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姻本报记者 张行勇 闫洁
李学龙习惯把自己称作“工兵”———“学工科

的小兵”。
在他看来，“工兵”其实都很类似，忙忙碌碌，

连续几天待在实验室不回家很正常。工科领域内
知识更新非常快，若想轻松享受短短一周的假
期，就有可能掉队。

李学龙是中国科学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
究所瞬态光学与光子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5月 4日刚刚获得“中国青年五四奖章”。两
天后，当记者在西安电话联系李学龙时，得到的
回复却是他已在外地开展项目研究。
正是这种严谨认真、从不松懈的精神，使这

位 36岁的青年学者在国际图像处理和模式识别
领域的影响力不断提升，并当选为六个国际重要
学会的会士或院士。

“有中国胃，就有中国心”

从本科到博士均就读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的李学龙，2002年就获得了英国大学教职。

三年前，李学龙 33岁时，正在伦敦大学任
教。当时，他拿到终身教职已有三年，孩子三岁，
爱人也在英国拿到了大学的终身教职。
每年共十五节课，每节课三个小时，加上每

年少数几个事务性的会要开，这是李学龙当时一
年的标准工作量。“学校对研究非常鼓励，但几乎
没有硬杠杠。要说有，就是每七年最好能发四篇
论文。当然，就这也是‘最好’，不是必须。”

就在可以享受生活的时候，李学龙全家选择

了回国。
2009年，背着一个双肩包，李学龙悄无声息

地找到了西安光机所人事部门，直接表明自己在
寻找一个适宜做学问的平台，要回国做学问。

在与所长十多分钟的简单会面后，李学龙就
决定要在西安光机所做事。
回国伊始，研究所为他特别安排了数十万元

的年薪，但他坚决只领取其中的三分之一。
“这些工资可以满足很好的生活需要，不能

搞特殊化，更多的是要考虑怎样组建好一支国际
一流的研究团队。只要能做事的平台，不要特殊
的高待遇。”李学龙说。

曾有朋友问他，回国后悔吗？
李学龙会告诉他们，“回国的时间越长，越后

悔没能够更快更早地学成回国，为自己的祖国添
砖加瓦，作出自己的贡献”。

2010年 5月，李学龙与清华大学教授施一
公、中国商用飞机公司上海飞机设计研究院副院
长李东升一起做客人民网强国论坛时，也有网友
问他为何选择回国。

李学龙回答说：回国如回家，不需要理由。
他还讲到：在外这么多年，全家大多数时间

都是自己在家做饭，“我们吃的是中国饭。我们说
有中国胃，就肯定有中国心。中国这些年的发展
是有目共睹的，能有机会为自己的国家做一些实
际的事情，我自己感觉特别欣慰”。

“抬头看天，低头走路”

如何提高遥感图像的质量，尤其是超分辨
率图像重构和图像质量改善，是李学龙的研究

重点之一。
对此，李学龙打了个比方：假设两个人在摔

跤，如果其中一位有白内障，根本看不清对手，那
么所处的地位可想而知。“我的工作就是将白内
障去除，还原一双更明亮的眼睛来看清对方。而
要达到这种效果，只有不断创新，外国同行是不
会给我们这种技术的。”
李学龙曾带领团队成功地大幅提高了我国

某尖端光学影像获取设备遥感图像的质量。主管
领导给了一个非常简洁的评价：给眼睛去除了白
内障，让它看得更清晰。
西安光机所被称为中国光谱研究的重镇，中

科院光谱成像技术重点实验室即坐落于此。作为
重点实验室副主任，李学龙深知光谱研究的重要
性。
“海湾战争时有很多假坦克，但并没有浪费

导弹。为什么？因为不同物质的光谱不同，在普通
光学相机的观测下，假的和真的坦克可以看起来
很像，但在光谱下，钢铁和木头、纸壳等都分开
了。”

光谱数据非常有效，但相应的数据处理要求
也很高。经过努力，李学龙团队设计了世界上第
一台多分辨率相机，能够在同一时刻对同一场景
获取不同分辨率的影像，对研究不同分辨率的影
像之间本质的关系和联系提供了基础平台。

而就在最近，他被受聘为国防科工局某专家
组成员，为提高某空间光学载荷光学影像及光谱信
息分析水平又开始了繁忙的研究。
作为研究所光学影像分析研究领域的重要

学者之一，在回国后的短短两年内，李学龙及团
队先后获得四项国家“973”项目的支持，并获得
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一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重点及面上项目八项、“863”两项以及一些国防
项目的支持。

