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奥运
科技 栏目主持：肖洁

8月 11 日，清华大学今年的党
员新生赴校报到，这也拉开了今年新
生报到的序幕。

与以往不同，今年清华大学在报
到区外设置“警戒线”，家长一律只能
在线外等候，新生必须带着材料独自
登记入学。首批来报到的是清华新生
党员和“领军计划”的入学学生，近
600人。他们将在接下来的三天内接
受党性教育以及适应大学生活的课
程，以求在入学后继续发挥骨干作
用。（8月 13日《城市晚报》）

清华大学在报到区外设置“警戒
线”，要求新生独立报到。此举看似不
近人情，但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独立
自主能力，具有教育导向意义。

事实上，在现实生活中，除了余
温不减的“送学潮”以外，家长溺爱孩
子，不给孩子精神断乳，孩子过分依
赖父母的例子比比皆是。曾有报道
说，北京某大学学生每个月准时把脏
衣服打包邮寄给远在兰州的妈妈清
洗。因为担心女儿不会吃感冒药，东
北某家长坐飞机给远在青岛读书的
女儿送感冒药。
“可怜天下父母心”，笔者无意对

满怀喜悦“送学”的家长说三道四，但
是，家长庇护得了孩子一时，庇护不
了孩子一世。对待这个问题，孩子和
家长都应该摆正位置、调整心态。而
孩子考上远离家乡的大学，正是让孩

子独立，给孩子断乳的契机。
其实，解决溺爱孩子的办法是双方面的，一方

面，孩子自身要有独立意识和敢于接受生活挑战的
勇气；另一方面，家长应该清楚自己的角色和身份，
对自己的孩子有信心，放手让其参与生活锻炼。透
过清华大学挡家长的新闻，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
我想告诫天下溺爱孩子的父母：培养孩子的独立精
神不妨从让孩子独立报到开始。

本报讯（记者张楠）近日出版的国际期刊《神经元》杂志发
表了题为《斑马鱼发育期视网膜兴奋性突触功能的长时程增
强》的论文。该论文由中科院上海生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杜久
林小组完成。该小组运用在体研究方法，首次发现了视网膜突
触功能在发育时期具有长时程增强（long-term potentiation，
LTP）的能力。

LTP被认为是动物学习 /记忆和发育过程中经验依赖性
的神经环路修饰的突触机制之一。尽管大量的研究已发现，在
发育时期，视觉经验和神经活动对于视网膜神经环路的形成
至关重要，但 LTP在视网膜中是否存在还是个谜。

该工作主要由博士生魏宏平等在研究员杜久林的指导下
完成。他们以斑马鱼为模式动物，利用在体全细胞电生理和在
体双光子成像等技术，在整体动物上研究 LTP是否存在于发
育期的视网膜。

首先，研究人员发现，在出生后 3～6天的斑马鱼上，高频电
脉冲刺激能够在视网膜双极细胞到神经节细胞这一级兴奋性
突触上诱导 LTP，而在出生 15至 20天的动物上则不能；该 LTP
的诱导需要突触后 N-甲基 -D-天冬氨酸受体的激活。

其次，该 LTP的表达涉及突触前的变化，包括双极细胞轴
突末端钙反应的长时程增加、微小兴奋性突触后电流频率的增
加、突触后电流的配对脉冲比率及变异系数的降低等。

药理实验表明，这些突触前的变化主要由突触逆向信号
分子花生四烯酸介导。进一步的功能实验发现，重复的光刺
激也能在同一级突触上诱导 LTP，并且由电刺激和不同种模
式的光刺激诱导产生的 LTP 都能有效增加神经节细胞的对
光反应。

该工作首次阐明了 LTP的确存在于发育时期的视网膜中，
为视觉经验引起的视觉神经环路修饰和发育提供了突触机制。

研究发现发育期视网膜突触功能具可塑性

科学时评

姻本报记者张巧玲
竞技比赛虽是奥运会最吸引眼球的内容，

但“吃”仍然是每个运动员日常的头等大事。近
半个月的激情过后，伦敦奥运已落下帷幕。可喜
的是，至今未见到有关奥运饮食安全事故的报
道。可以说，伦敦完成了一场食品安全“零事故”
的奥运会。
据悉，为了保证今年伦敦奥运会的成功举

