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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太欧法学院 /研究机构
联盟在沪成立

本报讯 6 月 12 日，由上海交通大
学凯原法学院和中国法与社会研究院，
与荷兰鹿特丹伊拉斯姆斯大学法学院共
同倡议发起的“亚太欧法学院 / 研究机
构联盟”在上海交通大学举行启动仪式。

联盟的首批发起机构还包括法国、英
国等国的 17 家亚太、欧洲一流法学院和研
究机构。当天，该联盟还首次举行了题为

“国际商事和投资纠纷解决机制：调解、仲
裁和诉讼”的国际性学术年会。 （黄辛）

中英智慧农场成果展举行

本报讯近日，中英智慧农场在京进行
阶段成果展示。本次展览由中国农村技术
开发中心联合英国创新署、国家农业信息
化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共同执行。

中英智慧农场项目于 2018 年 9 月正
式启动。目前，中英围绕智慧农场开展了联
合收割测产系统、农业机器人田间信息采
集、智慧农场管理系统等的研发及应用示
范工作，初步实现了基于传感信息与智能
装备的作物精准管理。 （唐凤冯丽妃）

中巴农业生物资源研究中心
成立

本报讯 近日，中巴农业生物资源研
究中心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成立。该校
党委书记李兴旺和巴基斯坦拉合尔大学
首席赞助人穆罕默德·阿卜杜勒·罗夫，
共同为该中心揭牌。

该中心主要任务是加强双方在农业
生物资源领域的实质性合作与交流，重
点开展中巴农业生物资源的生化与分子
遗传、作物生产与加工方面的试验研究、
示范和推广工作。 （靳军张行勇）

青岛国际博士后创新创业园
开园

本报讯近日，中国博士后创新创业成
果大赛启动仪式暨青岛国际博士后创新创
业园开园仪式在青岛市举行。目前，园区已
引进博士后项目 25 个、博士后等高层次人
才 50 余人，涵盖了海洋经济、物联网、智能
制造等山东重点发展产业。 （廖洋）

发现·进展

简讯

中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系列蓝皮书发布

6 月 12 日，由中国科学报社与细胞出
版社共同主办、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联
合 主 办 的 2019 年 “ 中 国 科 学 家 与 Cell
Press”系列活动———细胞出版社 2018 中国
年度论文、年度机构颁奖典礼暨前沿论坛
举行。《中国科学报》就细胞出版社与中国
合作及未来发展等问题，专访了细胞出版
社编辑部副总裁 Deborah J. Sweet 和出版总
监李统胤。

《中国科学报》：从细胞出版社的数据来
看，过去 5 到 10 年，中国科学家发表论文的
情况如何？

Deborah J. Sweet：2018 年，以中国内地
机构为第一完成单位的中国科学家在细胞出
版社旗下研究类期刊上发表论文共 423 篇，
比 2017 年增加了 245 篇，涨幅达 137.6%。这
对细胞出版社来说是非常令人兴奋的好消
息。137.6%的增长，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的科
研能力的增长，二是细胞出版社内部正在从
生命科学扩展到物质科学领域，并向整个科
学领域扩展。

李统胤：目前，中国科学家跟全世界的合
作都在非常快速地扩展。从我们获得的文章
来看，很多文章尽管主要作者不是中国科学
家，但是作者名单里经常能看到来自中国的
科学家、研究所、实验室，这种现象是非常令
人鼓舞的。

《中国科学报》：近两年，细胞出版社正在

从生命科学领域向包括物质科学在内的全科
学领域拓展，先后推出了化学类期刊《化学》、
能源类期刊《焦耳》等。细胞出版社对未来 10
年生命科学的发展趋势有何见解？

Deborah J. Sweet：近年来，我们发现越
来越多的科学问题要通过跨学科合作的途径
解决。细胞出版社已经在生命科学领域深耕
多年，是时候扩展到全科学领域。我们不能仅
仅把自己锁定在生命科学的小圈子里，而应
该用更广阔的眼光看待科学。我们认为，应该
进入物质生命领域，以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
生命科学，或者也可以说，是用生命科学更好
地理解物质科学。

去年，细胞出版社出版的 iScience 就是一

个跨领域的开放获取刊
物，它鼓励生命科学和物
质科学的科学家一起头脑
风暴，开展交叉学科研究。
比方说，这本期刊曾经发
表过关于螳螂虾的研究，
研究作为海洋生物的螳
螂虾为什么能够有那么
大的攻击力，它的身体组
织结构如何，这样的结构
能不能应用于工业或者
建筑领域等。这本期刊还
发表了很多幕后故事，讲
述这些跨学科的火花是怎

