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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士之声

姻本报记者张巧玲
“雨前初见花间蕊，雨后全无月底花。蜂

蝶纷纷过墙去，却疑春色在邻家。”近日，在与
《中国科学报》记者谈及我国能源安全的话题
时，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郭位并没有过多谈
论专业性问题，而是引用一些案例和诗词来
说明能源的重要性及发展核能的必要性。
郭位说，能源已成为生活的必需品。能

源的安全问题是个整体概念，要从整体的
角度来理解。
“核能是最清洁、可靠的能源。”郭位说。
然而，受去年 3月日本福岛核电事故

的影响，很多国家发生了核恐慌，比如，德
国政府在今年 5月 30日发表声明，该国将
于 2022年起全面废核，完全依赖其他形式
的能源。
郭位对比了水能、太阳能、风能等 7种主

要能源的情况，借改写朱熹的《观书有感》一
诗说道：“七彩能源一鉴开，心理科技共徘徊。
问渠那得添福祉，可靠源头有关怀。”
他解释说：“7种不同的能源，最重要

的，是它们的可靠性。”
影响核能可靠性的主要有 3 个方面：

硬件、操作人员、物流与管理。
“福岛核问题被放大，主要是因为管理

方面出了问题。”郭位认为，能源发展应当
与时俱进，要理解现代科技所包含的规范，
不断更新知识，处理实际存在的问题。他主
张“问题导向”，而非“假设导向”。
“我们要依据问题解决问题。”郭位介

绍，截至 2010年，日本共有 54座核反应
堆，其产生的电力占供电总量的 30%。2011
年福岛核事故后，日本开始反对发展核电。
今年 5月开始，日本核电厂停止运作，但却
在今年 7月重启了大阪核电站。
因为，“核能的可靠性不是一个奇

迹”，郭位说。

“船已经停了，可以起来走走了。”
已经在床上躺了超过 20个小时，睡几个小

时被晃醒一下，即使睡着了也在无厘头的梦境
中度过。好似在一个巨大的不倒翁里面，前后左
右没完没了地晃动。

在几位女调查队员的再三激励下，记者披
上外套“爬”到了驾驶室———整个船上视野最开
阔的地方，据说这是除了躺着之外减轻晕船症
状的另一种有效方法。

但遗憾的是，这招在记者身上也不管用，一

上驾驶室就吐了。吹了半天海风，才将翻江倒海
的胃给平复下来。

正在驾驶室值班的三副和水手想着法儿让
记者分散注意力，跟记者从“蛟龙”号聊到北京
“7·21”特大暴雨。在一番天马行空地闲聊之后，
感觉似乎好了不少，于是，下定决心去用午餐。

可悲剧还是发生了。刚进房间准备拿餐具
和筷子，就忽地吐了。吐完后，越发觉得无力。为
了后面不再一蹶不振，记者坚持着慢慢挪到餐
厅，勉强下咽了一个糖三角和一些蔬菜。之后，继

续回到房间躺着。
下午 3 点，政委张宝明召集开了第四航段

第一次临时党委扩大会，记者也被邀请参加。
会上成立了安全领导小组、后勤保障组和宣传
报道组。张宝明作为临时党委书记，希望临时
党委能够起到堡垒作用，始终贯彻以任务为中
心、以安全为保障、以层级为基础的管理思路，
力争把第四航段工作组织好、任务完成好、生
活照顾好。

在船长甄松刚、首席科学家杨耀民分别介

绍完本航段的航行安全工作与科学考察任务之
后，驾驶与科研两个团队负责人进行了充分沟通
交流，以确保不久后将开展的第四航段的科考任
务顺利完成。

会议持续了近两个小时，短短两三周的作
业，却有着相当烦琐的环节。特别是在某些海域，
还时常有防海盗的重任。

会议期间，尽管眩晕不断，但是作为第四航
段宣传报道组成员，记者一定会在自己的岗位上
与其他大洋人一起并肩作战。

姻本报记者 丁佳
日前，江苏 13家生物质发电厂因收集不到

足够的秸秆，在短时间内集体陷入亏损，一时间
引发热议。
这与国家对生物质能源日益加大的重视与

扶持似乎并不匹配。“十一五”以来，国家先后出
台了《可再生能源法》、《可再生能源中长期发展
规划》、《国家能源科技“十二五”规划》、《生物质
能源科技发展“十二五”专项规划》等法规政策，
大力支持和鼓励生物质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
“中国的生物质能源究竟该怎么走？”8月 30

日，在中国科学院举办的生物质能源研讨会上，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向 15家研究所和 8家企业的
代表抛出了这样一个问题。

