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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本报北京 6 月 18 日讯（记者陆
琦）记者今天从“蛟龙”号载人潜水
器 7000 米级海试现场指挥部获悉，
原计划 6 月 18 日开展的“蛟龙”号
第二次下潜试验取消，第二次下潜
日期待定。

北京时间 18日凌晨 4点多，工作
人员在进行例行甲板检查时，发现潜
水器主液压源一根油管泄漏，原定于
当日进行的第二次下潜试验取消。

主液压源主要是给“蛟龙”号上的
作业系统即两个机械手提供动力，一
旦发生故障，“蛟龙”号到了海底根本
没法操作机械手，也就无法采样和作
业。截至记者发稿时，漏油原因已经
找到，工作人员正在更换油管。

据了解，“蛟龙”号 15日第一次下
潜试验中出现了 4个故障点，海试团
队已经进行了成功排除。

在第一次下潜试验中，声学数字
通信系统在潜水器下潜到 6200米左
右深度时意外中断，海试团队立即开
启水声电话恢复潜水器与试验母船
的语音通话，保证了试验顺利进行。
“蛟龙”号副总设计师、中科院声

学所研究员朱敏介绍说，“蛟龙”号配
有两套通信系统，一套是声学数字通
信系统，可以实现潜水器和试验母船

间数据、文字、语音和图片的传输，依
靠试验母船上 2000米电缆拖曳的水
下声学吊阵来实现；另一套为水声电
话，主要用来进行潜水器和试验母船
间的语音通话。
“声学数字通信系统中断后，我们

迅速对声学吊阵进行了回收和检查，
发现拖曳电缆破损进水，导致短路。”
朱敏说，“我们将进水的约 100米电缆
截断并重新加工了承重水密连接头，
并对接头进行了相应处理。”

除了声学系统故障，“蛟龙”号在
15 日的试验中还出现了主液压源误
报警、推力器故障和可调压载系统异
常。这些问题的出现，一是由于元器件
老化，二是由于下潜深度的增加对设
备的考验更加苛刻。

据悉，第二次下潜试验是“蛟龙”
号 7000 米级海试中非常关键的一次
试验，主要任务是复核潜水器在第一
次下潜试验中故障排除的效果，继续
验证潜水器在 6000米深度的各项功
能和安全性，在潜水器状态良好的前
提下将进行海底作业。

由于试验内容较多，第二次下
潜试验时间可能超过 10 个小时，如
果海试现场海况提前恶化，试验将
提前结束。

“蛟龙”号因故障
推迟二次下潜

姻本报记者 杨钊良 实习生 朱毓春
三明市地处福建省西北部，是个发达省份

的“欠发达”地区，不具备争夺人才的硬实力。
然而，三明市科协通过创建“院士专家服务中
心”及“院士专家工作站”，大量吸纳高端智慧，
谱写“院士经济”华章，是谓“柔性引智”。
在实地走访中，《中国科学报》记者发现，

“柔性引智”带来了精彩的率性写意。

16层科研大楼耸立山野林间

6月 8日，记者首先造访了将乐县水南国
有林场，我国第一家林业产业院士专家工作站
就建在这里。院士站办公室常务副主任、林场
场长谢汝根告诉记者：“院士站一头连着尹伟
伦院士及其团队，一头连着林业企业转型升级
的渴望，作用大着哩！”
谢汝根把记者带到林场办公楼外不远处

的一座庞然大物前：“这就是‘南方基地’的科
研大楼。”仰面凝视，这是座已封顶的 16层现
代建筑。
刚说院士站，咋又谈起“基地”了？原来，他

说的是北京林业大学南方林区（福建三明）综
合实践基地，那是院士站派生出的“大块头”。
除了科研大楼，还有已完成建设的 3万亩科研
实验和实习用地，目前入驻基地的科研项目已
达 15个，投入经费达 2亿元。

“靠谁筹的资金？”
“北林大！”
“院士站就这么神奇，有了它，要项目有项

目，要资金有资金。”县科协主席潘英禄很是自
豪。
往事并不如烟。2008年，三明市科协与时

任北林大校长尹伟伦院士“对接”成功，继而尹
伟伦又远道而来，在三明提出深化集体林权改
革等五条建言；不久后，北林大与三明市校地合
作协议签订、林业产业院士站揭牌成立、南方基
地奠基开工……
目前，北林大师生分批轮流到基地做实验。

“你们来得不巧，早晨刚走了一拨。”谢汝根说。

当 42度高温遇到“以竹代木”技术

当天下午，记者来到“毛竹之乡”永安，这里
的院士站就建在永林竹业有限公司。走下小车，
一股热浪迎面扑来，熨得脸发烫。“今天最高气
温 42摄氏度。”永安市科协主席吴继林说。

