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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一劫。”这是近几天听得最多的一句话。
当地时间 9月 2日晚的那场火，时时敲打着每一个船员、

队员的神经。排查安全隐患，成为近期船上工作的主题。
在工作组的监督指导下，调查队员将各个实验室和存放部

分实验用品的前大仓翻了个“底朝天”。大箱小箱一律不放过，
清点箱内物品，记录备案。

如果逮到酒精、丙酮、盐酸、硫酸、硝酸等危险化学品，直接
拎出来，集中清理，放置到船上的油漆仓和危险品库中，绑扎固
定。同时，除化学实验室外，对各个实验室的线路也进行了全面
排查。经开机检查，所有实验设备调试正常。

船员们对甲板、仓库及设备等进行了全面清理、检查，并加
备了手提灭火器、沙袋等消防器材。其间，专业验船师对全船进
行了严格检查，包括火灾伤害及灾后修复情况，出具了详细的

检验报告，表明船舶符合航行要求。
船长甄松刚表示，船上油水充足，船舶总体情况良好，具备

开航条件。
尽管如此，工作组在今日离船前再三强调，如何控制风险，

必须拿出切实可行、万无一失的应对措施，要求船上进一步加
强防火巡视，完善危险品管理制度和实验室用电管理制度。

惊心动魄的火灾之后，紧接着是轰轰烈烈的排查，没有一
个船员、队员因为意外事故而影响正常工作。相反，大家的责任
心更强了，工作更细致了。

不过，心理上的紧张，加上身体的疲劳，有近一半的船员、
队员都感冒了。

这种情况下，并没有听到一句抱怨。大家都是吃几颗药，躺
一躺，接着又回到自己的岗位上。

排查隐患
姻本报记者 陆琦

9月 15日 晴

大洋之旅

姻本报记者张巧玲
“这件事不能再延迟了。科学院必须把基础

科学和理论研究抓起来，同时又要把理论研究与
科学实验结合起来。高能物理研究和高能加速器
的预制研究，应该成为科学院要抓的主要项目之
一。”
这是 1972年 9月 11日，周恩来总理给张文

裕等科学家的回信。
时至今日，已整整 40周年。
近日，40多名新老科学家及 30余名年轻学

生共聚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回顾了这段珍贵
的历史。

快速发展 40年

今年 8月，我国大亚湾实验发现第三种中微
子振荡模式，引起国际学术界的强烈反响。
美国《科学》杂志评论说：“中微子关键参数

的测量，标志着中国的崛起。”《自然》杂志对此的
评论是“对中微子振荡的最高精度测量”。
“总理批示是高能物理发展的里程碑事件，

这正是中国高能物理几十年厚积薄发的重要成
果。”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说。

40 年来，随着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成
立以及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BEPC）及其重大
改造工程的实施，我国高能物理研究逐渐进入
世界前列。

目前，北京谱仪实验、大亚湾中微子实验
等，都有来自多个国家和地区的几十个成员单
位和几百名科学家参与。我国科学家也参加了
欧洲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等国际重要高能
物理实验。

一些高能物理大科学工程建设也成就斐然。
例如，BEPCⅡ工程对撞亮度达到 BEPC的 65倍
左右，完成多项高能物理实验；同步辐射专用模
式运行效率逐年提高，兼用模式对用户开放；散
裂中子源、硬 X射线调制望远镜、羊八井宇宙线
观测站、加速器驱动的次临界反应堆、北京先进
光源、大亚湾二期等工程也在加紧推进。

中科院院士陈和生告诉《中国科学报》记
者，我国已成为世界五个高能加速器研究基地
之一，在高能物理方面，我国已占据很突出的
地位。

基础研究仍不能松懈

“回忆和学习周总理当年作出的批示，不能
简单就事论事。”中科院院士何祚庥认为，周恩来
总理在当年“文化大革命”的极端条件下，作出了
支持发展高能物理研究的决定，实际上是在支持
基础研究的发展。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成员詹文龙也指
出，这 40年也是中国基础科学快速发展的 40
年。20世纪 70年代，除高能所外，一批基础研究
机构相继建立；除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重离子
加速器、同步辐射等科学装置在上世纪 80年代
末 90年代初建成。
詹文龙指出，当前，国家仍十分重视和支持