办，英国食品标准局特别成立了食品安全执法
队，以加强食品卫生检查，确保伦敦奥运会期间
的食品安全。
据当地媒体报道，执法队由 10名专业的环

境健康官员组成，主要对奥林匹克公园内部和
周边地区的餐饮企业进行特别检查，包括加强
对其他奥运场馆附近餐馆和超市的监管。
伦敦对奥运村周边餐饮企业的卫生实行从

0到 5的“星级评判”，0和 1为不达标级别，涉
事企业需要整改。在奥运会开幕前，伦敦塔桥区
已经有 17家企业被直接关闭，多达 200家企业
需要整改，还有数家企业徘徊在整改边缘。
为了接待 1万多名宾客，伦敦还建造了能

容纳 5000人就餐的主食堂，并根据惯例提供世

界各地的美食。事实上，此次奥运会还未发生选
手因为水土不服而失去竞技状态的悲剧。

其实，食品安全问题几乎是每届奥运会的
必考“科目”。1996年的夏季奥运会，有 197个国
家的 10万名运动员和 220万来宾云集亚特兰
大。而亚特兰大奥运会也开创了现代奥运会历
史上没有暴发由不洁饮食引发重大疾病的先
例，其饮食安全预防措施相当成功。不过，在奥
运会比赛的头一天，奥运村还是查出了两个没
有合法执照的食物卖主，他们出售的食物已使
两人患上腹泻。

2000年的悉尼奥运会是饮食安全管理记录
最好的奥运会之一，没有任何一个运动员因为
染上与不良饮食有关的疾病而与金牌失之交
臂。

据悉，悉尼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管理措施确
保奥运会期间的饮食安全。如建立全面的卫生监
督系统，比赛场地实行食品安全管理，场外对食
品经营点进行监察。临近奥运会期间，政府官员
与悉尼奥组委指定的 9个主要食品供应商的核
心小组一起工作，制定出食品安全计划。

在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北京建立健全
了食品安全监督管理组织、食品安全监测网络、

食品安全信用三大体
系，并且先后成立了
由 16 个食品安全相
关部门组成的食品安
全委员会，还将北京
市政府食品安全监督
协调办公室设立为常
设机构。同时，确立了
由 9个一级检测单位
和 30 个二级检测单
位组成的奥运食品检
测机构，承担对奥运
食品定点供应基地的
环境监测及奥运食品
检测等工作。
为了保证满足“严苛”的奥运食品安全标

准，密集的食品安全检测体系实现了全覆盖。北
京不仅在奥运场馆内及周边实施快速检测、奥
运场馆内外实验室实施检测，还对食品备选基
地空气、土壤和水环境、养殖基地的兴奋剂类物
质进行动态监测。
此外，由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牵头研

究的 4大类共 37种兴奋剂的检测方法也被用

于北京奥运食品安全保障工作中。
为保证北京奥运村与奥运场馆生活饮用水

的安全、健康、优质，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
建立的饮用水质安全风险末端控制模式与方
案，被指定在 2008年奥运村及奥运场馆应用。

一系列食品安全保障技术最终使 2008年
的北京奥运会未发生一例食品安全事故，令世
人称赞。

“我的老师黄文魁先生 54岁
还在做实验，我只做到 45岁，现
在的年轻老板三十几岁从国外回
来就不做实验了。”日前，中国科
学院院士涂永强在接受《中国科
学报》记者采访时感叹，为人师
表，老师要给学生做好榜样。

二十几平方米的旧房子，一
张破桌子，掉皮的天花板，这就是
涂永强回国后的第一间实验室。
上世纪 90年代初期，涂永强放弃
国外的优越条件回到祖国，回到
西部的兰州大学，开始了有机合
成方面的研究。
“那时候我基本每天中午都

不回家，晚上吃碗牛肉面，工作到
12点左右才回家，学生还有周日
半天休息，我根本没有。”这不是
在诉苦，涂永强对记者说：“在那
么艰苦的条件下能坚持下来，全
凭着对有机化学的兴趣，我相信，
只有这样才能出成绩。”

