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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贺根生 通讯员彭莲珺）9月 21日上午，第九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在广西南宁国际会展中心开幕。

据悉，2012 年是《中国—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签订
10周年，也是中国—东盟科技合作年。为此，今年的博览会将“科
技合作”作为重要主题，突出科技成果展示，举办了双边科技合
作等一系列活动，为加强中国—东盟科技领域合作提供广阔的
平台。

作为五大主题展之一的先进技术展，成为本届博览会的一大
亮点。展出的 380项高新技术、农村适用技术成果，针对了东盟方的

需求，一开展便受到中外客商的关注。
来自广西贵港市科隆农林高新技术公司的李寿宽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他从 2006年开始，已连续参加 7届先进技术展。由他研
制的《罗汉松扦插苗块繁育技术规程》，是我国首个罗汉松快繁育苗
地方标准，且已在柬埔寨推广应用。该项技术在本届博览会开展的
第一天便又收获 240多万元的订单。

中国外交部《中国—东盟合作：1991-2011》白皮书显示，历届中
国—东盟博览会已展示农村先进适用技术、高新技术成果和产品近
3000项，技术交易金额逾 40亿元。

第九届中国—东盟博览会凸显科技合作

国际煤岩学和有机岩石学相关组织
联合在京举行年会

本报讯 9 月 15日至 24日，由中国矿业大学（北
京）主办的第 64届国际煤岩学委员会年会和第 29届
国际有机岩石学年会联合会议在北京召开。这是该联
合会议首次在亚洲和发展中国家召开，显示了中国能
源科学在世界能源科学领域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

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澳大利亚、西班牙等 2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100 多名学者就煤、石油、煤层气
等传统化石能源领域以及页岩气等国际热点问题进
行了探讨。

据了解，这两个国际组织在国际煤地质学、有机
岩石学、煤岩学、油气地质学、有机地球化学、煤层气
等领域具有重要的学术影响，其目的是团结“煤、油、
气”等能源方面的科学与工程技术人员，用煤岩学、油
气有机岩学、有机地球化学及相关学科的理论，来解
决煤炭、石油、天然气等能源开发与利用过程中遇到
的难题，并通过高层次的学术交流与研讨，为世界能
源事业的发展作出贡献。 （钟华）

上海举行科学道德学风建设宣讲报告会

本报讯 近日，由上海市科协与上海市教委联合
主办的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会在同
济大学举行。中国工程院院士顾玉东，中国科学院
院士王恩多、褚君浩为上海近 3000 名在校学生和青
年教师代表分别作了题为《为国奉献，从我做起》、
《科学研究与科研人才培养》、《培养科学精神，实现
创新跨越》的报告。
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协主席陈凯先表示，

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是上海科技界、教育界的
共同使命和长期任务，是营造良好科研环境、提升自
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的迫切需要。他表示，
今年上海将在市级、各大学园区、校级 3 个层面，深
入开展宣讲教育活动。

陈凯先还向青年教师和学生提出了几点希望：一
是增强社会责任感；二是加强个人修养，自觉传承老
一辈科学家的优良学风与品质；三是培养创新意识和
能力。 （黄辛）

第五届中国辽宁
国际镁质材料博览会举行

本报讯近日，第五届中国辽宁国际镁质材料博览
会（以下简称“镁博会”）在辽宁工业展览馆开幕。多位
省市领导、行业专家及国内外约 5000位客商代表参
加开幕式。

据了解，展会以“加快产品结构调整，做强特种资
源产业”为主题，有近 200家企业参展，设 11个展区、
500个展位，主要展示国内外镁质材料、硼、滑石、膨润
土等系列产品、技术和相关设备。

其中，在工业特种资源产业发展论坛上，中科院
沈阳分院副院长韩恩厚等 18 位国内外知名行业专
家，针对镁质材料、硼、滑石、膨润土等行业的现状与
未来发展作学术报告；同时举办工业特种资源行业科
技项目对接会，来自省内外多家高校与科研单位的专
家学者进行项目推介，并与参会企业交流洽谈。

（周峰 寇洋）

北京倡议建立国际科学节联盟

本报讯作为全国科普日北京嘉年华重点活动，近
日，北京市科委与科协在中国科技馆共同主办“第十届
北京科学传播创新与发展论坛暨 2012北京科学节论
坛”。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周立军在《科学无国界》演讲中
倡议建立国际科学节联盟，该倡议被称为“北京声音”。
周立军指出，科学节自上世纪 80年代在英国爱

