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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希望通过文明交流、平等教育、普及科
学，消除隔阂、偏见、仇视，播撒和平理念的种
子。这就是教科文组织成立的初衷。

这样一种期待，这样一种憧憬，是我们今天
依然要坚守的。不仅要坚守，而且要通过跨国
界、跨时空、跨文明的教育、科技、文化活动，让
和平理念的种子在世界人民心中生根发芽，让
我们共同生活的这个星球生长出一片又一片和
平的森林。

———《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的演讲》
（2014年3月27日），《人民日报》2014年3月28日

学习札记

科学无国界，科学普及同样没有国界。正因
如此，普及科学与文明交流、平等教育一起，成为
消除隔阂、偏见、仇视的“润滑剂”，播撒和平理念
的“播种机”。科学技术是现代文化中最先进、最
积极、最活跃的要素，科学普及既是现代文明和
科学生产生活方式的教育、传播与普及，更是实
现人的全面发展和促成国际交流的基础性工程。

教育不能脱离科普，科研也不能脱离科普，
因为科学最终要面向大众。无论是教育还是科
普，都是为培养创新型人才打基础，为增强自主
创新能力输送能量，也都是为了让全世界人民
和平共处、携手同行播撒种子。

投身教育和科普事业，是科研人员的报国
之道。科学家从事教育和科普，就是做传递科学
和文化的接力棒。科学家的头脑里装着前沿科
学知识，手里操作着先进的科研设备，拥有丰富
的国际交流机会，这些都是科学家成为科普工
作者和“文明使者”的先天优势。

以自己为例，过去做科普，自发但非自觉，
因为科普并不好做，要在一定条件下才能被激
活、被捕捉。习近平总书记在“科技三会”上的讲
话，成为我做科普的动力与转折点，让我由自发
走向自觉。例如我在小学讲课时，触景生情，利

用弧形教室铺地板的现场，给微积分编了一个
口诀——— 一团等于一条，使大众相信数学不是
凭空创造的。面对新形势，科普工作必须创新方
式方法、找准切入点、提升针对性，还要注重将
科学普及和文化传播结合起来，增加传播的效
果和影响力。 ———林群

林群，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数学与
系统科学研究院研究员。主要从事计算数学的
研究。

融会贯通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总部大楼前的石碑
上，用多种语言镌刻着这样一句话：“战争起
源于人之思想，故务须于人之思想中筑起保
卫和平之屏障。”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带来了

毁灭性的灾难和难以抚平的创伤，让人类深
刻认识到和平之于发展的重要性。但当今战
争和冲突仍然存在，和平依旧是人类孜孜以
求的目标。当前，国际形势复杂多变、全球问
题严峻突出、科技一体化进程加速，这些让世
界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命运共同体，也让和
平发展、合作共赢成为时代主题。上下求索之
间，人类终于发现，多元的文化交流、公平而
有效的教育以及对于科技的共同探索，成为
守护和平的有力屏障。

千百年来，经济、教育、科学、文化是人类不
同文明之间彼此交流的重要途径和桥梁，实践
证明，和平发展离不开文明交流互鉴，没有政治
色彩、意识形态分歧的交流最为稳定、持久。在
文化交流中，科学技术无疑是一项重要内容。一
方面，科学知识的普及为优质的科技交流奠定
了基础，也使全世界的科学家为了解密世界携
手共进。另一方面，科学普及让公众拥有理性、
客观的态度，树立起进取、包容的世界观、人生
观、价值观，由此成为连接不同独特文明的黏合
剂。 （本报记者倪思洁整理）

普及科学以播撒和平的种子

院士之声

以脑启智 融合慧聚
时至今日，大脑仍然是人类认知的

“黑洞”，是人类理解自然和人类自身的
“终极疆域”。脑科学和类脑智能技术研
究也因此成为世界各国必争的战略前
沿，“中国脑计划”同样呼之欲出。

在新一轮脑智科学竞争中，中科院
率先布局。2015 年 6 月，中科院通过了
神经科学研究所与自动化研究所共同
谋划的“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中
心”建设方案。