么形成的。
李统胤：我们跨到物质科学领域第一本

刊之所以是《化学》，正是因为生命科学和化
学是分不开的，我们会从化学这个领域开始
切入，然后慢慢延伸到能源以及其他物质科
学学科。

《中国科学报》：细胞出版社如何看待日
渐突出的科研伦理问题？在科研伦理方面，细
胞出版社是否可以给中国科学家一些建议？

Deborah J. Sweet：每个国家或机构有
关伦理的法律和规则可能不同，作为出版
社，我们尊重每一个国家、每一个机构，我
们要求作者都一定要遵守他们所在国家以
及机构的伦理标准，并且要向我们证明他

们在做这些研究之前都得到了国家或机构
层面的认可。惟其如此，我们才会考虑发表
他们的成果。

李统胤：其实，关于科研伦理，国际上也
有一些比较普世的价值观或者指导方针、政
策，这也是国际间合作之所以重要的原因。通
过国际间合作能够有效避免或者减少伦理问
题或冲突的发生。

《中国科学报》：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细
胞出版社如何看待与中国科学家和科研机构
的合作？

Deborah J. Sweet：虽然两国政府之间有
一些问题需要解决，但是这些问题不应该困
扰科学家或者学生的合作。目前，两国科学家
合作的意愿非常强烈，并没有受外因影响。细
胞出版社将会站在科学的角度鼓励全球范围
的科学合作。此外，细胞出版社在世界范围内
不会有倾向性，我们以科学论文质量为重，对
于论文质量的评判标准是公允的，对全世界
科学家的态度也都是一样的。

李统胤：细胞出版社进入物质科学领域
的发展战略，也是为了将中国科学家的科研
成果更好地展现给世界，因为中国科学家在
物质科学领域的研究是非常前沿的，水平提
升也是非常强劲的。我们接下来还会出版涉
及物理领域、环境科学领域等方面的刊物，这
些刊物也将为中国科研发展提供更广阔的展
现舞台。

专访细胞出版社编辑部副总裁Deborah J. Sweet 和出版总监李统胤：

以质量评判论文 拒绝倾向性
姻本报记者倪思洁

本报讯（记者冯丽妃）“一个近 14 亿人口
大国实现崛起，应该考虑我们需要补齐的短
板。正如外媒所说，目前唯一能阻止中国奇迹
的就是水。”在日前于北京华北电力大学举办
的“水力发电与扶贫攻坚”科普论坛上，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王亦楠说。

中国的水资源占世界的 6%，却要养活
20%的人口。王亦楠认为，应对水资源严重短缺
的挑战，根本之策包括“节流”和“开源”。但她表
示，目前中国人均用水量已经处于“严重缺水”
的国际标准下，而且在一些先进地区如京津冀，
水资源利用效率在国际上已经非常领先，节流
潜力并不大。因此需从“开源”着手，提高水资源

调控（蓄水）能力，建设一批骨干水源工程和江
河连通工程；同时开发再生水利用、雨洪资源利
用和海水淡化等非传统水源。

水电开发究竟是破坏生态，还是保护生
态？对此，清华大学教授王兆印表示，高水能
河流冲刷致使河床下切，引发两岸滑坡、崩
塌、泥石流、山洪灾害。

“水能是怒江的最大资源，也是造成当地
地质灾害和阻碍经济发展的主因。”王兆印
说。自然坝群把 600 公里的怒江大峡谷 30%
的河段由冲刷下切变成淤积。但是 100 多条
支流仍然下切，崩塌滑坡泥石流经常发生。梯
级开发可以控制大江和部分支流的下切，减

少灾害，改善经济和生态。
以西南地区金沙江白格村 2018 年“11·3”

堰塞湖为例，中科院院士陈祖煜介绍，该堰塞
体高出水面 58.24 米，如果蓄满最大库容 7.7
亿立方米，给上下游居民的生命财产及重要
基础设施将带来巨大威胁。

“在此次抢险救灾中，非常重要的一环就
是下游从梨园到金安桥、鲁地拉、观音岩等一
系列水电站，在国家防总的指挥下放空水库
用来蓄洪。如果没有这些水电站，那么洪水要
从丽江一直蔓延到大理，到底会增加多少损
失？”陈祖煜问道。

华北电力大学环境学院教授丁晓雯介绍了

美国田纳西河流域通过水电开发防洪扶贫的案
例。“在没有水电开发的‘无为而治’时期，田纳
西流域主要种植棉花，这是当地唯一的收入来
源。单一的种植方式造成了土地退化，加上森林
砍伐、水土流失、暴雨洪灾频发，该流域曾是美
国最贫穷落后的一个地区。”她说。