公司陈列室里，摆放着许多板和方料制成
的产品，看外表、颜色、纹理都与木材毫无二致，
抓在手上却沉甸甸的，宛如坚硬的楮木。“这些
全是毛竹做成的。”总经理杨明杰介绍说。

公司生产线运转如常，丝毫不受高温天气
影响。杨明杰告诉记者，“以竹代木”的核心技术
就在于“竹材高温软化展平”。
“把直径小、壁薄中空的竹子变成幅面大、

强度高、不变形的板材，这可是个世界性难题，
多少年来没人能越过这道坎，张齐生院士硬是
啃下了这块硬骨头。”一路当向导的三明市科技
活动中心副主任郑祥渊为《中国科学报》记者作
延伸介绍。
提起中国工程院院士张齐生，吴继林很是

动情：“因为他，我国竹材加工业雄居世界领先
地位，三明也因此分享到他的研究成果。”
目前，院士站已为永林公司解决了竹材防

腐、防虫、防霉等关键技术，正大力开展竹重组
大幅面长材等系列研发，公司也成功申请到 4
项技术专利。而“竹林高效培育与新型竹重组材
研发”已被列为“十二五”农村领域科技计划首
批预备项目。

有一种快乐叫奉献，有一种美德叫忘我

在尤溪县，由中国科学院院士谢华安领衔
的“超级稻、杂交稻产业院士工作站”，挂牌成立
才半年多，人们已习惯称之为“谢华安院士工作
站”。

6月 9日，记者来到梅仙镇下保村外，举目
一片碧绿稻海，县科协主席张是美和一位农民
模样的中年汉子立于田头。这百亩稻田就是谢
华 安 院 士 工 作 站 的 项
目———推广试验杂交水稻
34个新组合。
那“农汉”卓传营，是县

农技推广中心主任。他得到谢华安“精心培育”，
最了解院士站的工作。

没想到，卓传营把两份材料塞到记者手里
算是交代，转身埋头到稻田边去了。“老卓就这
样———受了谢院士的‘传染’，就痴迷农科事
儿。”

而谢华安在尤溪县推广超级稻、再生稻已
有十几年，多少奇迹经他双手创造。郑祥渊告诉
记者，同样由谢华安领衔的还有宁化河龙贡米
产业院士工作站，关于他抢救河龙贡米的传奇
在当地有口皆碑。
回头再看资料：自 2009年 4月福建首家院

士站在将乐县玉华洞建立以来，全市已建院士
专家工作站 10个。在院士站带动下，仅 2010～
2011年，全市有 162个院士相关项目列入国家
和福建省科技盘子，180个专利获国家授权，2
个农林科研项目被列入国家“十二五”预备项
目，新增 15家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高新产业
产值突破 300亿元……

三明市科协主席吴联派特别希望通过《中
国科学报》，向那些为欠发达地区倾情奉献的院
士专家们表达由衷感谢。而他只字未提自己谋
划“柔性引智”方略、多次风尘仆仆进京邀请院
士的事儿。

“柔性引智”也精彩
———福建省三明市院士专家工作站见闻

本报北京 6月 18日讯（记者丁佳）
记者今天从中国科学院获悉，发展中国
家科学院（TWAS）第 23 届院士大会将
于 9月 18日～21日在天津举行。

本届会议主题为“科学与可持续发
展”，会议内容包括开幕式、院士大会、
科技部部长论坛、科学院院长论坛、中
国科技发展专场报告会等。

中科院副院长、TWAS 第 23 届院
士大会组委会副主席张亚平指出，在天
津举办 TWAS大会，对推动发展中国
家间的科技合作与人才培养、促进发展
中国家的科技发展、增进发展中国家人
民之间的友谊等具有重要意义，将对提
升中国在发展中国家科技创新中的引
领作用、扩大中科院在发展中国家科学
院中的影响、促进天津市的国际科技合
作等起到积极作用。

中科院副秘书长、TWAS 第 23 届
院士大会组委会秘书长谭铁牛介绍，大
会由中科院和天津市人民政府联合主
办，支持单位包括科技部、中国工程院、
中国科协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等。届时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 700多位
代表参会，包括多个国家的科技部部
长、科学院院长、TWAS院士、国际组织
代表和特邀报告人等。

据悉，TWAS依托于联合国教科文
组织，是一个重要的国际科技组织，在
发展中国家乃至国际科技界享有盛名，
与中国科技界具有广泛的合作关系。
TWAS每年举行一次院士大会，每 2～
3年举行一次学术大会。历届 TWAS会
议均得到主办国政府的高度重视，通常
主办国的国家领导人会出席大会开幕
式、致辞并颁奖。

