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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湾：与“鬼粒子”较量的日子

本报北京 4月 16日讯（记者徐雁龙）第五次发展中国家科
学院（TWAS）中国院士大会今天在京举行，来自全国的近 60
位 TWAS中国院士出席大会。TWAS副院长、中国科学院院长
白春礼作工作报告，会议由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主持。

白春礼在工作报告中指出，在全球化进程中，广大的发展
中国家面临机遇和挑战，求和平谋发展是发展中国家的强烈愿
望。中国的快速发展和成功经验得到了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欢迎
和认同，他们对与中国的合作交流寄予厚望。他说，进一步加强
与 TWAS的交流与合作，有利于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增进我
国与发展中国家的友谊，提高我国科学家在国际舞台的地位；
也有利于服务我国外交大局以及推动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开展
形式多样、互惠互利的合作。

白春礼提出，希望 TWAS中国院士积极承担 TWAS院士
责任，发挥 TWAS院士作用，鼓励和支持周边发展中国家科学
家申报 TWAS各类科技奖项，培养发展中国家青年科技人才

并与 TWAS及相关国际组织加强交流与合作，共同促进发展中
国家共同关心的经济和社会问题的解决。

在本次中国 TWAS院士大会上，与会院士回顾了过去近 30
年中国与 TWAS的合作历程，并表示要加强与周边国家科学家
的合作，为发展中国家的科技发展、人才培养作出新的贡献。与
会院士一致认为，应充分把握 TWAS第 23届全体院士大会将
于今年 9月在天津召开的契机，进一步加强与 TWAS的合作，
以期更好地推动我国与发展中国家在科技及其他领域的深度合
作，促进共同发展。

据了解，TWAS成立于 1983年 11月，总部设在意大利的里
雅斯特，是一个非政府、非政治和非营利性的国际科学组织。
TWAS致力于在发展中国家开展与科技能力建设密切相关的交
流活动，得到了国际社会的广泛认同。现有来自全世界的 90个
国家和地区的院士 1008名，其中有 17位诺贝尔奖获得者。目
前，中国大陆有 TWAS院士 161名。

第五次发展中国家科学院中国院士大会举行

由于涉嫌铬超标，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 16 日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对
13 个药用空心胶囊产品暂停销售和使
用。（4月 16日《新京报》）

苏泊尔产品铬超标余韵未歇，13 种
药用空心胶囊产品铬超标风波再起，至
于今后还会有什么产品铬超标，更是难
说。眼下铬超标在食品和药品领域“大闹
天宫”，民众谁能不提心吊胆呢？

而据报道，此次曝光的 13种药用空
心胶囊铬超标，并不是由药监等部门在
积极监管中“逮个正着”，而是新闻媒体
记者在购买样品送检时才发现的。可以
说，这不仅是有关监管部门的懒政、懈
政，也是公然化的失职渎职。

说实话，公众不是产品检验专家，没
有检验设备和检验技术，不可能知道哪
种胶囊铬超标，哪种胶囊不超标，只能用
最悲哀、最可怜的“身体检验”。特别是铬
超标对人身体致癌危害具有延时性、潜
伏性，有关监管部门极容易掩盖职责监
管下的懒政懈政。由此，记者扮演的“监
管”角色，反而衬出有关部门职责下机制
监管的“陷落”。

13种药用胶囊“超标”折射监管的
“陷落”，既有监管部门不严格履责因素，
也有地方保护压制执法监管因素，更有
吏治问责、法律惩处不彻底因素。

笔者认为，鉴于此，构筑食品、药品
安全堡垒必须“四面出击”。

一要大幅提高违法、违规成本，让违
规部门、违法企业“违不起”；

二是要将吏治问责、法律惩处进行
到底，让懒政懈政、失职渎职成为乌纱、

饭碗的“高压电”，机制监管程序才能复活，地方保护才
能在吏治利剑面前退却；

三是制度化，把安全监管平台下移，建立市场监管、
深入企业监管、突击检查监管、入口出口监管立体监管
体系，厘清各监管部门监管职责，堵死推诿扯皮缺口；

四是发动民众监督，建立电话举报、网上举报、信
息举报、重奖举报等举报“直通车”。

如此，食品、药品生产才能永久性“放下屠刀，立地
成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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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评

姻本报记者 丁佳
电瓶车在隧道里徐徐穿行，车上的人仿佛被

这个阴暗潮湿、看不见尽头的迷宫震慑住了，一
路默不作声。电瓶车孤独的马达声反射在周围的
花岗岩上，演化成为一种延绵不绝的回响。
突然，一切戛然而止。在这座大山的腹地，海

平面以下 20米的地方，眼前出现了一个高达十
几米的空旷大厅。就在一个月前，一项轰动全世
界的科研成果在此产生———中国科学家公布了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的实验结果。
但在这个完美结局的背后，却铺垫着大亚湾