2011年，35岁的李学龙当选美国电气和电
子工程师协会（IEEE）会士。在这个近乎是终身成
就奖的群体中，他是全世界最年轻的会士之一。
同时，他还成为我国仅有的两位同时入选国家
“千人计划”和国家杰青的学者之一。

对于未来的科研，“我将继续奉行‘抬头看
天，低头走路’的准则，既紧跟学术前沿，又要脚
踏实地地做好每一件事情”。李学龙平静而略显
深思地说。

管道机器人
“捉拿”排污元凶

青年科学家撷英

本报讯（记者李洁尉 通讯员周飞）“国家
一级保护植物珙桐回归启动仪式”近日在湖南
省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举行，濒临灭绝
的国家一级保护植物珙桐成功回归八大公山。

此项目由国际植物保护联盟（BGCI）资
助，湖北民族学院和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
区共同执行。BGCI中国项目负责人文香英表
示，此次活动既是一次物种回归启动仪式，也
是一次促进生物多样性保护、实现人与自然和
谐共处、提升科学发展的努力。

八大公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党委
书记韦先娥指出，使珙桐回归自然是该保护区
珍稀濒危动植物保护工作的一个新起点，也是
生物多样性保护和生态建设的一次良好发展
机遇，更是对该保护区过去所做工作的肯定和
信任。“一定会做好珙桐回归后的管理、抚育工
作，让珙桐这一珍稀植物在八大公山保护区得
到更好的繁衍。”

据介绍，珙桐为我国特有树种，属国家一
级重点保护植物，目前主要分布在湘、鄂、
川、黔、滇等省的部分山区，八大公山保护区
为珙桐植物分布中心。近年来，地质变迁、气
候环境改变以及人为对森林和环境的破坏，
使珙桐的生境不断恶化，分布范围日益缩
小，珙桐面临灭绝的危险。

珙桐的保护是 BGCI 在中国资助的多个
珍稀濒危植物保护与回归项目之一。项目实
施三年来，成功解决了珙桐的繁殖问题；在
迁地保育方面，已建立 1000 平方米的珙桐苗
圃，保育幼苗一万多株；约有 2000 株珙桐分
别回归到湖北星斗山国家自然保护区、湖北
七姊妹山国家自然保护区和湖南八大公山
国家自然保护区的天然群落中。

濒危植物珙桐
回归保护区

简讯

第五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举行

本报讯第五届海峡两岸科普论坛于 5月 12
日～15日在福建省宁德师范学院举行。近 200位
科技界、科普创作界、科技传媒界的专家学者和
科普工作者、科普爱好者参加会议。

会议期间，部分台湾专家与宁德师范学院师
生举行座谈会，通过交流教学、科研经验，积极寻
求双方交流合作的途径和方式。专家们开设的青
少年科普讲座，则让学生亲自动手体验，吸引了
众多学生参与。

据悉，两岸科普论坛创办于 2008年，由福建
省科协和台湾元智大学、《科学月刊》杂志社共同
发起，旨在携手两岸科普界人士，为培养造就科
普人才、共建共享科普资源、创新科普方式方法
而努力。 （杨钊良杨纯财）

冀中能源安装井下移动式救生舱

本报讯近日，一款井下可移动式紧急避险应
急救生舱在河北冀中能源峰峰集团大淑村矿井
下掘进工作面组装调试成功，成为该公司安装的
首个井下救生舱。

该煤矿井下避难救生舱，采用除温除湿一体
化，无电源驱动技术和大容量长时UPS备用本安
电源供电技术属首创，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据介绍，该移动式矿用救生舱由过渡舱、生
存舱（主舱）和设备舱组成，内部系统主要包括压
风系统、降温除湿净化系统、供氧系统、气幕喷淋
系统、气体洗涤系统、空气补压系统、通讯系统、
环境检测系统、舱内照明指示系统、水系统和生
活保障系统等。在事故发生时，救生舱能为避难
人员提供至少 96小时所需的氧气、水、食物以及
所需的救生包、卫生设施、通信设备、环境气体监
测设备等，同时还可通过舱内的通讯设备引导外
界救援。 （高长安张国伟）

哈尔滨健全科学民主决策机制

本报讯 哈尔滨市政府在日前召开的第 6次
常务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哈尔滨市人民政府重大
决策规则》，并于近日发布施行。
《规则》将十二类事项列入重大决策范围，具