基础研究的发展，基础研究面临着非常难得的发
展机遇，但今后更需要在基础科学方面，力争在
科学原理层次取得原创性的科学成果，在应用研
究中取得重大创新成果。
“基础研究仍需要长期积累。”陈和生说，

“基础研究不是说把油门加大就能跑得快，要实
现高能物理和基础研究的大发展，仍需要始终
把握正确的发展策略和方向，仍需要相当多的

投入，才能有原创性的成果。”

年轻人的担子更重

“我想起了当年何祚庥在牛棚里还在计算加
速器。”中科院原对装办主任柳怀祖回忆说，当年
科学家都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开展科学研究
的，才有了今天中国的高能物理。

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回忆当年研制对撞
机的经历时说，当年的条件很艰苦，他们坚持做
这些不是为了拿奖金、发表文章，只是一心想把
工作做出来。“非常希望现在的年轻人能把这些
传统发扬下去。”
“今后中国科技腾飞的担子落在了年轻人身

上。”柳怀祖说，回忆过去科学家的奋斗历程，其
实是想给现在的年轻人一些启发。

陈和生说，不是要求现在的年轻人在 40年
前的环境中去从事科学研究，而是需要一种即使
在逆境或困境中仍能坚持献身科学的精神。
“先辈们为现在的科学研究创造了很好的条

件，需要年轻人继续把我们的基础研究推向更高
的层次。”陈和生说。

本报讯（记者郑金武）近日，
由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院（以
下简称“首科院”）编制的首都科
技创新发展指数和《首都科技创
新发展报告 2012》在京发布。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首科院

院长李晓西介绍说，首都科技
创新发展指数从纵向和横向两
个维度建立比较指标体系，为
首都科技创新“画像”，对首都
科技创新发展的进展情况进行
动态跟踪评估，分析影响科技
创新发展的主要因素，提出针
对重大战略性问题的解决思路
和政策建议。
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报

告显示，2005 年以来，无论是创
新资源、创新环境，还是创新服
务和创新绩效，北京的科技创
新指数整体呈现明显递增趋
势，其中创新服务和创新环境
方面的指标上升态势尤为突
出。北京整体处于创新发展水
平的中间，虽与发达国家的城
市相比存在一定差距，但领先
于新兴市场经济国家的城市，
特别是专利数、科技公司指数、
科技园区三项创新能力单项指
标排名第三，而在创新收益方
面有待于进一步加强。
《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报告

2012》是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指数
研究、首都科技创新发展战略研
究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研究
的成果汇编。北京市科委副主任
朱世龙介绍说，从今年起该报告
将每年定期发布，内容涵盖国内
外科技创新发展趋势，北京市科

技创新工作开展的理念、进程和绩效，力求打
造“首都科技创新工作全景图、规划图和组织
图”。

北京市科委还介绍了首科院成立以来的
发展建设情况。据介绍，2011年 8月，北京市与
科技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签约共建首
科院，北京市科委为秘书长单位，北京师范大
学、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共同参与承建。首
科院采取“小核心、大网络”的组织模式和运行
机制，搭建首都科技发展战略研究平台，针对
凝聚首都科技智力资源的体制机制、“科技北
京”发展建设、培育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等重
大问题开展研究咨询。

新老科学家忆周恩来总理 40年前重要批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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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缺战略矿产资源协同创新中心成立

本报讯 紧缺战略矿产资源协同创新中心日前在武
汉成立。该协同创新中心是由中国地质大学（武汉）牵头
建设，并联合南京大学、北京大学、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
理研究所、中国地质科学院、国土资源部中央地勘基金管
理中心等单位共建的实体性研发机构。
据悉，中心将以破除地质找矿协同创新的体制机制

障碍和解决制约地质找矿突破的关键科学技术问题为目
标，结合紧缺战略矿产资源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发展趋势，
提出我国矿产资源的找矿前景、评价体系与开发模式。同
时，中心将重点实施人才评价、人才流动、人才培养、协同
创新、资源要素流动等 5项机制体制改革计划。

（鲁伟曹南燕徐燕）

山西成立气煤共采技术创新战略联盟

本报讯 9月 15日，由山西晋城无烟煤矿业集团等
29 家单位组成的山西省煤与煤层气共采产业技术创新
战略联盟在太原成立。
山西省是煤炭资源大省，仅晋城煤层气储量即达

