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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在广州落幕
本报讯（记者朱汉斌 通讯员吴晶平）6 月

20 日—21 日，由全国科技活动周组委会主办
的 2019 年全国科普讲解大赛在广东科学中
心举办。本届大赛主题为“科技强国，科普惠
民”，来自国家部委、军队、中科院、各个地方
和澳门特别行政区 67 个代表队的 223 名科
普达人齐聚广州，展开同台比拼。

经过激烈角逐，李晓琪、韩晓乐、陈炳伟、方
明、李宗剑、高源、王婧怡、张澍舟、魏仪、马俊等

10 名选手脱颖而出，获得大赛一等奖，被授予
“十佳科普使者”称号。此外，大赛评出二等奖 20
名，三等奖 45 名，“最具人气奖”“最佳形象奖”
和“最佳口才奖”各 2 名，优秀组织奖若干名。

据了解，全国科普讲解大赛是目前国内
范围最大、水平最高、代表性最强、最具权威
性的科普讲解竞赛，也是一年一度全国科技
活动周重大示范活动，是中央文明委 2019 年
重点工作项目。

本届大赛特色鲜明，亮点纷呈：一是选手
规模历届最大；二是选手专业层次高；三是讲
解题材广泛；四是大赛评委团阵容强大。中国
工程院院士江欢成，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何
质彬，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曹则贤，
中央广播电视台制片人、主持人王雪纯，澳门
科学馆馆长邵汉彬等担任评委，其中既有科
技界的大咖和“网红”，也有艺术界知名人士，
尽显讲解大赛科技与艺术结合的特点。

山西选拔出 80 名
新兴产业领军人才

本报讯 日前，山西省选拔出 80 名省新兴
产业领军人才，涉及新能源、节能环保、煤层
气、现代煤化工、新一代信息技术、新材料、高端
装备制造、生物技术等领域。这些领军人才创

（领）办技术成果产业化企业，将由省财政根据创
业项目情况给予启动资金资助；从事技术研发和
成果转化，由省财政给予一定科研经费。

近年来，山西省把实施新兴产业领军人才培
育工程作为推进全省新兴产业快速发展和促进
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支持领军人才在
学科建设、科学研究、技术攻关、成果转化和人才
培养等方面发挥积极作用。 （程春生邰丰）

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
宣讲报告会在沪举行

本报讯 6 月 20 日，上海市科协和市教委
联合举办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教育报告
会。中科院院士、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
和上海市教书育人楷模、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刘
西拉分别作报告。“科技工作者要坚持不懈，脚
踏实地，严谨治学。”张旭说。

华东理工大学博士生张琦代表全体研究
生承诺：“在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们要弘扬
爱国奋斗精神，坚持求真务实理念，恪守科研
伦理，严谨求学，诚实做人，自觉维护学术声
誉，坚决抵制各种弄虚作假行为。” （黄辛）

简讯

本报讯（记者丁佳）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
究所获悉，该所副研究员何振艳研究组与中国农
业大学团队合作，通过全基因组关联分析技术和
基因功能验证体系，鉴定出水稻中一个重金属元
素镉的主动转运蛋白，并揭示了籼稻和粳稻在镉
积累上出现差异的有关分子机制，为低镉水稻品
种的培育提供了参考。相关成果日前发表在《自
然—通讯》上。

研究人员在水稻中鉴定到一个镉的次级主动
转运蛋白，其主要在水稻根的质膜上表达，参与
了水稻根部镉吸收和籽粒镉积累过程。该蛋白缺
失可显著降低水稻对镉的吸收效率和籽粒镉积
累量。

研究人员进一步研究发现，在籼稻和粳稻中基
因型出现显著分化。田间试验显示，将粳稻基因型
导入籼稻品种后，含有该基因型的水稻近等基因系
籽粒镉含量可显著降低。研究表明，该基因型在低
镉籼稻育种方面有很大的应用潜力。

水稻是我国主要的粮食作物，分成籼稻、粳稻
两个亚种，其中籼稻主要在南方地区种植。水稻容
易吸收和富集镉元素，镉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会
严重威胁人类健康。近年来，我国稻米镉污染问题
形势严峻，其中南方稻米镉污染情况尤为严重。籼
稻较粳稻具有更强的镉积累能力，可能是南方稻米
镉超标的一个重要原因。