而对于现在三十几岁就不做
实验的“老板”，涂永强摇了摇头
说：“现在各方面的条件都好了很
多，可是学生们却不能吃苦了。为
人师表，我的老师当初就是以身
作则教导我，现在，我也要给学生
做好榜样。”

一直到 45岁，涂永强都会亲
自在实验室给学生做示范。现在，
他则在旁边指导学生，给他们更
多的动手机会。他经常告诫学生，
要训练自己的想象力和创新思
维，要训练科学、准确和高效的实
验技能，在任何一个环节都不能漫不经心。一旦学生稍
有马虎，涂永强都会让他们重做一遍。

涂永强说：“做有机全合成是一项很艰苦的工作。”
为了一个几次不达标的实验结果，他曾经点名批评，说
哭了一位女学生。

涂永强分析到，现在就业压力大，有些学生不是抱
着对科学的崇高追求和兴趣来读书，而是为了将来找工
作，这是导致如今学生不能吃苦的主要原因。在这样的
环境下，如果老师不能以身作则，拿什么来要求学生呢？

他期待学生们少一点功利心，多一点事业心。“科学创
新就像沙里淘金，不可能有大块的金子等你去捡，只有严
格按程序，花大量的劳动和智慧从矿石中寻找和筛选，才
有可能找到一丁点金子，更多情况则是一点也找不到。”

本报北京 8月 13日讯（见习记者邱锐）记者从
卫生部获悉，用以指导我国未来五年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工作的纲领性文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十
二五”规划》（以下简称《规划》）今天正式公布实施。
《规划》以“基本构建保障人民群众健康需求、

符合我国国情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为总体目
标，分为食品安全标准现状，指导思想、基本原则和
目标，主要任务以及保障措施四个部分。
《规划》提出，“十二五”期间，相关卫生部门将

着重实现四项工作目标：一是清理整合现行食品标
准，到 2015年底基本完成现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
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以及行业标
准中强制执行内容的清理整合工作。二是加快制
定、修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提高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的通用性、科学性和实用性。三是完善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管理机制，建立程序规范、公开透明、政府
主导、部门配合、全社会共同参与的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管理体制和工作机制。四是强化标准宣传贯彻
和实施工作，促进各部门、各单位学习贯彻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督促食品生产经营单位认真实施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卫生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卫生部将会
同相关部门按照国务院统一部署，采取加强宣传、
制定《规划》重点任务专项工作方案、加快食品安全
标准制修订工作步伐等措施，确保《规划》组织实施
工作顺利进行。

科学管理确保奥运饮食“零事故”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十二五”规划》公布实施

花湖里的“老水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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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杨琪）8月 12 日，第 27届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在宁夏银川举行开幕式。全国人大常委会
副委员长、民建中央主席陈昌智，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党组书记陈希，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
书记、自治区人大主任张毅等领导出席了此次开幕式。

据悉，本届大赛主题为“创新·体验·成长”，参赛选
手来自 猿园 个省（区、市），以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香港
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军队子女学校。

本届大赛共有 猿缘愿 个学生创新项目、圆园园个科技辅
导员创新项目参加评选，员缘苑 项优秀科技实践活动、员源园
幅少儿科学幻想绘画获奖作品参加展示。此外，来自奥
地利、法国、瑞典等 员园 个国家的约 缘园 位国际代表也参
加了展示和交流。大赛将于 员缘日决出结果。

据介绍，大赛除主办单位设立的奖项之外，还有基
金会、高校、企事业单位等设立的 20多项专项奖。

全国青少年科技
创新大赛银川开幕

姻本报记者彭丽 通讯员 何奕忻
花湖位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若

尔盖县中部，海拔 3430米，是若尔盖湿地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的核心区，曾被《国家地理杂
志》评为“中国最美的湿地”。
这里不仅是旅游观光的圣地，还是中国

科学院成都生物研究所的实验观测点。该所
科研团队在此已开展了长达数年的湖面温室
气体排放监测。博士朱单是其中的一位核心
成员，长期在花湖采样，观测温室气体的季节
变化和年际变化。

8月 6日，《中国科学报》记者在若尔盖县
见到了朱单。他刚从青海黄河源头考察回来，
一路风尘仆仆，脸上的胡子还未来得及刮掉。
次日清晨 6点 30 分，朱单带着记者从