丁堡问世以来，已跨越国界成为方兴未艾的科普形
式。国际科学节联盟的宗旨应当是：促进交流合作，推
动资源共享，探讨科学传播规律，推动科学传播事业
可持续发展。

据了解，世界上很多国家和地区每年都会举办各
种形式的科学日、科学周和科学节，传播科学知识与
科研方法。此次 2012北京科学节论坛上，美国、德国、
法国、新加坡与中国的科学传播领域专家发表了相关
演讲。 （朱广清）

简讯

姻本报记者闫洁
虽然已是第三次来到中国，但益川敏英

坦言，此次从兰州到北京的飞行之旅，让他亲
身体验了中国的国土辽阔。
不过，给这位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留

下更深刻印象的，还是中国学生和青年科研
人员的认真、勤奋。
近日，应中科院“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计

划邀请，益川敏英和国际知名原子核物理学
者坂田文彦一起来到中国讲学，其间先后访
问了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近代物理研究
所和北京大学、河南大学等研究院所和高校。

中国学生让诺奖得主忆起年轻时代

“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计划由中科院于
2004年启动，每年邀请 20名活跃在科学前沿
的世界顶尖科学家来中国进行 1～2 周的学
术访问，而后选派中方优秀科研骨干进行学
术回访。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采访时，益川

敏英说，每到一处讲学，他都能感觉到，中国
的学生就像自己年轻的时候一样，有着特别
强的好学心和求知欲，能够为自己的理想和
目标而努力，这让他印象深刻。

2008年 12月，出席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
行的诺贝尔奖颁奖仪式，是益川敏英的首次国
外旅行。2009年 9月，他因为诺贝尔奖获得者
巡回演讲，第一次来到中国。
虽然对于中国没有太深的了解，但益川敏

英表示，他从事了这么多年的物理学研究，很
乐意与中国的学生及同行分享几十年来物理
学的发展历程和自己的科研心得，“希望能对
他们今后将要从事的科学研究有所帮助”。
谈及当前的国际科技合作与交流，益川敏

英认为，自然科学研究不可能由一个人单独完
成，而是需要很多人的交流与碰撞。在这个过
程中，年轻人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他们在国
外能积攒起丰富的科研经验，有着很好的职业
经历，这对于他们回国后继续从事相关研究非
常有利。
“不过，现在很多年轻的科研人员出国后

就留在了国外，没有回国。”益川敏英说，他还
是希望年轻人出去后能够回来，给自己的国家
打造一个很好的科学发展的基础。

“子承父业”发展中日科技交流

和益川敏英相比，坂田文彦可以称得上是
中国科技界的“老朋友”。
坂田文彦的父亲坂田昌一是世界著名的

粒子物理学家，并一直致力于中日两国间的科
技合作。1964年访问中国时，他还受到毛泽东
主席的接见。
坂田文彦说，父亲的做法对他影响很大。

1985年，他应中科院理论物理研究所戴元本
院士的邀请，首次来中国访问了一个月。
从那以后，坂田文彦一直致力于发展中日

两国核物理界的交流与合作。
在他的推动下，日本茨城大学理学部和中

科院理论物理所签订了合作与交流协议。他还
和我国学者在中国共同组织核物理和粒子物
理方面的国际会议，其中一次会议，日本方面
来了 50多位学者，包括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
小林诚。
同时，通过坂田文彦的努力，中日两国间

的物理、生物与化学交叉学科研讨会已经开过
五届。他还和中国学者两次成功申请到日本学
术振兴会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共
同支持的中日合作项目。
此外，坂田文彦还亲自指导中国学生开展

科学研究。在他的培养下，拿到博士学位的中
国学生有两个，硕士学位的有 10个左右。
从 1985年首次访华至今，坂田文彦告诉

记者，二十多年间中国的科研设备和装置发展
特别快，例如大型加速器的建设、研发取得了
很大的进展，这让他惊叹不已。

搭建同世界顶级科学家对话的平台

中科院国际合作局一位项目负责人告诉《中
国科学报》记者，“爱因斯坦讲席教授”计划实施 8
年多来，共邀请了 109位具有诺贝尔奖、图灵奖、
菲尔茨奖等世界顶级科学水准的专家来华讲学。
该负责人表示，虽然他们到访的时间不