这是国际上首次脑科学与智能技
术领域的实质性融合。这两个最需要交
叉的领域“接纳了彼此”后，将为脑智科
学的发展和“中国脑计划”的实施奠定
坚实基础。

“大团队”协同攻关模式、“蹲点
制”、研究生“双导师制”、年度绩效考
核制……脑科学与智能技术卓越创新
中心为跨学科交叉合作提供了成功范
例。未来，中心将继续发挥先发优势，汇
集顶尖人才，开展高水平研究，推动中国
脑科学和类脑智能研究在世界科研前
沿占据重要的一席之地。

（详细报道见第 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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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6 月 21 日上
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
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到
中国科学院调研指导工
作，听取中科院党组工作
汇报。科技部部长王志
刚、国务院副秘书长陆俊
华、中国工程院副院长何
华武等同志陪同调研。

中科院院长、党组书
记白春礼代表中科院党
组汇报了近期改革创新
发展重要工作进展与取
得的部分重大成果，中科
院积极践行国家战略科
技力量“创新科技、报国
为民”的初心和使命，以
及认真组织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的情况。

刘鹤指出，中科院从
基础研究到应用研究的
很多领域都为国家作出
了重大贡献，在国际竞争
中逐步获得了一些领先
地位，成绩值得充分肯
定。中科院应进一步发挥
综合优势，加强关键核心
技术攻关，深化体制机制
改革，强化学风建设，加
强与发达国家的国际科
技合作。

刘鹤强调，科技领域
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树
牢“四个意识”、坚定“四
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
维护”，认真开展“不忘初
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
深刻理解初心、积极践行
使命。同时，要把扎实开
展主题教育和扎实做好
科学研究紧密结合起来，
反对形式主义、官僚主
义，发扬优良传统和科学
精神，坚持问题导向，倡
导扎实、专注、低调的工
作作风，努力产出标志性
成果，取得关键领域技术
突破。

6 月 21 日下午，中科
院召开专题院长办公会议，传达学习刘
鹤副总理讲话精神，就贯彻落实相关要
求作研究部署。 （柯讯）

“我 1983 年在山东大学数学系读书时，全班
只有 5 个女生，大家戏称数学系是‘少林寺’。
2005 年以后我到清华任教，有一年回山东大学招
生时，发现数学系成绩前七名都是女生，这说明
历史是可以改写的。”

在 6 月 22 日的新时代科技女性践行和弘扬
科学家精神座谈会上，中国科学院院士王小云的
一席发言引得众人会心一笑。

6 月 11 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
印发《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
风建设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一周后，中国
科协常委会女科技工作者专门委员会在京召开
座谈会。

如何理解新时代的科学家精神？借会上多位
女科技工作者讲述的生动经历，可以更深刻地理
解个中内涵。

胸怀祖国，把握人生方向

《意见》中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第一条，就是胸
怀祖国、服务人民的爱国精神。我国著名地质学家、
中科院院士李四光的外孙女，中科院院士邹承鲁和
李林之女邹宗平在座谈会上讲述了母亲李林响应
国家号召，屡次转变科研方向的故事。

“我母亲求学的道路并不是‘学霸的道路’，
因为我外公是地质学家，所以经常要搬家，小学
换了 6 个。”邹宗平表示，原本立志学医的李林在
16 岁时跳级考取了贵阳医学院，但填报志愿时家
人不放心独生女儿在战时远走他乡，李林便到广
西大学机械学院就读。

本科毕业后，受父亲李四光研究物理以解释

地质现象的影响，李林申请了英国伯明翰大学的
奖学金，希望攻读弹性力学专业硕士。

“弹性力学的英文是 Elasticity，当时秘书发信
时不小心把 E 错打成 P。我母亲就又开始学习塑
性力学，涉足物理冶金方面的研究。”邹宗平提
到，自己的母亲并不像父亲、中科院院士邹承鲁
一样是“学霸”，为了赶上课业，李林求学期间非
常刻苦，一天中十几个小时都用来学习。

博士毕业后，李林回到祖国，在上海冶金所
先后从事球墨铸铁、防火材料等研究。1958 年，为
响应国家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号召，李林又从上海
调往北京，在原子能研究所“重新学起”，打好研
究原子弹反应堆的理论基础。1978 年，李林又一
次调转方向，到物理所研究高温超导。

在回忆自己的科研道路时，李林曾这样写
道：正是祖国和民族的命运，铸造了我献身科学
的爱国情怀；新中国经济和国防建设的迫切需要
使我不断变换科研主攻方向，树立了“急国家之
所急，想人民之所想”的科研态度。