本报讯（记者成舸）6 月 16 日，我国桥梁工程科技
界的最高荣誉———第 21届“茅以升科学技术奖”在湖南
长沙颁发。覆盖铁路、公路、桥梁、城市建设界的 157名
优秀一线工程技术人才、科研人员和学子获奖。其中，备
受瞩目的“桥梁大奖”被授予北京交通大学教授陈英俊、
辽宁省交通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王伯惠、无锡路桥集
团高级工程师苏松源等 3人。
“茅以升科学技术奖”是为纪念我国桥梁工程奠基

人茅以升先生而设，创建于 1991年，目前已发展为 12
个子奖项，奖励 2000余人。其中的“桥梁大奖”和“土力
学及岩土工程大奖”每两年评选一次，已成为业内公认

的个人最高荣誉奖，迄今仅授予 31人。
全国政协副主席、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主任王志

珍表示，希望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以本次颁奖大会为新
的起点，继承和发扬茅以升先生爱国、科学、奋斗、奉献
的精神，为祖国科技教育事业的发展贡献更多的聪明才
智。

本届大会由中国工程院和茅以升科技教育基金会
共同主办，中南大学承办。大会期间还举行了桥梁与隧
道工程技术论坛，7位院士及众多专家就促进我国桥隧
工程的创新、安全与节能等工程技术问题及桥隧发展的
未来与展望进行了探讨。

本报北京 6月 18日讯（记者潘希）
北京时间 6月 18日 14时 14分，天宫一
号与神舟九号成功实现自动交会对接。
17时 06分，航天员景海鹏成功开启天
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实验舱舱门，随后以
漂浮姿态进入天宫一号。这是天宫一号
与神舟九号首次实现自动交会对接，中
国航天员首次访问在轨飞行器获得圆满
成功。

记者在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指挥
大厅大屏幕上看到，在完成各项准备后，
景海鹏于 16时 05分顺利开启飞船轨道
舱舱门，进入对接通道。在刘旺协助下，
景海鹏成功打开天宫一号实验舱舱门，
顺利进入天宫一号实验舱。刘旺、刘洋随
后进入天宫一号实验舱。

据悉，组合体在轨运行期间，由天宫
一号负责组合体控制与管理，3 名航天
员将在天宫一号开展多项空间科学实验
和技术试验活动，并在天宫一号工作和
休息，在飞船轨道舱就餐。

18日 11时 47分，神舟九号转入自
主控制状态。经寻的段自主脉冲控制，于
12 时 41 分抵达距天宫一号正后方约
5000米停泊点。然后，飞船以自主导引
控制方式逐渐向天宫一号靠近。

大厅内，100 多名科技人员在各自
岗位上忙碌着。北京飞控中心总师童斌
告诉记者：“与首次交会对接任务相比，
控制过程大致相同，但有了航天员的参
与，对控制的精度和安全性要求更高。为
此，我们制定了完备的飞控实施方案和
应急预案，确保了各类情况下都有对策、
有手段。”

大屏幕上，神舟九号向天宫一号缓

缓靠近。14时 01分，神舟九号飞抵距天
宫一号 30 米停泊点，随后，神舟九号以
每秒约 0.2米的相对速度向天宫一号缓
缓靠拢。

14时 07分，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
对接环轻轻接触，经过捕获、缓冲与校
正、拉回、锁紧等技术动作，神舟九号飞
船与天宫一号目标飞行器建立刚性连
接，形成组合体。

自动交会对接实施期间，航天员景
海鹏、刘旺、刘洋在神舟九号飞船返回舱
值守。记者在飞控中心指挥大厅大屏幕
上看到，3名航天员身着舱内航天服，密
切监视着飞船仪表盘上的各类数据和对
接过程，认真执行各种指令发送操作，并
通过天地通信系统，迅速准确地向地面
报告交会对接实施情况。
“这是自动对接的一项重要备份手

段。出现异常情况时，可由航天员实施手
动对接或撤离。此外，这次对接在阳照区

进行，对测量设备的可靠性要求更高，对
地面控制的及时性和应急能力也是一种
严峻考验。”童斌介绍。

记者看到，右侧大屏幕显示着从天
宫一号摄像头传回的画面。由于在阳照
区进行，整个过程实时捕捉，十分清晰。

据介绍，此次交会对接在阳照区进
行，可以考核检验交会测量设备特别是
光学测量设备在光照条件下的功能性
能。

此外，神舟九号飞船原本实施 5 次
变轨，只进行了 4 次就成功进入距地
面高度约 343 公里的近圆轨道，与天宫
一号处在相同轨道面的交会对接点
上。北京飞控中心研究员唐歌实介绍，
该过程在简化飞行控制操作的同时，
也提高了航天员和飞行控制的安全性
和可靠性。