人与“鬼粒子”较量的 1600多个日日夜夜。这让 3
月 8日从大亚湾实验国际合作组中方发言人、中
科院高能物理所所长王贻芳口中说出的那个数
字，显得格外厚重。

除了安全，还是安全

广东大亚湾核电基地的风景出人意料地优美。
碧海白沙，树影婆娑，还有城市里难得一见的萤火
虫，会让人忘了这里就是中国最大的核电基地，每

年发电 450亿度，也是香港重要的电力来源。
除了供电，大亚湾还具有巨大的科研潜力。

“这里紧邻高山，能有效屏蔽宇宙射线。同时反应
堆群总功率很高，产生的中微子也更多。”中科院
高能物理所研究员、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工
程副经理杨长根说，“大亚湾是中微子实验的理
想场所。”
然而选址过程却并非一帆风顺。“项目组来

找我们时，我们内部是有分歧的，协调过程非常
艰难。”中国广东核电集团中科华核电技术研究
院人力资源部主任金军坦承。
分歧的焦点就是安全。中微子实验需要开

山，但爆破引起的震动对反应堆来说是个极大的
考验。一旦有超过标准的震动，所有反应堆都会
自动停机，对整个电网的冲击很大。
“核电站是最高级的爆破对象。”负责项目设

计的黄河勘测规划设计有限公司工程设计院院
长牛富敏说，为确保万无一失，项目批准时定下
的震动标准是国标的 1/10，到了现场又打了 7
折。“这要求我们必须为每一枚炸弹量身打造精
确的爆破方案。”
中铁十五局集团有限公司城市交通轨道公司

项目经理车红星干脆把建设过程比喻成“绣花”。
“以十五局的实力，一个月掘进 150～200米不成问
题，但在这里施工，基本上 7～8天才能推进 1米。”
就这样，工程 2259次爆破无一超标，创造了

核岛近距离安全爆破的世界纪录。

赢得国际竞争

3月 8日，王贻芳宣布，大亚湾首次发现了中
微子的第三种振荡模式，实验达到了前所未有的
精度。
消息发出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当即

发来贺信称，这一结果是“物理学上具有重要基
础意义的重大成就”。世界各大粒子物理实验室
也纷纷盛赞大亚湾实验取得的成果。
只有一家机构感到很无奈。实验结果发布 4

天后，韩国首尔大学教授金修奉对媒体说，他们
本来也打算在那一周公布测量结果。而在之后投
出的论文中，韩国人也罕见地在引言部分抱怨，
“我们在准备这篇论文期间，他们（中国人）发布
了这一结果”。
尽管中国科学家普遍不愿对此事作出评价，

但一位知情人士对记者透露，当时韩国来大亚湾
考察，声称“要加入项目合作组”，但回去之后却
突然开始单干，并照搬了中国独创的液体闪烁体
配方。韩国中微子实验的规模较小，进度很快，快
速宣布可能在 3月公布结果。

这一消息传出时，大亚湾 3号实验大厅还没
有完工。杨长根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当时土
建工作刚刚完成，尘埃满布，空调也没有装好，洞
内极其闷热。但是没有办法，各步骤只能无缝隙
交叉进行。“工人们都是赤膊上阵，带多少水进去
都不够喝。但那段时间，没人计较哪些活儿该工
人干，哪些活儿该科研人员干，大家同心协力，最
后一气呵成。”
当时，探测器上的一个架子要卸车并运到现

场，原定需要 6天，后来压缩到 3天，结果第二天
一早，项目总工程师庄红林去现场，发现架子竟
全部到位了。

原来，工人们早上 6点就自发开工，一直干
到第二天凌晨 3点 10 分，硬是挤出了 5 天时
间。“在那个关键时刻，大家都知道是在跟外国
竞争，每个人的积极性都调动起来了。”庄红林
回忆。 （下转 4版）

本报讯（记者鲁伟
通讯员曹南燕、徐燕）在
近日举行的第五届构造
地质与地球动力学学术
研讨会上，中国地震局地
质研究所所长张培震向
《中国科学报》记者透露：
通过三年多的持续研究，
中国地震局地质研究所
研究员冉勇康的团队已
经找到可靠证据，表明汶
川所处的龙门山断裂带
曾在距今约 3000 年和
6000 年左右的时间，分
别发生过两次 8 级左右
强震。该成果的部分内容
早先已于去年 6 月发表
于《地震地质》期刊。

据了解，2008 年汶
川大地震发生后，四川省
地震局研究员闻学泽在
查阅历史与现代地震资
料后认为，在此前的
1100 年至 1700 年中，龙
门山断裂带从未发生 7
级以上地震，相对其南、
北两侧的其他活动断裂
带，形成一个地震空区，
而汶川地震正好发生在
该空区中。