新的能源热潮

近年来，以安全、环保、可再生为标志的生物
质能源已成为全世界关注的热点。
“以美国、欧盟、巴西等为首的许多国家地

区，已经掀起了以纤维素生物液体燃料、微藻生
物液体燃料、生物天然气等为主流的新一代生物
燃料技术的研发热潮，并占据了产业发展先机。”
中科院副院长张亚平认为，生物质能源关系到国
家的未来发展，中科院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在这个问题上责无旁贷。
“在当前能源消费总量快速增长、石油出现

结构性短缺，减排压力巨大的背景下，发展生物
质能源已经成为我国的战略需求。”中科院生命
科学与生物技术局副局长苏荣辉在报告中说，
“如果将我国 50%废弃生物质转化为液体燃料，
就可减少 30%石油进口，减排 2.4亿吨 CO2，有效
缓解石油供需矛盾和环境保护的双重压力。”

然而，与美国、巴西等自然条件优越的国家
相比，耕地面积紧张，水资源匮乏等现状，让中国
无法照搬其他国家的经验，必须开辟出一条“不
与民争粮，不与粮争地”的发展道路。
“生物质能源技术必须综合考虑资源、成本

和碳排放等问题。科学技术作为第一生产力，须
以最终能够创造财富和价值为目标。生物质能源
技术的发展，要以国家需求为牵引，加强理论与
实践的结合，加强与企业的合作，着力解决好技
术和经济两张皮的问题。要避免同质化问题，更
要避免低水平重复。”中科院副院长阴和俊说。

第一突破口：原料

“其实人类从未缺过能源，人类缺的是廉价
的能源。”
这是中粮集团有限公司总裁助理岳国君发出

的感慨。中粮 2006年开始涉足生物质液体燃料的
研发，仅为了寻找合适的材料就花费了 3年时间。
致力于生物柴油生产的福建龙岩卓越新能

源股份有限公司也面临着类似的问题。该公司副
总裁曾庆平说：“2003年，国内企业开发出了拥有
自主知识产权的技术，但自那时起，我国生物柴
油产业的发展历程就十分曲折。”

2005～2007年间，全国跟风上马了很多生物
柴油生产装置，但由于原料和技术、成本及产品
质量等原因，加上 2008年金融海啸的冲击，许多
企业还来不及投产就倒闭了，有些企业甚至沦为
以生物柴油为幌子的非法食用油加工窝点。
“而且，现存的生物柴油生产线也基本是以

废弃油脂为原料，难以长期维系。”曾庆平坦承，
“长期、大规模生产生物柴油，要依靠木本油料植
物种子和海洋藻类植物等新原料，这就需要科技
界与企业界通力合作。”

对这一点，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
所副所长吕雪峰深有同感：“目前生物燃料产业
发展的最大瓶颈就是原料。”近年来，青岛能源所
在生物天然气、生物质预处理糖化技术等方面取
得了多项突破，并与多家企业建立了合作，进行
产业化推广。

生物质利用：多元发展

“对我国来说，生物质能源发展应以能源补充
替代和改善生态环境为目标，以废弃生物质资源
为主，培育有潜力的新型生物质资源，实现多元化
资源供给。”生物质能技术创新产学研联盟秘书
长，中科院广州能源研究所党委书记马隆龙说。
除原料外，工艺上该走什么过程？企业该做

什么产品？在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副
所长马延和看来，这些都是我国发展生物质能源
应该重点思考的问题。
“比如纤维素就是我国未来工业经济发展的

战略资源。”他举例说，“纤维素生物醇应该成为
我国未来生物液体燃料的战略发展方向，通过合
成生物学技术，发展高值化学品和生物液体燃料
的共生产，走多元化发展之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曹湘洪则提出建立“大能

源”概念，拓宽生物质利用思路。他认为生物质作
为自然界唯一含有碳氢的可再生资源，应重点考
虑转化生成运输燃料、化学品等。“我们应研究制
定中国生物炼制路线图，以更好地指导技术研究
和产业开发。”

中国的机会

2011年，中科院植物研究所研究员桑涛在甘
肃环县种下了 10万棵草，一年后只活下来几千

棵，但这个实验结果却让他很高兴。
“这些草是我们从华中地区移过来的，但它们

却在干旱、寒冷、贫瘠的黄土高原适应得很好。”在
桑涛看来，这几千棵顽强存活的芒草中，可能就孕
育着中国生物质能源的下一个希望。
桑涛的乐观源自中国丰富的边际性土地和植