若尔盖县驱车 30 公里前往花湖。检票口处
已排成一条约百米长的队伍，人头攒动，声
音鼎沸。“现在是旅游旺季，采样会受到一定
程度的限制。”朱单告诉记者，采样高峰期集
中在夏冬两季。“不过，因为在冬天湖面会冻
结，采样间隔会长一些，所以最好的时节还

是夏季。”
遗憾的是，进入花湖不久，便下起了大雨，

记者没能跟随朱单过一把水手瘾，只能从他的
描述中了解其日常工作。“这里比城市的生活
更有规律和节奏，每天常规工作就是划着皮艇
在湖面采样。”朱单笑称自己早已是个老水手
了。他介绍，采样点主要设在南面入水口、北面
出水口、湖中心以及靠近湖岸处。日常的采样
是在这些地方将漂浮箱从船头一侧放入水中，
每隔五分钟取出气体样品。在取气样的间隙，
还要测定环境温度和风速等指标，并从船尾取
回湖水样品。漂浮箱的采样完成后再从湖底取
底栖植物和沉积物的样品。
不过，老水手也有犯难的时候。采样时遇

到大风来袭，船会随着波浪起起伏伏，很容易
产生眩晕感，使采样变得不太容易。
同时，由于在每个监测点工作时间长达一

个多小时，而高原天气复杂多变，所以有时会
遭遇高原强烈的阳光，脸被灼烧得生疼；有时
会碰见一场持续大半天的雨，使采样要拖到天
黑前才能完成。
最要命的是下冰雹。一次在邻近的红原县

采样，下起了拇指盖大小的冰雹。幸好采样点
旁有一片灌丛，朱单和同事钻了进去，用帽子
和带有手套的双手护住头部。即便如此，他们
还是被打得生疼。“当时觉得好无助，如果没有
灌丛，我们肯定成重伤。”朱单边说边给记者看
手机里记录下的影像。

在采样过程中，朱单还会遇到另一个不便
之处。“采样后要花费十多个小时一路颠簸回
成都分析样品，隔几天再回花湖取样。”朱单说
这是他工作中遇到的最大困难，特别是在旅游
旺季，没有站点只能四处找旅馆。“又贵又难
找，在研究经费不充裕的条件下，这是一个很
大的制约因素。”

走在花湖的栈道上，朱单手指着湖水出
口方向让记者远眺。去年若尔盖湿地局花费
1000多万元在那里修建了拦水坝，抬高了近
一米的水位。“要在往年，整个湖泊的平均水
位约半米，船在里面经常搁浅，划起来很不
方便。现在，在花湖泛舟变得很惬意。”朱单
乐呵呵地说。
“在水位升高过程

中，观测温室气体的排放

很有意义。”朱单给记者解释，修建拦水坝旨
在进行生态恢复，保护湿地。“监测生态系统
中温室气体的排放变化能有效评价这个生
态工程效果。”

朱单对目前从事的工作很喜欢也很自
豪。“我们做的都是基础性工作，积累的数据
不仅可用于科学研究还能为政府决策提供
参考。”他表示，花湖在气候和地理位置上具
有典型性。“正好在青藏高原东北面，处于高
原气候区和东部季风区的交汇地带，是气候
变化的敏感区域，对全球气候变化能起到很
强的预警作用。”

不过，朱单也期待着研究所能在若尔盖设
立一个固定站点，在花湖这一观测点位上进行
更加深入的研究，并从多方面扩展，让数据更
成体系，更加有效地服务于科研和政府决策。
“我还有一个更大的愿望：走遍青藏高原，进行
湖泊采样，作科学研究。”朱单说，他会尽全力
来实现这个梦想。

国际空中机器人大赛（亚太赛区）日前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体育馆拉开战幕。8支高校代表队带着自己设计
的空中机器人参加虚拟“反恐任务”———“潜入恐怖分子基地，窃取机密情报”。 CFP供图

国际机器人大赛在北航举行

走基层转作风改文风

院士之声

工作人员在伦敦奥林匹克公园媒体餐厅切售匹萨。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http://www.sciencenet.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