相关论文信息：

中科院植物所等

捕获水稻富集镉的
“元凶”

6 月 20 日，“科学 3 号”科考船结束了对南
黄海浒苔绿潮的现场调查，回到山东青岛。调
查结果显示，6 月在连云港和日照海域的浒苔
绿潮明显较往年偏少。

“预计今年浒苔绿潮整体规模在近五年处
于偏低水平。”结合南黄海和苏北浅滩的定量
分布情况，现场调查负责人、中科院海洋研究
所副研究员孔凡洲告诉《中国科学报》，“如果
气候条件与往年类似，浒苔绿潮对青岛的影响
可能较小，对山东半岛东部压力可能偏大。”

形成于苏北浅滩

浒苔属于石莼属藻类，丝状多分枝，无毒，
但大规模暴发会影响海底藻类和养殖水产品
的生长。

自 2007 年以来，浒苔已连续 13 年袭扰山东
半岛。这位年年造访的“老朋友”到底来自何方？

综合调查表明：漂浮浒苔主要生活在苏北
浅滩区域。“通过与世界其他区域的浒苔进行
比对，我们找不到浒苔作为外来种的证据。”青
岛海洋科学与技术试点国家实验室鳌山科技
创新计划“近海生态灾害发生机理与防控策
略”项目负责人、中科院海洋所研究员孙松说。

今年 1 月以来，在鳌山科技创新计划支持
下，中科院海洋所联合国内相关科研教育单位
在苏北浅滩海域和紫菜筏架区，再次开展了一
系列样品采集和环境调查工作。

“浒苔筏架附生阶段生物量与往年相比处于
偏低水平。”根据今年 1 月下旬到 5 月中旬的采
样和鉴定结果，浒苔专家、中科院海洋所研究员
姜鹏对比近年来连续调查结果得出这一结论。

他们还发现，到 5 月下旬，苏北浅滩漂浮
绿藻样本中浒苔已成为绝对优势种，漂浮生态
型浒苔占 85%。

中科院海洋所副研究员张清春解释说，在
绿潮暴发之前，苏北浅滩区大量紫菜养殖筏架
为浒苔的早期附着提供了重要条件，4 月份随
水温升高大量浒苔开始附着生长，并在自然和
人为因素影响下，从筏架上脱落成为漂浮绿藻
的重要来源。

较往年位置偏东

在苏北浅滩形成小规模的成片浒苔后，在
北向风生流的作用下，浒苔逐渐从浅滩输出到
南黄海，进入南黄海的浒苔继续向北漂移并不
断生长。

“浒苔漂浮和繁殖能力强，在漂浮过程中
边生长、边繁殖，藻体很多分枝节点较细，容易
脱落形成多个个体，实现更快繁殖。”孙松说。

卫星遥感显示，5 月底，在南黄海已形成一
定面积的漂浮藻类，较往年位置偏东。

结合“科学 3 号”现场航次调查数据和遥
感观测资料，研究人员对南黄海浒苔绿潮的整
体规模和影响进行了预测预警分析。结果显

示，2019 年 6 月南黄海浒苔总生
物量偏低，显著低于 2016 年，也
低于规模较小的 2017 年，预测今
年南黄海绿潮整体规模在近五年
处于偏低水平；其主要分布区与
往年相比偏东，如果气候条件与
往年类似，预测进入青岛海域浒
苔总量减少，但对山东半岛东部影响较大。

“浒苔的长期预报相当困难，几乎所有的模
式都很难做到跨年度的准确预报。”孙松坦言。

他表示，目前可做到提前 40 天比较准确
的预报，主要是基于当年春天的现场考察。通
过分析水体、沉积物中浒苔微观繁殖体（浒苔
种源）的数量、紫菜养殖筏架上的附着浒苔数
量、漂浮浒苔优势度和生物量、水体营养盐水
平、水体温盐状况和气象状况以及其他大型藻
类的数量等综合因子进行当年的预报，能够达
到比较高的准确度。