物资源。据统计，我国可用于种植能源植物的边际
性土地达 1.3亿～1.36亿公顷，另外还有 1.35亿
公顷的退化、沙化、盐碱化土地。而根据《中国柴油
植物》记载，我国有 100多种适合在荒山、荒坡种
植，可炼制生物柴油的植物。

2008年起，中科院多家研究所展开了对芒草
这种热门的能源植物的研究。植物所和武汉植物
园完成了芒草的资源收集和初步驯化；青岛能源
所收集了耐盐碱芒草种质资源并进行了选育；而
上海生科院、遗传发育所则开展了芒草基因组测
序、转基因体系建立等工作。

不仅是芒草，目前中科院在 20家研究所对生
物质能源的研发进行了布局，学科方向覆盖生物
质能源创新价值链的各个环节，与清华大学、天津
大学等高校形成了互补性强、先导性强的合作格
局，并与波音、壳牌、中石化等国内外大型企业在微
藻燃料和纤维素生物醇等领域开展了合作。

在“十二五”的前两年，中科院承担的国家生
物质能源研发任务经费总计 2.93亿元，并在新型
种质资源培育、高效低成本转化关键技术、产品提
质等方向上达到了国内领先乃至国际先进水平。
“我们希望通过目标凝练、精心组织，与企业一起协
同创新、集智攻关，使生物质能源技术迈上新的台
阶。”中科院高技术研究与发展局局长王越超说。

这样的誓言也让桑涛等一线科学家倍受鼓
舞：“我们相信，在中科院总体布局和积累的基础
上，中国是可以走出自己的生物质能源之路，也有
可能在该领域与世界争先的。”

根据一次减灾问题问卷调查的
结果，有 37%的人从未接受过防灾、
减灾教育，经常接受教育的只有
4%。被问及家中是否会常备急救用
品，如救生包等，74%的人表示不会
准备。（9月 3日《人民日报》）

其实，在经受了诸多公共灾害，
比如地震、洪灾、水患，还有诸多公
共事故后，公众的灾害意识、防灾意
识已得到了不小的提升。比如不少
单位曾邀请消防官兵进行消防和安
全培训。

为什么公众的防灾减灾意识还
如此淡薄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我
们所进行的减灾教育多是一种散淡
意义的教育，自由度很大。而不是强
制性、约束性的灾难教育，更没有进
行培训后的考核。

因为要求过于“软”、“散”，人们
的学习惰性就会占上风，而将宝贵的
学习机会不当回事。对安全的精神重
视度弱化很多，让本能的灾难敬畏意
识消减很多。给自我带来了更大的安
全隐患，更给社会造成隐形伤害。

因此，不妨将减灾防灾教育纳
入职业培训、教育培训中，进行制度
化和职业化强制。让这种素养成为
发展、工作和升学的重要杠杆。用这
种严谨、规范、认真、系统的培训提
升人们的安全意识，纠正人们对安
全发展的不在乎的心理，更让根深
蒂固的安全麻痹症得到纠正，让学
习惰性得到纠正。

有了制度化保障，安全培训不是
可有可无的，而是必须认真落实的；不是能轻易逃
避的，而是必须真心落实的。坚持时日，整个社会的
安全发展意识、减灾防灾意识就能得到巨大提高。

尤其应该强调的是，中国人“健忘”，很多重
大灾难都唤不醒防范于未然的防灾意识，有些人
甚至达到了麻木状态。在这种情况下，更有必要
用制度化培训进行纠错。

这方面，已经有成功经验。比如香港劳动法
规定，企业开业之前，必须要对员工进行防灾减
灾等方面的安全教育，只有接受教育的人员达到
一定比例，方能准许开业。而且，在所有机构注册
之前，也都有相应的要求，确保对人员进行充分
的安全教育。而在一些国家，防灾减灾等安全教
育是国民教育的基本内容，国民受过教育的比例
在德国为 80%。

还有日本，学校有防灾教育、公司有防灾预
案、社会有救灾培训。日本地方政府有专门为居
民和参观者建立的防灾教育中心，除了图片、文
字，以及模拟体验，中心还开设有面向公众的各
种防灾、减灾培训课程，也有面向单位开设的消
防员培训班。这些制度化的安全培训，有效提升
了公民的减灾意识。

因此，各地政府也应将灾难教育纳入制度化
培训，进行制度化、常态化和社会化培训，让更多
公民成为具有一定安全素养的“现代公民”，提升
生命敬畏感和珍惜意识，唤醒登高望远、居安思
危的避灾意识、躲灾意识、预警意识，营造更安全
和幸福的发展环境。