另据了解，飞行期间，航天员乘员组
与地面控制系统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多

次向地面通报了飞船工作状况和自己的
身体状况，并进入了轨道舱开展了部分
空间科学实验。

几天后，神舟九号将与天宫一号分
离，并再次进行航天员手动交会对接。
“手动交会对接对航天员的空间位

置判断能力、手眼协调能力、多信息并行
处理能力提出了很高要求，对航天员的
操作精细性和心理承受能力是个考验。”
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研究员庞之浩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

庞之浩说，神舟九号在技术制造上
与“神八”并无差别，发展手动交会对接
技术，在于提高成功率，实际上是为飞船
交会对接增加了一个“安全阀”，出现故
障时航天员可以随机应变，并能节约时
间和燃料。
“从未来趋势看，手动和自动交会对

接技术都需要掌握，以提高空间交会对
接的可靠性和经济性。”庞之浩说。

神九天宫实现首次载人交会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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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1届“茅以升科学技术奖”颁发

6 月 17 日傍晚，
在“神女”刘洋老家的
村子里，100 多位乡
亲、记者和刘洋的五
爷爷刘天才聚在一
起，观看“神九”发射
直播。自从刘洋备选
“神九”航天员的消息
传出，刘天才说，他至
今已经接待了约 500
名记者。（6 月 18 日
《新闻晚报》）

500名记者，这还
是基本没有刘洋直系
亲属的小村庄。至于
刘洋的娘家郑州，以
及她的婆家，有没有
记者门庭若市的现
象，不得而知。

趁着“神九”和天
宫一号对接，很多面

向普通大众的媒体本可以学习《万物
简史》的作者，用生动的语言，介绍航
天的历史、现状和趣闻；可以选择不同
的采访对象，从“神九”的研制、航天服
的独特功能、航天食品的演进乃至人
类探索宇宙的历史等进行报道。

然而，有不少媒体不是从科技的

角度切入，不是从历史的视角出发，也
不是从未来的视角切入，而是将注意
力集中在“八卦”身上。比如对刘洋父
母家和老家的扎堆采访，就是用娱乐
的手法，突出刘洋的性别，甚至关注女
航天员的生育状况和分娩形式等。

报道说，刘洋的五爷不堪记者的
车轮战术，在“神九”发射前几天，不得
不躲到了山上。等到“神九”升天之时，
回到村里，照样被记者给包围。一个女
航天员的亲属，成了第二个新闻中心，
可乐程度由此可见一斑。

对于刘洋新闻爆热的现象，对于
刘洋五爷的遭遇，网上批评的声音不
少：“幕后的航天科技人员才是真正的
英雄！”“如今又一窝蜂，你们得到的新
闻千篇一律，有多大意义？”

类似批评也许有点偏颇，毕竟，刘
洋作为我国第一名女航天员，也非常
值得报道。但是，凡事皆有度。其实，
500名记者围着刘洋转，也从另一个
侧面反映了公众的趣味。因为，对市场
化媒体而言，读者的需求决定了其努
力的方向。面对公众科学素养不高的
事实，期望这 500多名记者所在的媒
体，除了刘洋，还要关注其他更有科学
意义的信息。毕竟，媒体除了迎合，还
存在引导的可能性。

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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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评

本报讯（记者潘希）在神舟九号与天
宫一号成功对接后，记者获悉，包括航天
测控可视化系统、交会对接微波雷达、高
精度加速度计等在内的多项技术成果，保
障了神舟九号与天宫一号的对接成功。

在北京飞控大厅前方的巨幅显示屏
上，三维动画把飞行器在太空中飞行的
姿态实时展现出来。北京飞控中心软件
室主任孙军介绍，针对此次任务“载人、
手控对接”的新特点，飞控中心对显示屏

上所应用的航天测控可视化系统进行了
87项技术状态更动。“这个系统采用了
多模式视点控制、脚本交互控制等技术
构建了真实的空间环境，将抽象的数据
通过形象的动画显示出来。”

据了解，中国航天科工二院 25所研
制的交会对接微波雷达，是引导神舟九
号和天宫一号从百公里之外到几十米之
间“牵手”的“红线”。作为实施载人交会
对接任务的关键敏感器，为交会对接提

供距离、速度、角度、角速度等信息。
而飞船上精度最高的加速度测量装

置，是中国航天科工三院 33所研制的高
精度加速度计组合，它能够在微重力状
态下精确地测量飞船与目标飞行器交会
对接的沿 X轴、Y轴和 Z轴方向的平移
速度增量，同时也用于检测飞船轨控发
动机工作过程，调姿、姿控过程，对接及
分离过程，轨道舱泄压过程等运动过程
的微重力变化。

多项技术助力“胜利之吻”

▲神舟九号 /天宫一号自动对接成功。
荨6月 18日拍摄的北京航天飞控中心大屏幕显示的航天
员景海鹏、刘旺、刘洋在天宫一号实验舱内的画面。

新华社供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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