长，却给中科院打开了一扇门。“短期来看，他
们对相关领域进行的前瞻性引导和介绍，能让
国内的科研人员更直接地了解国际顶级科学
家的科研思路和工作进展。”

从长远看，通过顶级科学家的来访和交流，直
接促成中科院同受邀专家所在的科研机构建立了
初步联系。同时，借助中国科研人员 3～6个月的
回访，实质性地搭建了一个初步的国际交流平台，
这对中科院前瞻性的研究工作很有意义。
尽管该计划每年都会资助基础科学、生命

科学、资源环境科学和高技术领域各 5个邀请
名额，但随着国内科研水平的提高，已远远满
足不了各研究所对实质性国际交流的需求。
“中国科学院将一如既往地实施‘爱因斯

坦讲席教授’计划，希望未来我们能吸引更多
的世界顶级科学家来中国讲学访问并开展科
研合作，不断提高该计划的含金量，为更多的
科研人员搭建同世界顶级科学家对话的平
台。”该计划负责人表示。

期待更多“爱因斯坦”走进中国
———中科院国际人才交流计划结硕果

船越往南航行，晃得越厉害。这种晃动毫无规则，让人防不
胜防。一会儿朝左推你一把，一会儿朝右推你一把，一会儿让你
失重腾空，一会儿让你超重顶头。没半天工夫，浑身像散架了一
样，不止如此，胃里还翻江倒海，食不下咽。

这两天，好几个新上船的调查队员都倒下了。
但是调查队员们“没时间晕船”。按照计划，9月 23日凌晨，

“大洋一号”将到达作业区进行调查作业，因此，这两天首席科学
家杨耀民正紧张而有序地组织调查队员开展作业培训。即使头
晕眼花、四肢无力，这群“85后”的年轻科学家（船员们称调查队
员为“科学家”）没有一个退缩的。

来自北大的研二学生孟浩然，是男生中晕船最厉害的一个。
为了出海，他也算做足功课。除了从师兄师姐那里吸取经验

外，还专门集中增肥一个月，足足长了二三十斤以作储备，“以防
晕船后什么都吃不下去”。可是，连续多日的晕船，“吐得比吃得
还多”，让他精疲力尽，增肥的成果消耗殆尽。

不过，无论是理论培训，还是现场演示，孟浩然都没有缺席。
晕了，就在桌上趴一会儿，在甲板上坐一会儿。尽管嘴上说“打死
也不来了”，可一旦用到他负责的设备，立马精神头就来了，有板
有眼地给大家讲解设备原理和操作要领。

其实，“大洋一号”船上那么多种复杂、先进的仪器设备的负
责人都像孟浩然一样，是 1988年、1989年生人。

难怪，1969年出生的杨耀民连称自己年纪大。
看动漫、玩三国杀、吃奥里奥……谈笑间还是一副刚出大学

校园的青涩模样，但只要工作起来，穿着工作服、戴上安全帽，面
对各种设备，完全一副“老大洋”的架势，沉稳、细致。

科学研究是一项看上去很美的工作，种种艰辛只有当事人
方能体会。大洋科考的辛苦，更是安居实验室的科研人员所望尘
莫及的。说到这儿，不得不佩服船上的女调查队员。

田鹏，国家海洋局第三海洋研究所研二学生，胖墩墩、肥嘟
嘟，走起路来一摇一摆，船员们都形象地叫她“小企鹅”。

或许因为她热情乐观的性格，不仅与调查队员，与船员也都
打成一片。除了完成自己的科研任务，她还经常到伙房帮厨，给
服务员吕师傅打下手，日子久了，都把她当自家孩子了，有好吃
的都给她留一口。

田鹏已在船上两个多月了，基本适应各种海况，照顾新上船的
女调查队员就成为她的一项额外任务。有人晕船卧床不起，她便一
日三餐床前伺候；有人想家心情低落，她便连故事带笑话地逗乐。

记得记者最初晕船卧床那几天，她兴致勃勃地来到记者宿

舍要学习使用单反相机。起初甚是不解，后来才知道，原来她是
要给记者照相，“让你们领导看看你现在痛苦的样子，出大洋工
作真的很不容易”。

真是个可爱的姑娘。

“85后”挑大梁
姻本报记者陆琦

9月 20日 阴

大洋之旅

本报讯 中科院化学所光化学
院重点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利用有
机纳米光子学材料，实现了高效化
学气体传感，相关成果发表在近期
出版的国际期刊《先进材料》杂志
上，并被作为即将出版的《先进光
学材料》的内封面文章重点介绍。