本报讯（记者张好成 通讯员衣晓峰）近日，黑龙江省疾病
控制中心承担的“三聚氰胺—三聚氰酸联合毒性和肾损伤的恢
复性研究”课题通过了黑龙江省科技厅组织的专家验收。该研
究发现，在停止摄入三聚氰胺后，机体在一定时间内能逐渐形
成新的肾小管，促使肾功能恢复正常。

2008 年发生的“奶粉事件”早已平息，食品中违法添加三
聚氰胺的问题也已得到有效控制，但学术界对因摄入三聚氰胺
所致的肾脏病理性损伤的预后评估始终难以进行，原因是缺乏
对三聚氰胺及三聚氰酸联合毒性和肾损伤的恢复性科研数据。

作为三聚氰胺毒性研究的开拓者之一，黑龙江省疾病控制
中心主任医师王玉燕在黑龙江省自然科学基金的支持下，指导
课题组率先对三聚氰胺所致大鼠肾损伤的恢复过程进行了深
入研究。

研究发现：经口摄入三聚氰胺，在肾小管生成结晶体并造
成肾损伤后，停止摄入三聚氰胺，不予药物干预，肾小管内的结

晶体可随尿液逐渐排出，一定时间后，由于肾组织中的结晶体
逐渐减少，血液供应得到改善，肾小管的过滤、浓缩等功能亦相
应好转，同时，由间质细胞分化生成的肾小管上皮细胞，开始逐
渐形成新的肾小管，使肾功能逐渐恢复正常。

在大鼠模型毒性实验中，课题组通过对比研究，在国内外
首次证实，经口单独摄入的三聚氰胺可在动物肾脏内产生结晶
体，与三聚氰胺—三聚氰酸联合染毒所形成的结晶体两者之间
的结构基本相同，造成肾脏的病变性质也相同。经体外三聚氰
胺—三聚氰酸反应热试验结果证实，三聚氰胺—三聚氰酸发生
反应生成晶体时，可释放出 75kJ/mol的热量。课题组据此认
为，这两种化学物质在肾小管内结晶反应瞬间放热，可能引起
肾小管上皮变性、坏死、炎细胞浸润等继发性损伤。

业内专家评价指出，上述成果填补了国内外本领域多项研
究空白，为三聚氰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及临床患儿的康复和后
续治疗提供了科学依据。

三聚氰胺所致肾损伤或能自行恢复

科学时评

有时还要防海盗
姻本报记者 陆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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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质能源的中国道路
本报讯（记者程春生）日

前，山西省政府与中国工程院
在太原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中
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副院长谢
克昌等十多位中国工程院院
士出席签字仪式。

根据协议，双方将本着优
势互补的原则，通过战略合作
实现山西资源产业优势与中
国工程院智力、技术优势有机
结合。

今后双方将在开展决策
咨询、培养和引进科技人才、
进行研究与产业化开发活
动、搭建高层次创新平台、组
织高水平学术活动、建立省
院合作协调机制等方面开展
深入合作。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表
示，中国工程院将以这次省院
战略合作协议的签署为契机，
进一步发挥职能优势，在科技
创新项目争取、能力建设和决
策咨询等方面给予山西更多
的支持和帮助，为推动山西转
型跨越发展提供更加有力的
科技支撑。

山西省省长王君表示，
希望中国工程院进一步发挥
科技思想库的作用，利用院
士及其团队多学科、跨部门、
跨行业的综合性优势，重点
围绕中部崛起、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
配套改革试验区建设两大国家战略，一如
既往地支持山西的科技创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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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爱鸟护鸟志愿者将一只由他们救助的白鹤带到位于辽宁法库县境内的獾子洞湿地进行野化训练。希望通过这样的野
化训练，让这只离群近 5个月的“小家伙”成功重回自然。

今年 4月 21日，沈阳理工大学生态环境研究室主任周海翔和一些爱鸟护鸟志愿者发现在康平卧龙湖自然保护区附近有一
只白鹤被盗猎者放置的鸟夹夹伤右脚趾，与鹤群走散。随后，他们将白鹤带回沈阳为它做了截趾手术。右脚两只脚趾被截除后，
白鹤被临时安置在沈阳二环外一处人工湖边，周海翔和志愿者们用铁丝围栏为白鹤搭起一处小“家”，让它在水滨的环境中休
养，重新亲近自然。

图为将白鹤送往野化训练地点前，爱鸟护鸟志愿者测量其头部长度。 新华社记者潘昱龙摄

护鸟志愿者爱心搭起白鹤“回家”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郭位：

核能是清洁
可靠的能源

9月 1日 多云
大洋之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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