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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对了‘药方子’，才能拔掉‘穷根子’。”
中国科学院科技促进发展局局长严庆并不避

讳，在扶贫方面，“投钱”并不是中科院的强项。
但这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影响力可能在更深

远处。统计数字显示，党的十八大以来，中科院共投
入帮扶资金 4428.6 万元。但通过各种科技项目，中科
院引进的帮扶资金却达近亿元；通过引入产业，企业
实际投入近 16 亿元。更重要的是，通过专家培训、建
立院士工作站等方式，中科院还将自己的科技成果
传授给了近 1 万名基层干部和技术人员。

秉持“科技扶贫提升贫困地区自我造血功能”
的理念，截至 6 月，中科院帮助 68 个贫困村摘掉
了“穷帽子”，更让超过 10 万人顺利脱贫，以科技
优势带动产业提升，支撑企业良性运营，培育当地
经济内生动力，取得了显著的经济社会效益和生
态环境效益。

“组团”扶贫

根据国务院扶贫办的统一部署，中科院目前
承担了 4 个国家级贫困县的定点扶贫任务，包括
内蒙古库伦旗、广西环江县、贵州水城县和六枝
特区；各相关分院和研究所还承担或参与承担了
地方 57 个点的扶贫任务，包括 6 个县、9 个乡、
42 个村。

“中科院是有好技术，但好技术不能乱用。”中
科院科发局副局长孙命说。

为了做好扶贫工作，中科院派出了包括院士、
专家在内的 103 名科研骨干，对 3 个定点县 45 个
乡镇进行了为期 3 个多月的深入调研。对每个地

方的需求、自然禀赋进行了充分摸底，完成了每个
乡镇及全县发展建议报告，提出了“量身打造”的
脱贫实施方案建议报告。

同时，中科院为每个贫困县确立了一个研究
所为具体责任单位、一个分院为区域协调单位，从
全院 100 多个科研院所遴选、引进适合各贫困县资
源、产业现状的成果和项目，并为当地针对性培训
基层干部、培训技术人员。

水城县里就聚集了中科院 12 家院属单位，它
们瞄准当地猕猴桃、马铃薯种薯、小黄姜、刺梨等
特色农业资源和玄武岩纤维、野生动物、旅游资
源，实施了 13 个科技扶贫项目，涉及农业、工业、
生态、旅游、教育等多个领域，并着力解决当地核
心龙头企业发展的科技难题。

“我们依托自己的专利猕猴桃品种，通过‘公
司 + 基地 + 农户’模式全面提升当地猕猴桃产业
化水平。”中科院武汉植物园研究员钟彩虹说。目
前，中科院猕猴桃在当地累计创造产值 14.47 亿
元、利润超 3 亿元，使 1.6 万贫困户、5.27 万贫困人
口受益。

水城县米萝镇倮么村村民罗光祥 2010 年起种
植猕猴桃，前期效益很低；经过中科院科研人员的
培训和服务之后，果品品质和亩产量均大幅提高，
每亩年收入超过 1 万元。今年，他家盖起了一栋四
层小别墅。

重在“造血”

多年的扶贫工作经验让严庆感到，精准扶贫
是一条正确的道路。“以前我们的做法是把好的科

技项目转化过去，结果当地 GDP 是上去了，但我
们却发现，获益的都是当地的‘能人’，真正的贫困
人口并没有减少很多。所以，之后我们工作的重心
就转移了。”

中科院决定把科技扶贫的重点放在“造血”能
力的建设上。

“它酸香可口、营养全面。”每次讲起自己的“宝
贝”青贮饲料，中科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钟瑾总能
把人都讲馋。科研人员把针对不同气候特点、不同饲
草特性研制成的系列复合菌剂添加到饲料中，显著
增加了青贮饲料的营养价值和适口性。

但在库伦旗走访的过程中，钟瑾却发现，当地
农牧民对青贮饲料知之甚少，购买到的饲料往往
质次价高，还因为贮存不规范，造成了霉变腐烂、
蝇蛆滋生等问题。

“科技扶贫是中科院的重大使命，我们应该把
论文写在农牧民的笑脸上，让技术惠及更多人。”
钟瑾说。

中科院微生物所利用青贮饲料菌剂技术，通
过讲解示范、技术培训等方式，在当地推进青贮甜
高粱及玉米饲料加工 1.1 万吨，平均每吨增值
40~50 元，带动 382 户农牧民掌握了先进技术，使
每户至少增收 1200 元。

在环江县，中科院植物研究所联合当地企业，
探索出多个由政府引导的杂交构树精准扶贫样
板。2018 年 7 月，国务院扶贫办下发指导意见，依
托中科院植物所技术指导，进一步扩大杂交构树
扶贫试点，目前已有 20 多个省市区的 201 个县种
植杂交构树共计 67 万亩，带动近 20 万建档立卡贫
困人口脱贫。 （下转第 4版）

书生“义气”富了乡村
科技“造血”红了生活
姻本报记者丁佳

今年 5 月底，全球电气与电子工程师
协会（IEEE）与华为之间的风波让中国科
学界震惊。IEEE 称将禁止华为员工作为
旗下期刊杂志的编辑和审稿人。尽管风波
最终因 IEEE 的道歉而平息，但冷静下来
的中国科学家再次意识到发展中国科技
期刊的必要性。

