将通过完善“产业导向、稳定支持、联合协作、
科学评价”等形式，形成推动农业科技发展的长效机制。

冬令营体验科学季

本报讯（记者潘希）2月 6日 ~11日，联合国
亚太地区经济社会委员会 /世界气象组织台风
委员会第 44次届会议在杭州召开。中国气象局
局长郑国光，浙江省委常委、副省长葛慧君出席
开幕式并致辞。

此次会议上，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当
选台风委员会新一届主席，中国香港天文台台
长岑智明当选副主席。中国气象局国家气象中
心和韩国气象厅在本次会议上荣获台风委员会
2011年金塔纳减灾奖。

郑国光在致辞中指出，在全球气候变化和
水资源短缺的背景下，如何通过地区和机构间
的合作，应对台风相关的灾害以及有效利用水
资源，是台风委员会各会员面临的一个重大挑
战。多年来，中国为台风委员会作出了积极贡
献，特别是中国气象局在 2011年向周边 19个
发展中国家赠送了 CMACast和 MICAPS系统。
他建议，台风委员会应根据新形势进行业务和
管理上的改革。

世界气象组织台风委员会是联合国亚太经
社会和世界气象组织于 1968 年共同建立的政
府间机构，其秘书处现设于中国澳门。

共有来自联合国亚太经社会和世界气象组
织以及环太平洋 1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多位
气象、水文和减灾领域的官员和专家出席此次
会议。

矫梅燕当选
台风委员会新一届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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