6.85 万亿立方米，占全国的 1/4，目前该省煤层气开采技
术和规模全国领先。为实现“气化山西”的目标，山西近年
来大力推进煤层气开发利用步伐。山西省科技厅厅长贺
天才介绍说，组建这一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旨在提升
该领域的技术创新能力，形成一种联合开发、优势互补、
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有效组织模式和长效合作机制。
为推动产学研融合，山西省科技厅与山西晋城无烟

煤矿业集团还共同设立了“山西省煤层气联合研究基
金”，并作为山西省自然科学基金的组成部分，重点资助
煤层气资源开发与利用、煤炭生物气化等方面的基础和
前沿技术研究。 （程春生）

简讯

本报讯（记者刘万生）近日，由国际穆斯堡
尔数据中心（MEDC）主办、兰州大学磁学及磁
性材料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协办的第 8届穆斯堡
尔效应工业应用国际会议（ISIAME）在中科院
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召开。来自 26个国家和地
区的 130多名专家和学者参会。

据了解，穆斯堡尔谱学是通过观测原子核
对伽马线的共鸣吸收效应而研究核外电子举
动的科学，自建立以来在工业领域中有着广泛
的应用。在催化领域，可对催化剂原理进行原
位动态表征；在环境工程领域，可帮助科学家们
调查大自然对环境变化的影响；在生物医学领
域，可对人体骨骼、血红蛋白质中的铁元素状态
进行选择性分析。

ISIAME是四年一次的国际性系列学术会
议，旨在为全球科学家提供一个探讨穆斯堡尔
效应在工业中应用的平台。此次会议是 ISI-
AME创办 32年来首次在中国举办。

会议展示了 MEDC 从美国北卡罗来纳大
学迁至中科院大连化物所以来取得的成绩，有
助于提升大连化物所乃至我国在国际穆斯堡尔
领域的知名度，对加强国内外穆谱领域的合作
交流、促进穆谱学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为鼓励更多的青年学者及研究生参与穆
斯堡尔效应的应用研究，此次会议设立了 ISI-
AME墙报奖，评选出了 11个最佳墙报。同时，
为纪念穆斯堡尔先生逝世 1周年以及最近去世
的多位穆斯堡尔研究领域的著名科学家，会议
还特别安排了 3场纪念分会。

会议期间，部分与会代表与中科院大连化
学物理研究所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航天催化
与新材料研究室及生物技术部相关负责人，就
学生互派、项目合作等进行了讨论。

闭幕式上，MEDC秘书长王军虎向下一届
会议主席、南非开普敦大学教授 Frans Waanders
进行了会徽交接仪式。

穆斯堡尔效应工业应用
国际会议在大连召开

姻本报记者黄明明实习生李勤
9 月 15日，特意选择在中国科普日当天，丹麦科技

委员会“生物多样性全球观点项目”在 25个参与国家的
34个地点同时启动。
同一天、不同地点，生物多样性拉近了全球的距离。
当 100名中国志愿者透过大屏幕向印度新德里的项目

志愿者们挥手说“Hi”的时候，让人恍若身处“地球村”。
中科院植物所博士魏伟介绍说，为保证调查结果的

严谨和可信性，中国的 100名志愿者涵盖了不同的教育
背景、不同的地域和民族，还包括我国港澳台地区。
在去活动地点的路上，记者偶遇两位来自中央民族大

学的藏族女孩。其中，一位叫巴丹拉姆的女孩说，她对藏区
的生物多样性保护很感兴趣，不过这次应主办方调查真实
性的要求，自己并没有刻意去“突击”相关科普知识。
此次活动采取的是圆桌讨论形式，记者随意挑选了 3

号桌旁听。
通过自我介绍，记者了解到，3号桌的 10位参与人员

中，有 17岁的学生，也有 62岁的农民，男女各占一半，学
历程度包括了小学、初中、中专、高中、大专、本科，他们分
别来自北京、山东、河南、湖南等地。
“湖泊干涸，江河污染，森林死于酸雨，中国的生物多

样性处在危急关头，像纸房子一般脆弱。”中科院植物所
研究员覃海宁直接选用了一些家乡的照片，以此说明当
下保护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他的话引起了大家的共鸣。
来自湖南东安县的王玖元，今年 62 岁，一直待在农