为什么该地区没有
强震的历史记录？张培震
解释说：“冉勇康的最新
研究表明，龙门山强震的
复发周期为 3000 年左
右，而我们有关地震的记
录历史不到 2000 年，二
者相距近千年，当然就没有历史记录了。”

来自冉勇康的古地震学研究进展表明，
汶川地震形成的 3条地表破裂带上都发现了
古地震（有文字记载历史之前发生的强震）遗
迹。通过古地震探槽研究发现，2008年汶川
地震之前，这 3条断裂带上至少发生过两次
古地震事件，精确的测年表明，这两次古地震
事件可能分别发生在距今 3000年和 6000年
左右；同时还发现，这两次古地震形成的地表
位移幅度，与 2008 年汶川地震位移大体相
当，说明这两次古地震的震级可能也在 8级
左右。

这一结论也得到了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所研究员付碧宏的认可。不过，付碧宏认
为，目前对两次古地震发生时，整个断裂带是
否像 2008 年汶川大地震那样完全破裂尚不
清楚，即前两次古地震事件是否是特征地震
事件还有待深入研究，“因此，将两次古地震
事件的震级定在 7级或 7级以上或许更为合
理”。

张培震认为，冉勇康等人的古地震研究
有助于了解龙门山断裂带强震的历史规律。
“这也说明基于数百年，以及一两千年的历史
地震记载，远不足以正确评估较低滑动速率
的、大型活动断裂带的潜在地震危险性。”

在张培震看来，汶川大地震带给我们最
大的启示是，必须重视对控制地震发生的活
动地质构造的研究。“地震研究不能是哪里发
生了你就去研究哪里，由于我们的历史记录
太短，那些历史记载没有发生过地震的地方，
不代表以后它就不发生地震。”

正因为如此，汶川地震以后，中国地震局
在国家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对中国大陆主要的
活动断裂带开展了系统研究。“希望通过对活
动构造、地震地质等方面的基础研究，能够为
地震预报与灾害评估提供重要的基础资料。”
张培震说。

本报讯（记者潘希）日前，中国气象局副局长矫梅燕
在 2012年全国卫星应用技术交流会上表示，我国气象
卫星资料应用水平与我国气象卫星快速发展形势还不
相适应，与发达国家存在明显差距，要加快提升我国气
象卫星资料应用水平。

目前，我国气象卫星已实现业务化、系列化的发展，
实现了从试验应用型向业务服务型的转变。矫梅燕认
为，要强化卫星资料应用的技术基础，加强业务系统平
台和数据资料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提高卫星产品的定
量化和精细化水平；促进卫星资料应用的集约化发展；
面向卫星遥感应用需求，着力提高卫星资料应用的科
技水平。

此外，矫梅燕表示，要强化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
促进可持续发展。气象卫星资料应用的水平是气象科
技水平和气象人才科学素质的综合反映。要有计划地
培养卫星遥感应用的骨干队伍和专业人才，逐步建立
起具有专业化特色的卫星遥感应用的国家级和省级
专家团队，为卫星资料应用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人才保
障。

据悉，此次会议旨在交流气象卫星资料在气象预
报预测、防灾减灾等领域中的应用以及卫星遥感应用
的最新进展，进一步提高气象卫星资料的应用水平。

气象卫星资料
应用水平亟待提高

本报讯（记者鲁伟 通讯员刘颖）“现在正是杀灭首代幼蚊的最好时机。”近日，“生物杀蚊幼剂的推广与应用”项目在中国科学院武汉植物园启动。
来自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副研究员闫建平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每年 4～5月，随着气温回升，由越冬蚊产卵孵化的首代幼蚊大量滋生，此时
若采用生物杀蚊剂，可有效杀灭幼蚊 90%以上，大幅降低当地成蚊密度。

武汉植物园植物资源丰富，水域面积大，密林丛生，为蚊虫的滋生和栖息提供了良好条件，造成蚊虫种群在夏季高密度发生，影响游客的游园质
量。鉴于武汉植物园优势蚊种为库蚊，园方采用武汉病毒所研制开发的生物杀蚊剂，对园区内的幼蚊滋生地进行喷洒。

据闫建平介绍，此次使用的生物杀蚊剂是苏云金芽孢杆菌以色列亚种杀蚊幼剂。该杀蚊剂仅对蚊幼虫有毒，对人、畜、昆虫及水生生物完全无毒，
且具有成本低、使用方便等优点，是处理蚊虫滋生的高效、安全的生物杀虫剂。目前，该生物杀蚊剂已在全国 13个省市、100多个县市推广与应用，累
计应用 3000余吨。