据了解，光波导传感器具有普
通传感器无法比拟的灵敏度高、体
积小、抗电磁干扰、便于集成等优
点，在气体与生物传感中扮演着越
来越重要的角色。

中科院化学所光化学院重点
实验室的研究人员近年来一直致
力于低维有机光子学方面的研究，
围绕光子学集成器件中所需要的
光波导、微纳光源、光子路由器等
开展了一系列探索工作。

近来，他们又在有机纳米材料
电化学荧光转换方面取得突破，相
关工作证实了低维有机材料在纳
米光子学领域的巨大潜力，为实现
有机纳米光子学传感器件奠定了
基础。

最近，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科技部和中科院的支持下，科
研人员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通过
超分子自组装方法制备出二元有
机复合纳米带，利用荧光共振能量
转移中受体的杠杆效应，制备出高
效的酸碱气体传感器。他们进一步

将有机金属配合物的单晶纳米线引入电化学发光传感体
系，实现了对生物分子多巴胺的高效、灵敏检测，相关工
作发表在《先进材料》杂志上。

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与活体分析化学实验室合作，
制备出有机核 /壳纳米结构作为光波导传感器，利用核
壳之间的消逝波耦合，有效地放大了波导材料对气体的
响应，从而实现了对 H2O2气体的快速、高灵敏、高选择性
的原位检测。 （宗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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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见习记者张晶晶）9月 23日，由中国地质调
查局、中国地质学会地质教育研究分会主办，北京大学和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承办的第二届全国大学生地质技能
竞赛在北京大学百年讲堂开幕。大赛共吸引了来自全国
39所高校的 104支队伍参加。

据悉，此次大赛持续三天，内容包括地质技能综合应
用、野外地质技能竞赛、地质标本鉴定和地学知识竞赛四
个项目，旨在通过竞赛的形式，提升在校学生分析问题和
解决问题的能力，推动全国地质类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
其中，野外地质竞赛为新增项目。

北京大学常务副校长、中科院院士王恩哥表示，地质
学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专业，地质人才的培养既需要科
学理论的学习，也需要长期经验的积累。此次大赛既是一
次学术竞赛，也是交流学习的好机会。

国土资源部总工程师钟自然则指出，当前我国地学
教育既要培养精英人才，也要培养经济社会发展紧缺的
技术型人才。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9月 22日，为期 4天的第九届
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以下简称“中博会”）在广州开
幕，并吸引了境内外 2400多家企业参展。

据了解，第九届中博会由原来每届邀请一个国家担
任主宾国，改为邀请若干个国家共同担任联合主办国。本
届中博会由中国和越南、厄瓜多尔联合主办，共设节能应
急展、汽车零部件展、绿色食品展等 5 个专业展馆，展会
面积达 10万平方米。

从 2004年起，中博会已成为我国一年一度的中小企
业盛会。自第三届开始，中博会更名为“中国国际中小企
业博览会”。经过 8年的创新发展，中博会的服务功能日
趋完善，被誉为“中国举办的规模最大、层次最高”的国际
中小企业展会。
“服务企业，助力成长”是我国开展中小企业服务年

活动的主题，也是本届中博会最重要的目标和任务之一。
针对当前中小企业生产要素成本上升快、订单少、融资
难、融资贵等问题，本届中博会组织了一系列论坛、培训
和服务活动。

据介绍，截至 2011年年底，广东省以中小微企业为
主体的民营经济单位数已达 468万个，该省 80%的新增
劳动力就业均通过中小微企业实现。

第二届全国大学生
地质技能大赛在京举行

第九届“中博会”在穗开幕
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微生物高通量筛选平台中的“全自动克隆挑选系统”，将科研人员从

繁重的微生物实验中彻底解放出来。该系统负责人郭晓梅日前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以前我们用手工
挑选菌落，一天只能挑几百个，工作量大，效率低下；而这台设备每小时能挑 4000多个，科研人员只要在电
脑中输入菌落的尺寸范围，机器就能自动识别并进行精确挑选。” 本报记者丁佳摄影报道

调查队员在后甲板练习打水手结。

技术人员正在操作仪器。

仪器根据电脑输入的指令，对菌落进
行扫描后，即可完成快速、精确的挑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