村。他说，小的时候，村子的小河里可以抓虾捕鱼，而今却
变了颜色。
“虽然在台北大家都呼吁保护环境、保护生物多样

性，但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去做。”台北市立教育大学硕
士三年级学生黄文翰则向记者列举了槟榔的例子———由
于台北人喜欢吃槟榔，近年来山坡上种植了很多，但它的
根很浅，时常造成水土流失和山体滑坡。
除了对所居住的地方环境变化“吐苦水”外，讨论中

还有“珊瑚礁的保护该由谁来出资”等观点性的争议。
正如魏伟所言，一天的时间是短暂的，100人的范围

也是有限的，而尽可能地让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全球性
问题传播得更深、更远是此次科普活动的目的所在。

同住地球村
共话生物多样性

9月 15日，恰逢全国科普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举办了第十二届 RoboGame机器人大赛。此次大赛分为“机器人
巧算 24”和“机器人越障献花”两个主题，分别有来自该校各院系的 18支和 14支队伍进入上述两个主题的决赛。
“机器人巧算 24”比赛要求机器人根据评委随机给出的 4个 1到 9之间的整数，通过加减乘除运算，使最后的结果

为 24。比赛要求机器人在 8分钟之内完成行走、取笔、计算、书写等内容。最终，来自该校工程科学学院的“疾风”队以
1分 25秒的成绩完成了全部动作，礼堂里爆发出阵阵喝彩。计算机学院的“依然 monster”、少年班学院的“The mass”、
工程科学学院的“狂奔的蜗牛”等队伍也有上佳表现。
“机器人越障献花”比赛在该校严济慈铜像广场举行，这是该校 RoboGame机器人大赛首次在室外举行。比赛要

求机器人在 8分钟内识别路标，准确找到行走路线，攀爬台阶，到达严济慈像前献花。来自工程科学学院的“团子大家
族”队仅用 1分 53秒流畅地完成献花，成为全场焦点。

图为队员们正在作调试准备。 本报通讯员刘爱华、曾皓 记者蒋家平摄影报道

本报讯（记者杨清波 通讯员姚盛权）9月 15日，以“科技创新与科
技道德”为主题的首届重庆青年科学家论坛在当地举行。除了重庆市委
副书记张轩等领导参加外，会议还吸引了包括国外著名学者、两院院
士、“973”项目首席科学家等在内的科学界代表约 500人出席。

开幕式上，大会对第七届“重庆青年科技奖”获得者进行了表彰。美
国《科学》杂志主编布鲁斯·艾伯茨，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学教授严纯华
分别作了《科学与世界的未来》、《科技创新与学术诚信》的学术报告。其
中，艾伯茨针对最近发生的“黄金大米”事件发表了自己的看法。
“这次的转基因大米实验，没有告知实验者及其父母，是不对的！”身

为美国著名细胞生物学家、曾两次担任美国科学院院长的艾伯茨表示。
他认为，相关科学家应将实验的整个过程、影响情况告知实验者，

因为参与者都拥有知情权，有权了解潜在风险。
据了解，8月 1日，一篇名为《黄金大米中的 β- 胡萝卜素与油胶

囊中的 β-胡萝卜素对儿童补充维生素 A同样有效》的论文称，美国
塔夫茨大学一家科研机构于 2008年在湖南一所小学对 24名儿童进行
过转基因大米（即“黄金大米”）的人体试验。

在湖南衡阳予以否认时，美国方面回应承认该试验，并号称“该试
验的目的是针对发展中国家一个非常严重的健康问题寻找解决方法”。

对此，艾伯茨表示，食品安全问题各国都很关心，《科学》杂志也十
分关注中国儿童“黄金大米”研究试验事件，分别在 9月 11 日和 14日
刊登了两篇学术文章。
“但是，美国科学家在研究中犯有错误！”艾伯茨说，“我相信每个科

学家都希望通过自身的努力让生活变得更好，但在这个过程中，科学家
不能违背基本的行为准则和伦理准则。否则，再伟大的科学成果也会黯
然失色。”他认为，对参与实验者及其家人隐瞒真相，是一种故意欺骗和
隐瞒，违背了科学家应有的精神。

重庆举办首届青年科学家论坛
科学实验伦理准则受关注

调查队员清理危险化学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