金潮亦不容忽视

长期从事有害藻华研究的中科院海洋所
研究员颜天告诉《中国科学报》，除了浒苔，他
们还在苏北浅滩、长江口和东海发现了较多漂
浮铜藻。

铜藻隶属马尾藻属，是西北太平洋特有的
一种大型褐藻，在我国南北方沿海较为常见。
同绿潮一样，大规模的马尾藻生物量会给生态

健康和经济发展带来严重的破坏性影响，成为
世界上广泛关注的生态现象。

调查发现，苏北浅滩 4 月有较多漂浮铜藻；5
月下旬大量漂浮铜藻入侵苏北浅滩并毁坏紫菜
筏架；6 月份漂浮铜藻主要分布在南黄海中部海
域 122 度以东，其分布区比浒苔绿潮偏东北。

“2019 年南黄海铜藻总生物量比发生金潮
灾害的 2017 年低，对山东半岛南岸的整体影响
不大。”但颜天指出，在我国黄海，马尾藻金潮
灾害也需要关注。

她认为，金潮对绿潮规模降低可能也有一
定的作用。

浒苔的发生是人类活动和自然变化共同
作用的结果。孙松表示，他们对浒苔每年规模
变化的原因已经有比较清楚的了解，基本能够
做到提前进行防控，但是对于浒苔灾害的起因
和未来发展趋势还需要进行很多深入细致的
研究。

接下来，项目组将进一步结合遥感卫星、风
场、海流等数据，密切关注浒苔发展和输运情况，
为相关部门浒苔防控和环境保障提供支撑。

发现·进展浒苔又来了！
起于苏北浅滩 处于近五年偏低水平
姻本报记者陆琦

中国海洋大学

发现烃类降解菌在
马里亚纳海沟勃发

本报讯（记者廖洋 通讯员李华昌）日前，中国
海洋大学教授张晓华、田纪伟的团队进行合作，揭
开了世界海底最深处水体生命的神秘面纱，指出烷
烃可能是万米水体微生物的重要“燃料”，为深入理
解深渊海沟的生命过程与机制奠定重要基础。最新
研究成果在线发表于《微生物学组》。

深渊指水深大于 6000 米的海洋，主要分布于
海沟区域，是地球上尚未被完全勘测的区域。近
年来的研究发现，深渊水体孕育了丰富且独特的
微生物类群，群落结构与上层深海完全不同，但
目前对深渊微生物的生理特性和生态功能知之
甚少。

研究人员利用田纪伟团队自主研发的大体积
深海采水器，采集了马里亚纳海沟的多层次大体积
海水样品（最深达 10500 米），并获得了多个万米水
深沉积物样品。研究发现，深渊水体中的微生物呈
现明显的垂直成层，在万米深水体中快速转变为以
烃类降解菌为优势类群的微生物群落。同时，研究
人员在深渊底部沉积物中鉴定出大量生物来源烷
烃，这些烷烃可能支持了烃类降解菌在马里亚纳海
沟底层水中的勃发。