体包括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年度计划；城
市总体规划、城市发展战略规划和重大专项规
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自然资源开发利用总体
规划以及生态环境保护规划；科技教育、文化体
育、公共卫生、人口和计划生育等重大政策和重
大项目；政府公共管理职能调整与改革的重大政
策等十二类事项。

据悉，《规则》突出强调重大决策行为将实行
听证制，涉及公共利益决策须吸纳民意，重大决
策执行不力将追责。 （张好成）

本报讯（记者黄
辛）近日，国际期刊
《欧洲生化学会联合
会快报》发表了中科
院上海巴斯德研究所
孙兵研究组关于猪流
行性腹泻病毒 ORF3
基因编码离子通道蛋
白和调节病毒产生量
的最新研究成果。

猪流行性腹泻病
毒（PEDV）属于冠状
病毒，能够引起一种
高度接触性肠道传染
病———猪 流 行 性 腹
泻。该病以猪的腹泻、
呕吐、脱水以及引发
哺乳仔猪高致死率为
主要特征，给养猪业
带来了严重危害。

研究表明，不同
PEDV 毒株的 ORF3
区域存在着各种突
变，提示该基因与病
毒的毒力有关，但
ORF3 蛋白的结构和
功能尚不明确。孙兵
研究组在 SARS 冠状
病毒 3a 离子通道蛋
白研究的基础上，与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台湾阳明大学等单位合
作，进一步研究了 PEDV ORF3基因编码蛋白
的功能。

在孙兵的指导下，博士生汪凯等首次通
过计算机模拟预测 ORF3 蛋白结构，发现它
具有 4 个跨膜区并能形成四聚体结构，从而
为后续的功能研究奠定了基础。他们通过爪
蟾卵母细胞双极电压钳实验和钾离子通道
缺陷性酵母菌互补实验证明，野生型（强毒
株）PEDV 编码的 ORF3 蛋白具有离子通道
活性，和 SARS 冠状病毒的 3a蛋白具有类似
的功能。弱毒株 PEDV 的 ORF3 基因由于存
在突变而编码产物失去了离子通道活性。进
一步的实验表明，ORF3 基因的表达受到抑
制之后，病毒在 Vero细胞上的产生量明显降
低。

业内专家认为，该研究提示离子通道蛋白
在冠状病毒的生活周期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有
利于进一步揭示冠状病毒的致病机制，为抗冠
状病毒药物的研发提供新的药物靶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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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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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
获
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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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 12日，青岛市行政执法部门开展
唐岛湾公园污染源治理专项执法行动。针
对沿线饭店、商户的隐蔽排污行为，青岛开
发区市政总公司出动了价值百万元的机器
人钻进管道寻找排污点。

工作人员将 30 斤重的管道机器人缓
缓地吊入雨水井中，并操控其开始工作。
技术人员坐在车里，通过光缆控制该机器
人进行前进、后退、拐弯等动作。到达既定
位置后，还可以打开防雾的冷光灯，然后
利用高清摄像头对目标进行拍摄。管道机
器人会将雨水管道内清晰的彩色画面传
回来。

经过半小时的排查，技术人员通过机
器人传回的影像确定此段雨水管道内的污
水来自附近的一家川菜馆。

图为价值百万元的管道机器人。
CFP供图

糖尿病向青少年袭来

中科院西安光机所研究员李学龙：

“回国如回家，不需要理由”

姻本报记者陆琦
鹏鹏今年 11岁，个头不到一米三，体重却

有 62公斤，是个典型的小胖墩。最近，他老是觉
得口渴。父母带他到医院检查后发现，孩子竟然
得了糖尿病。
一提起糖尿病，人们习惯性地会往老年人

身上想。青少年儿童怎么会得这种“老年病”呢？
“当前，青少年儿童糖尿病患者的队伍正在

以前所未有的惊人速度发展。”近日，中国协和
医科大学教授、北京协和医院糖尿病中心主任
向红丁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他接
触过的最小的Ⅰ型糖尿病患者只有 8 个月，最
小的Ⅱ型糖尿病患者才 8岁。

青少年糖尿病患者猛增

目前，中国糖尿病患病人数超过 9000 万
人，每 10 个成年人中就有 1例，是世界上糖尿
病患者最多的国家，且患者低龄化趋势严重。

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委员、哈尔滨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匡洪宇
表示，糖尿病已成儿童青少年人群常见慢性疾
病之一，任何年龄段的儿童都有可能成为糖尿
病患者。
儿童糖尿病主要有 3种类型：Ⅰ型糖尿病