而在 20 世纪 30 年代，通过水资源管理
和梯级水电开发，该流域获得了廉价的电力、
便利的运输条件，通过灌溉、旅游、渔业等的
发展，增加了经济收入，改善了生态环境。丁
晓雯表示，到 2000 年左右，田纳西流域的人
均收入从不足美国人均收入的一半提高到了
美国的平均水平。

“对于像怒江州、凉山州这类具有丰富
水能的地区来说，水能的资源优势如果不能
被开发利用起来，就会不断制造各种地质灾
害来消耗掉这些能量。”中国水力发电工程
学会副秘书长张博庭说，只有把丰富的水能
尽可能利用起来，服务于人，才是最科学的
扶贫方式。

专家在“水力发电与扶贫攻坚”科普论坛上呼吁

利用水能服务于人是科学扶贫方式

“微生物能治病吗？”在科普小
课堂上，天津市静海区蔡公庄镇四
党口中心小学的学生提出了自己的
疑问。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博士王天
威告诉他：“微生物无处不在，拿人
体肠道中的微生物来说，科学家已
经发现这些微生物可以治疗自闭
症、糖尿病、肠道感染等疾病，与我
们的健康有密切关系。”

6 月 11 日，“中科院北京分院
科学传播月———科普手拉手走进天
津”活动进入校园。中科院微生物研
究所和中科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
究所的科普达人来到了课堂，与在
校学生零距离接触，通过课堂小实
验，带领学生们发挥想象力，寻找身
边和环境中的微生物，真切感受科
学的魅力。

此外，中科院北京分院还向四
党口中心小学和天津市空港学校在
校学生赠送了趣味科普书籍。

本报见习记者辛雨报道

本报讯（记者陆琦）近日，中国电子信息
工程科技发展研究系列蓝皮书在北京发布，
其中包括集成电路、深度学习、工业互联网和
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等 4 本专题小册子。

据了解，中国工程院信息与电子学部从
2015 年底开始开展蓝皮书的编撰工作，旨在
分析研究电子信息领域年度科技发展情况，
综合阐述国内外电子信息领域年度重要突破

及标志性成果，为我国科技人员准确把握电
子信息领域发展趋势提供参考，为我国制定
电子信息科技发展战略提供支撑。3 年多来，
各方面专家 300 余人参与了《中国电子信息
工程科技发展研究》综合篇、专题篇和蓝皮书
的编撰工作。

据悉，《中国电子信息工程科技发展研
究》是电子信息领域蓝皮书系列，每年一册公

开出版。今年的蓝皮书延续上一年度成书模
式 ， 重 点 展 现 电 子 信 息 工 程 科 技 领 域
2018~2019 年度增量，增加编写了集成电路、
深度学习、工业互联网、下一代互联网 IPv6
等小册子。后续已安排未来网络、5G、信息光
电子、路由器、网络空间态势感知、虚拟现实、
可见光通信等 9 个专题，将视质量和进度以
推进。

本报讯（见习记者高雅丽记者潘希）记者
6 月 13 日从中国科协获悉，为大力弘扬新时
代中国科学家精神，让更多青年人走进科技
工作者的内心世界，让科学家成为受人尊崇、
令人向往的职业，由中国科协主办的“科学也
偶像”———科学家精神短视频征集活动于近
日启动。

此次活动旨在大力弘扬爱国、创新、求
实、奉献、协同、育人的精神，广泛动员科技工

作者特别是青年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生动
呈现有血有肉、情感细腻、热爱生活、多才多
艺的真实的科技工作者形象，让科学“潮”起
来，打造时代新偶像。

主办方还将开展“科学家精神”短视频
征集、“我和祖国心相映”创意微视频征集、

“寻找最 SCI 的十个故事”微电影拍摄以及
迈向 2020—“科学家精神”跨年盛典等系列
活动。

据介绍，“科学家精神”短视频作品时长
不超过 1 分钟，从一个小场景、小故事，生
动呈现有血有肉、情感细腻、热爱生活、多
才多艺的真实科技工作者形象，展现科学家
良好的精神风貌和崇高的人格魅力。“我和
祖国心相映”创意微视频作品时长不超过
15 秒，要求结合所从事的相关工作，通过独
特视角，以国旗为元素进行创意拍摄，向祖
国母亲致敬。

弘扬科学家精神短视频征集活动启动
复旦大学

揭示二维材料层间
相互作用应变调控机制

本报讯（记者黄辛）复旦大学物理学系晏湖根课题组
和吴骅课题组合作，首次在少层黑磷中揭示了层间范德
瓦尔斯相互作用的应变调控机制，并发现反常的应变依
赖关系。该研究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自然—通讯》。