相关论文信息：

无论是在院机关工作期间，还是在中

国科学院山西煤炭化学研究所或中国科学

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 （以下简称

青岛生物能源所）工作期间，我本人与中国

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化

物所）可以说有着极深的渊源。

因为工作上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我与

化物所许多科研人员相识、相交，不仅是工

作上的同事，也是生活中的朋友。多年来，

化物所无论是基础研究、应用研究还是国

防领域的各项工作一直都走在全院乃至全

国的前列，这种追求一流的工作作风和文

化理念也是大家非常熟悉和钦佩的。

2017 年 3 月，按照中国科学院党组的

要求，以集成全院洁净能源领域资源创建

国家实验室为目标，以建设洁净能源创新

研究院为抓手，中国科学院科技体制创新

史上一次新的重要探索开始了。

一个地处山东新建 10 年的“新所”与

一个地处辽宁有着 70 年深厚积淀的龙头

“老所”开始融合发展，并紧密地团结在一

起，为推动我国洁净能源科技事业的发展

而努力。而我本人则在与两所班子成员尤

其是化物所领导班子成员们的共事中，特

别是在推动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 （青岛）

和山东能源研究院组建期间，先后与杨学

明、李灿、衣宝廉等院士专家深入沟通交

流，对“锐意创新、协力攻坚、严谨治学、追

求一流”的化物所精神有了更加直观和深

入的了解。

化物所始终坚持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

互相欣赏的理念，这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

比如包信和院士和刘中民院士互相合

作，短期内将“合成气直接转化制低碳烯

烃”从实验室原创性的基础研究成果，快速

推动到了即将实现技术工业示范突破阶

段，展示了通过基础与应用研究协力攻坚，

推动科技成果从实验室快速走向市场的可

行性步伐，为解决长期以来存在的科技与

经济“两张皮”问题提供了极佳的示范，也

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论文写在祖国的

大地上”重要讲话精神的生动体现。

同时，化物所院士专家们严谨治学、追

求一流，始终以国家利益为重的文化理念

也是研究所能够长远、稳健、可持续发展的

重要基石。

为推动两所融合发展，结合近期山东

省拟建设能源研究院的契机，我先后与杨

学明院士沟通将“大连光源”自由电子激光

大科学装置的升级版复制建设到青岛；与

衣宝廉院士沟通在原有人才输出支持基础

上，进一步深入推动发展“氢能与燃料电

池”方向；与李灿院士沟通在山东大力发展

太阳能利用产业示范，并支持青岛生物能

源所加强相关领域发展。

3 位院士始终站在推动世界洁净能源

科技事业进步和国家洁净能源产业发展的

高度探讨问题，深入分析行业发展需求与

山东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从如何更好推动

两所错位发展从而推进共同事业进步的角

度谈问题、提建议，并对下一步工作如何扎

实开展提出了清晰的思路，指明了发展的

方向。

化物所院士们这种报效国家、服务人

民的高远站位，非常值得现在的青年人特

别是青岛生物能源所的年轻科技工作者学

习和效仿。

两所融合发展仅有短短两年时间，但

在与化物所人的交往中可以感受到，从刘

中民所长、所班子成员和院士专家，到科研

骨干、青年才俊和研究生，每一个人心中都

怀有创建世界一流研究所的雄心壮志，言

谈举止中充满了对建成世界一流研究所的

自信与骄傲。

在人才队伍建设中，所班子这两年也

高度重视加快推进国际化的步伐，不仅吸

引了一批海外高层次人才回国创新，也吸

引了大批的外国专家、外籍青年学者到所

工作。一批高水平研究成果发表于《科学》

等 国 际 知 名 期 刊 ， 以 甲 醇 制 烯 烃 技 术

（DMTO 技术）为代表的一批重大成果为

我国创新型国家建设、为我国屹立于世界

科技强国之林作出了重要贡献。

这些无不体现了一所国际知名、国内

领先的研究机构的风采，相信几代化物所

人建设“世界一流研究所”的心愿必将在不

远的将来顺利实现！

化物所不仅在科技研发方面始终引领

我国乃至世界相关领域的发展，管理工作中

的许多制度创新也走在了前列。

例如，当国家层面刚开始着手推动科

技管理方面的简政放权工作时，两所领导

班子就立即开会研究简化报销流程等系列

工作，通过差旅住宿包干制等方式，在符合

国家经费管理的大政方针前提下，将科研

人员从繁杂的报销手续中解放出来，为落

实国家大政方针提供了新的思路和案例。

我在多次出差过程中，也听到了许多其他

兄弟单位对两所施行此类简政放权政策的

充分肯定。

可以说，在融合发展过程中，年轻的青

岛生物能源所借此机会向化物所学习，并

得以大幅提升了管理工作的思路和水平，

为长远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

随着化物所 70 年华诞的到来，在新时

代科技创新大发展的洪流下，青岛生物能

源所必将携手化物所共同努力，积极落实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工作一系列重

要讲话精神，围绕中科院党组确立的“民主

办院、开放兴院、人才强院”的发展战略，以

及“三个面向”“四个率先”的办院方针要

求，为推动建成创新型国家贡献新的更大

的力量！

作者简介：
彭辉，1965 年 2 月生于湖南省衡阳

市。中科院青岛生物能源所党委书记兼副
所长、中科院大连化物所副所长。

创新篇
推进两所深度融合发展过程中的感悟
■彭辉

苏北浅滩区发生绿潮。
近海生态灾害发生机理与防控策略项目组供图

6 月 22 日，远望 3 号船
在南太平洋任务海域（无人机
拍摄）。

6 月 23 日，远望 3 号远
洋航天测量船在南太平洋任
务海域进行卫星发射海上测
控演练。根据任务安排，远望 3
号船会对将要发射的火箭飞
行、卫星入轨等提供海上测控
支持。 新华社记者李雨泽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