（胰岛素依赖型）、Ⅱ型糖尿病（非胰岛素依赖
型）和其他特殊类型的糖尿病。
其中，Ⅰ型糖尿病是既往儿童和青少年糖

尿病的主要类型，估计每年有 7万名 15岁以下
儿童患上Ⅰ型糖尿病。
“儿童患Ⅰ型糖尿病较多，但近年来随着肥

胖儿童的比例增加，儿童Ⅱ型糖尿病的患病率
也在增加，须提高警惕。”向红丁说。

Ⅱ型糖尿病过去被认为只在成人中发生，如
今在儿童中的发病率也逐渐升高，且增长迅速。
调查显示，在美国 12～19岁青少年中，Ⅱ型

糖尿病患病率为 4.1‰；日本学龄儿童和青少年Ⅱ
型糖尿病患病率在 1975～1995年的 20年间，与
肥胖患病率平行增加，由 1%～2%上升至 8%。

“儿童Ⅱ型糖尿病初发症状较轻，不易引起
足够重视。许多儿童糖尿病患者就医时，往往已
伴有较严重的并发症。”向红丁表示，如果不及
时控制血糖和予以及时治疗，后果将非常严重。

治疗儿童糖尿病的“五驾马车”

世界卫生组织估计，全世界有 2.2亿多人患
有糖尿病。如不进行干预，这一数字到 2030年
可能会增加一倍以上，近 80%的糖尿病死亡发
生在中低收入国家。
“糖尿病是可以预防的。”中华医学会糖尿

病学分会主任委员纪立农曾表示，如果采用健
康的生活方式，比如减少热量和油脂的摄入，就
可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糖尿病的发生。
在日前举行的“首都科学讲堂”上，向红丁

提出了治疗儿童糖尿病的“五驾马车”：教育心
理、饮食疗法、体育疗法、药物疗法和病情检测。
“糖尿病对孩子和家人造成了巨大的影响，

我们的日常生活因为孩子得病而被打乱，孩子

正常的成长规划也受到了影响。”一位糖尿病患
儿家长诉苦道。
对此，向红丁表示，首先要重视对家长的教

育，对儿童则要按年龄增加糖尿病知识，减少无
知的代价。“Ⅰ型糖尿病患儿不必沮丧，根治突
破的希望大；Ⅱ型患儿也不要大意，要避免慢性
并发症。好好控制糖尿病，不得急性并发症，不
得或者晚得慢性并发症，正常学习和生活。”
从营养治疗的角度来说，要获得并维持理

想的血糖水平，减少心血管危险因素；提高均衡
营养的膳食；维持合理体重（超重者 3～6个月减
重 5%～10%，消瘦者恢复理想体重）。具体方法
包括：计划饮食，控制总热量，保障需求总热量；
均衡膳食，营养足够，特别是蛋白质；定时定量，
少量多餐。
向红丁同时鼓励糖尿病患儿多参加学校各

种体育活动，但要循序渐进，量力而行，小心低
血糖。他建议，糖尿病患儿至少每 2～3个月看病
1次，每 2～3个月测糖化血红蛋白 1次，每半年
到 1年测血脂谱、尿微量白蛋白、眼底。

本报北京 5 月 14 日讯（记者潘希）记者今
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5月 11日至 14日，南方
地区出现了今年第九次大范围暴雨过程。由于部
分暴雨区域与前期强降雨区域叠加，导致南方一
些地方重复受灾，灾害加重。目前，强降雨已造成
湖南、江西、广西等地房屋倒塌、农田被毁、城市
内涝及人员死亡失踪，部分江河出现汛情。

据气象专家介绍，此次强降雨过程具有影响
范围广、大暴雨点多、局地雨强大、暴雨区域与前
期重合多、受灾加重等特点。贵州、湖南、江西、广
西、广东、福建等 9省区均出现了强降雨，部分地
区局地累计降雨量达 220～306毫米。据统计，共

有 29个县级以上气象观测站出现大暴雨（日降
雨量大于等于 100毫米）。5月 12日，江西有 10
个气象观测站、广西有 9个气象观测站日降雨量
超过 100毫米。

此次强降雨过程与前次过程（5月 7日至 10
日）间隔时间短；同时，受到暴雨袭击的地区多有
重合，湖南北部、江西北部、福建西部及广西东北
部、贵州东部、重庆东南部在两次过程中都受到
严重影响，导致灾害加重。

预计从 15日白天开始，上述地区降水强度
将减弱，仅在福建和广东中南部等地有中到大
雨，局地有暴雨。

第九轮强降雨重创南方

李学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