“人们可以将不同二维材料，如同堆积木一样，一层
一层地人工堆叠起来，形成范德瓦尔斯异质结。”而且研
究已知，在范德瓦尔斯异质结中存在许多新奇物理现象，
这些现象都与层间相互作用有着紧密联系，由此，调控层
间范德瓦尔斯相互作用显得尤具意义。

晏湖根课题组以少层黑磷作为研究体系，系统研究
了 2~10 层黑磷的能带结构随面内应力之演化规律。研究
结果表明，所有光学跃迁的峰位随应力呈线性变化，且峰
位移动的速率呈现出明显的层数依赖及跃迁量子数依
赖。层数越少，跃迁量子数越大，峰位移动的速率越小。这
与吴骅课题组第一性原理计算结果完全吻合。这种依赖
关系与应力可调的层间范德瓦尔斯相互作用具有密切联
系。紧束缚模型拟合结果显示，面内应力可以非常有效地
调控层间相互作用。

此外，该研究还发现了反直觉的现象，即面内拉伸的
应力可以使层间相互作用减弱。专家表示，该研究工作可
为应力调控二维材料及范德瓦尔斯异质结的层间相互作
用奠定了基础。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中科院遗传发育所等

揭示植物内质网
氧化还原酶作用机制

本报讯（记者高长安 通讯员谭莉梅）中科院遗传发
育所农业资源研究中心吕东平研究组与中科院生物物
理所王志珍研究团队通过合作研究，在植物蛋白质氧化
折叠研究中取得进展。该研究结果近日在线发表于《植
物生理》。

二硫键的形成对于真核生物的分泌蛋白和质膜蛋
白在内质网中的折叠至关重要。在动物和酵母中，内质
网氧化还原酶是二硫键的主要供体。但是，植物内质网
氧化还原酶在蛋白质二硫键形成过程中的作用机制还
不清楚。

研究人员发现拟南芥内质网氧化还原酶的两个同源
蛋白参与了蛋白质氧化折叠，首先内质网氧化还原酶将
二硫键从其内部活性中心传递到外部活性中心，然后通
过蛋白质二硫键异构酶把二硫键提供给底物。研究人员
还发现这两个同源蛋白的性质和功能是有差异的：在体
内，其中一个蛋白主要以氧化激活态存在，而另外一个则
主要以非激活态存在。因此，在蛋白质氧化折叠过程中，
处于激活态的拟南芥内质网氧化还原酶可能是主要的二
硫键供体。

论文相关信息:

出土的
古老火盆和
具有燃烧痕
迹的石头。
图片来源：
Xinhua Wu

中科院古脊椎所等

发现中国古人
2500年前吸大麻证据

本报讯（记者唐凤）在 2500 年前，中国人可能就开始
在仪式性及宗教性活动中吸食大麻了。近日，中国科学院
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中国科学院大学、中国社会
科学院与德国马普学会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的学者们发
现，帕米尔先民焚烧并吸食大麻。相关论文近日刊登于

《科学进展》。该研究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燃烧大麻并用于
精神领域的直接证据。

大麻是东亚地区最早的耕作植物之一，也是当今世
界上使用最广泛的精神药物之一。然而，人们对其在精神
领域的使用情况知之甚少。大多数早期吸食大麻的证据
来自书面记录，但学者对其可靠性存疑，而有关在仪式中
吸食这种植物的考古学证据颇为有限。

之前，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帕米尔高原东部塔什库
尔干地区发掘了一处距今约 2500 年的独特墓群———吉
尔赞喀勒墓地（曲曼墓地），该遗址具有明显的宗教特征
与仪式性建构。研究人员从中挖掘出一些木质火坛，其中
有具明显燃烧痕迹的石头。研究人员怀疑，这些火坛可能
具有特定的仪式功能。

为进行调查，他们从木质碎片和烧过的石头中提取
了有机物质，并用气相色谱—质谱分析法进行了分析。而
显示的结果与大麻化学特征精准吻合，尤其是它们具有
高含量的四氢大麻酚，后者是该植物中最强效的精神活
性物质。

研究人员表示，当时，吸食大麻可能是在葬礼时进行
的，也许它是作为与神灵或死者进行沟通的一种方式。这
项研究还进一步凸显了残留物分析的重要性，它或能为
了解古老文化交流细节打开一扇窗。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博士王天威向学生们演示微生物实验 。 韩博摄

Deborah J. Sweet（左）和李统胤 王之康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