图为技术人员对园区内蚊虫滋生地喷洒生物杀蚊剂。 （本报记者鲁伟摄）

姻本报记者郝俊
公羊产奶、干尸复活、吃煤奇人、水怪之

谜……若不知情，很难想象这些选题出自一档
科教类电视节目。故弄玄虚的拍摄手法和叙事
情节，一时间博得了众多“眼球”，但也随即遭来
骂声一片。
与此同时，公众经由传媒接触、了解科学的

诉求却不容忽视。中国科协连续多年组织的公
民科学素养调查表明，除科技教育外，大众媒体
是公众获取科技知识和信息的最重要渠道。
两相对照，便折射出长年以来传媒参与科

学普及的尴尬处境和无奈现实。

“萎缩式”发展的背后

“与我国经济增长和教育程度的提升相比，
科普走了相反的路。”长期从事科技传播研究的
中科院研究生院人文学院教授李大光向《中国
科学报》记者坦言。
“公众经由媒体了解科学，有近 90%的内容

来自于电视。”然而，电视这一最为有效的科普
传播手段，却在我国经历了一段“萎缩式”发展。
李大光在对全国电视台科技栏目进行调查

时发现，2000年前后，全国省市一级电视台中有
科教栏目的是 23家，到了 2009年则仅剩 9家。
内容方面，由于媒体自制节目缺乏吸引力，

很多未“上星”地方电视台便采取“偷节目的方
式”，改编、“汉化”国外现成节目来应对。
事实上，中国科普在 1995年之后曾迎来一

段“兴旺期”，2000年前后达到一个高峰，然而很
快就开始下滑。
这一发展脉络背后，有多方因素的共同影

响。1994年 12月 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共同发
布《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若干意见》，
科普工作随后掀起一轮发展高潮。

2000年前后，电视台很多节目开始走市场
化道路，讲求经济效益。由此，“以收视率为指标
的评价体系，很快就彻底毁掉了电视科普”。李
大光同时指出，收视率是全球性的问题，“传播
科学信息，进行科学教育，其收视率肯定比娱乐
和新闻节目要低”。
对此，电视人也多有抱怨，认为在整个电视

体系中，科技类节目“最不受待见”。然而，迫于
政策要求，科技内容亦不能完全放弃。
北京理工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翟杰

全认为，许多媒体的科技传播依然属于“应景
式”、“任务型”。传媒界对创办科技栏目的信心

不足、积极性不高，传播内容集中于知识普及、
成就宣传层面，自然难以引起公众兴趣。
李大光则用“扁、平、散”三个字来总结目前

传媒的科普现状：“扁”就是压缩播出时间；“平”
就是将内容与新闻和娱乐混在一起；“散”就是
将节目插入其他频道。
由此，在科学传播“链条”上，受众与媒体开

始脱节。更为严重的问题，则是作为“信源”的科
学家与媒体的脱节。
“科学家不参与，是中国科普最为致命的

要害。”李大光认为，由于没有充分调动起科
学家的积极性，媒体在进行科学普及时，“只
好从网络等渠道获取二手信息，而不是科学
家的第一手科学成果，也不是对科学家研究
方法的传播”。

沟通科学与公众

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百余名全国人大代
表和政协委员联名致信本报，呼吁全社会要加
大科普宣传力度、提升科普工作地位。
从传播学角度而言，中国人民大学新闻传

播学院教授陈力丹认为，专业科学传媒的责任，
首要是及时、科学地传播真实信息，然而“专业

媒体对社会的影响力，可能远不及大众化传媒。
可惜的是，大众传媒的科学素养并不高”。
“大众传媒，特别是科学传媒在提升公众科

学素养方面完全可以大有作为。”在翟杰全看
来，传媒的高度组织化、对公众而言“可接近性”
较强、熟悉公众传播语言、拥有专业技能等，都
是其他科普途径所不具备的特殊优势。
传媒的更大作为，尚有赖于专门科普机构

和工作者的参与。陈力丹认为：“现在很少有科
普专家，缘于体制没有保障科普工作作为一种
独立和重要的事业。”
专业化，同样是提升科普内涵的现实要求。

在翟杰全看来，公众科学素养的提高，并不仅仅
在于获得一些科学知识，而应当最终体现于“对
科学问题的判断力”。
李大光直言，传媒对于科普的认识存有一

个普遍误区，“仅仅谈论知识和科技本身的进
展，而不涉及科技的社会影响、科学家的社会责
任，更不讨论科技的伦理问题。但这些恰恰是需
要让公众知道的东西”。
由此，翟杰全认为媒体需要转变角色，主动

参与到“科学与公众关系中”。其中最为重要的，
是引发社会对科技问题的关注、思考和讨论，参
与科技决策，监督科技应用后果等。

科学普及有待传媒大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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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灭蚊正当时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