数学与海洋，不只是男人的战场

中科院院士、中国科协副主席郑晓静在会上
指出，女性不仅是科技战线上的一道亮丽风景，
更是服务祖国科技事业发展不可或缺的重要力
量。座谈会上，王小云 30 余年的科研经历，充分
体现出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精神。

1997 年，王小云 31 岁，彼时已有 1 岁女儿的
她用 3000 多元钱买回一台电脑和激光打印机，
凭着这两样“大件儿”和纸笔演算，用十几年的时
间找到了 5 个在国际上通用的哈希加密算法的

破解思路。
2006 年，美国数学学会刊文详细介绍了王小

云的研究工作对整个哈希函数领域的影响。在另
一篇列举 14 世纪以来全球 19 位重要的密码学
家的文章里，王小云和图灵、赫尔曼等人的名字
一同出现。

王小云笑称，自己的科研就是“抱孩子抱出
来、做家务做出来、养花养出来的”。在当时的环
境下，女性仍是这一领域的少数派。

2005 年，作为清华大学教授的王小云回山
东大学数学系招生。她惊喜地发现数学系的前
七名全部是女生。“这就是当时山东大学数学
系的情况，这说明在求学阶段，很多女性的基
础数学研究已经做得非常好，甚至有些方面超
过男性。”王小云表示。

“传统观念认为，海洋是男人的战场，在新时代，
上天入地，女性与男性一样可以建功立业。”座谈会
上，国家海洋局第二海洋研究所研究员韩喜球在 9
艘科考船上工作的故事，就是这句话的最好佐证。

2017 年，韩喜球乘坐蛟龙号载人深潜器，通
过一个小小的观察孔，在海底 3000 米处近距离
观察到海底大片硫化物矿藏。海底矿区温度可达
400 多摄氏度，“一边喷金吐银、一边孕育生命”的
特别景象让韩喜球久久不能忘怀。

“21 世纪是海洋开发的新时代，我们应以敢
为人先的担当精神，做海洋强国的建设者。”韩喜
球说道。

甘为人梯，科技女性刚柔并济

“10 月 19 日对我来说是个特别的日子，我

1992 年 10 月 19 日结婚，几年后的同一天我成为
母亲。而在 2017 年的 10 月 19 日，我们的埃博拉
疫苗获得了国家一类新药证书和生产批件。”军
事医学科学院生物工程研究所所长陈薇携团队
攻关十余年，开国际先河，中国自主研发的 2014
基因型埃博拉疫苗在国外开展临床试验并取得
很好的安全性和免疫原性。

为开展临床试验，陈薇冒着生命危险深入刚
果（金）埃博拉疫区。那里条件危险且艰苦，洗澡
都很奢侈。有一次，回到后方的陈薇在当地花 7
元钱“重金”买了一瓶矿泉水，从头到脚浇下去，

“是人生特别幸福的一种感觉”。
在非洲的一系列经历让陈薇深刻地体会到，

女性科技工作者在亲和力、共情方面有天然的优
势。面对临床上害怕抽血的患者，陈薇总能通过
沟通缓解他们的恐惧。

陈薇为了科研事业，常年与家人分隔两地。
而为了断掉自己的“后路”、踏踏实实创业，中科
院生物物理所研究员毕利军举家搬到广东佛山。
自己放弃了中科院优厚的待遇，孩子也离开北京
中关村一小，转到广东上学。

毕利军坦言，科学研究是一项颇受人尊敬的
工作，而当科学家放下身段去创业时，没有既定
法则可循，只能“不要脸、不要命”。从当初的一个
人、几间房，到如今渐成规模的产业园，成果转化
基地聚集的精英越来越多。

“科学研究写在自己祖国的大地上，感觉是
不一样的。”毕利军表示，“‘科技强国’四个字，意
味着科技工作者要首先杀出一条血路，一定要把
科技成果转化成真正的中国力量，后人才可能有
更多希望。”

“要把科技成果转化成真正的中国力量”
———新时代科技女性践行和弘扬科学家精神座谈会在京召开
■本报见习记者任芳言

本报讯（记者丁佳）6 月 24 日，2019 年中国
科学院—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开班仪式在中科
院自动化研究所举行。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
员李树深，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副局长
陈积志出席开班仪式。

李树深指出，2019 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
立 70 周年，也是中科院建院 70 周年。他希望
同学们通过本次实习，进一步加深对祖国的了
解，深化对中科院的认识；希望同学们通过本
次实习，提高专业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为今
后的学习和工作奠定基础。

李树深表示，中科院欢迎有志于科研事业的
香港青年学生报考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也支
持爱国爱港的科技人员积极参与中科院的科研
事业，期待香港高校与中科院的科研机构深化合
作，为香港的繁荣、祖国的发展贡献力量。

除了承担去年香港青年实习计划的中科
院自动化所、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和中科院
软件研究所外，本次实习计划新增了中科院数
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中科院物理研究所及中
科院微生物研究所。在延续人工智能、智能机
器人、无人驾驶等热门方向的基础上，拓展了
数学、物理和生物等基础科学领域，并策划涵

盖科研实践、科普讲座、素质拓展、参观交流等
内容的实习课程体系，为 49 名香港大学生提
供全方位的实习指导。

中科院自动化所所长徐波介绍，作为组织
此次实习活动的牵头单位，自动化所联合多家
研究所，充分发挥人工智能与其他学科交叉融
合的优势，希望以科研实践、传统生活体验、国
学活动、名家面对面等多种形式为载体，使香
港青年与内地青年一道，在这次旅程中探索未
知、交流文化、收获友谊。

此外，6 月 17 日至 6 月 20 日，中科院智能
科普联盟组织参加此次香港青年实习计划的学
生前往古都西安，在参观西安光机所、地球环境
所和国家授时中心的同时，领略十三朝古都文化
的深厚底蕴，探求中华民族的历史脉络。

中科院—香港青年实习计划自 2018 年起
举办，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民政事务局和中科院
科学传播局共同组织实施，中科院智能科普联
盟和香港志愿者协会承办。去年，22 名香港大
学生首次走进中科院，在相关研究所进行了为
期 6 周的实习，研究方向囊括人工智能、智能
机器人、无人驾驶等多个领域，促进了内地与
香港在青少年科技创新方面的交流。

中科院—香港青年实习计划开班

6月 24日，在中科院自动化研究所实验室，指导老师张鑫（左一）向香港大学生介绍脑科学的研究
进展。 新华社记者金立旺摄

本报讯（记者丁佳）日前，中国科学
院向赞比亚农业部移交了赞比亚全国
尺度 10 米分辨率高精度耕地分布数据
产品。

中科院已持续运行 21 年的全球农情
遥感速报系统长期专注于粮食安全的监
测与评估。在中科院地球大数据科学工
程先导专项、全球变化及应对专项以及国
家自然基金委—联合国环境署国际（地
区）合作与交流项目的共同支持下，通过
与赞比亚农业部、赞比亚大学等当地机构
的合作，研究人员利用海量多源遥感数
据、GVG 地面调查众源数据，应用云平台
和大数据分析技术，将近 3 年覆盖赞比亚
全国的所有“哨兵二号”、国产“高分一号”
和“高分二号”等光学卫星数据合成了作
物雨季与旱季无云数据，并与“哨兵一号”
合成孔径雷达数据结合，综合利用光谱、
物候、纹理、季相等多种特征，联合完成了
2018 年覆盖赞比亚全国的 10 米分辨率
高精度耕地分布数据产品。

赞比亚农业部与赞比亚大学联合开
展的数据产品独立精度验证显示，该数据
集的全国总体精度达到 85.6%，其中铜带
省、东部省、卢阿普拉省和西北省 4 个省
的数据精度超过 90%。

高精度的耕地分布数据产品有助于
该国农业部门掌握确切的耕地分布、耕地
面积数据，可为科学合理地进行农业规
划、土地管理提供依据，为精准农情监测
提供基础，为实现“零饥饿”目标提供决策
支持。

“数字丝路国际科学计划”卢萨卡国
际卓越中心依托中科院地球大数据科学
工程先导专项建立，该中心为中科院与南
部非洲国家之间的合作提供了区域支撑
平台。在该中心的支持和协调下，中科院
已经在粮食安全评估等领域与南部非洲
部分国家展开了实质性合作。

助力“零饥饿”目标实现

中科院助赞比亚完成
高精度耕地分布监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