自 1665 年世界第一本科技期刊———英
国皇家学会《哲学汇刊》出版至今，科技期刊
在过去 300 多年里，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市
场和系统。中国科技期刊“突围”不易。

最近，针对中国科技期刊发展的困境，
《中国科学报》采访了爱思唯尔科技期刊全
球战略总监 Arnold Pippel 和《清洁生产期
刊》共同主编王玉涛，探讨了中国科技期刊
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行路径。

办刊：“不光是为了发论文”

想办好国产科技期刊，首先要明确的
是办刊的目的和必要性。

当下，国际科技期刊不少，其中有很多
已经形成了成熟的评价体系和可观的影响
力。近年来，中国科学家的科研成果屡登国
际知名期刊。看上去，国际已经为中国科学
家准备好了舞台，于是很多人不理解，中国
为什么还要发展自己的科技期刊。

“发展国产英文科技期刊不光是为了
让中国科学家能发更多论文，更重要的是
让更多的中国编辑和审稿人走上国际科技
舞台。”王玉涛认为，中国科技期刊分为中
文期刊和英文期刊，前者主要服务于中国
学者间的交流，后者面向国际，是为了让世
界更好地听到中国科学界的声音。

Pippel 向记者透露，从爱思唯尔的数据
看来，目前爱思唯尔旗下期刊的中国审稿
人和期刊编辑占全球审稿人和编辑的比重
较低，“审稿人和编辑的数量和中国作者所
发表的文章的比例极不匹配。”Pippel 说。

“过去，国际期刊中的中国编辑和审稿
人很少，这几年数量有了较大提高，但仍需
进一步推动。在中国科技期刊中，占主导的
中国科学家会相对多一些，中国学者的声
音更大。”王玉涛说。

挑战：“所有权不等于影响力”

作为科技界的交流平台，科技期刊已
经发展了 300 多年，此时中国科技期刊要
想白手起家，面临着哪些挑战？

“所有权不等于影响力。作为出版商，
最重要的是要确保自己的期刊有全球影响
力和相关性。而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
Pippel 介绍，爱思唯尔在全球 40 多个国家
和地区，有 9 万名外部编辑，以确保能覆盖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建立起这样的网络是
非常有挑战性的”。

在与中国的合作中，Pippel 发现，目前

中国科技期刊大多比
较本土化，例如以中文
为出版语言等，在一定
程度上对中国期刊扩
展全球影响力构成了
挑战。

“ 中 国 要 建 立 自
己的期刊，挑战之一
就是建立全球网络。”
Pippel 说。

作为一名中国科
研工作者，王玉涛认
为，当前中国科技期刊
发展面临的挑战，一方
面是科技评价体系对
中文科技期刊的认可
度较低，另一方面是期
刊质量良莠不齐，这些
都直接限制了中文期
刊的影响力。

支招：与成熟出版
商合作共赢

对于中国科技期
刊的未来，王玉涛认
为，应该多去借鉴国际
经验，推动国际合作，

“与国际成熟出版商的
合作将有助于提升中
国科技期刊的能力和
发展速度”。

“这将是一个双赢
的过程。”Pippel 介绍，

“爱思唯尔在科技期刊
上跟中国有很长的合
作历史，中国也是我们
发展战略中非常重要
的一部分。”

2015 年，中国科学
院分子植物科学卓越
创新中心、中国植物生
理与植物分子生物学
学会，开始与爱思唯尔细胞出版社合作出
版《分子植物》。目前，该刊影响因子上升至
10.812，连续 3 年超过美国植物生物学家学
会主办的《植物细胞》，在植物科学领域的
所有 228 种 SCI 期刊中排名第四。

此外，Pippel 建议，中国科技期刊在发
展过程中要非常关注学术道德问题，增强
对方法、数据、图表等方面不诚信行为的识
别能力，完善期刊内部流程，帮助作者提高
论文稿件的质量。

王玉涛建议，除改变科研评价导向外，
中国科技期刊还需要提高服务能力，建设
高水平、高效率的运转机制；提升编辑对文
章质量的把控能力；重视结合新媒体等新
型传播方式，提升期刊影响力。

本报讯（见习记者高雅丽）7 月 17 日，中
国科学院科技战略咨询研究院（以下简称战
略咨询院）在京举办《中国创新战略与政策
研究 2019》发布暨战略咨询研究研讨会。会
上发布了中科院国家高端科技智库建设重
要成果———《中国创新战略与政策研 究
2019》一书，该书也是中科院与国务院研究
室共建的中国创新战略和政策研究中心（以
下简称政研中心）的研究成果之一。中科院
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建国，中宣部全国哲
学社会科学工作办公室副主任操晓理出席
会议并致辞。

《中国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 2019》收录
的研究成果涵盖了科技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
建议，经济社会发展与变革的调研思考，对全
球科技创新进展、主要国家科技战略部署的
扫描与分析等内容，为国家创新战略和政策

的宏观决策提供了科学依据和智力支撑。
战略咨询院院长、政研中心共同主任潘

教峰指出，学术研究与决策咨询研究的关系
如同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的关系，学术研究
的高度和厚度决定了决策咨询研究的深度和
广度，决策咨询研究是应用性、实践性、政策
性的研究。“决策咨询研究必须要有扎实的学
术根基，要有自己的理论方法，要有自己的价
值标准，要有自己的战略前瞻能力。”

中国工程院院士卢锡城则表示，做好战
略咨询要坚持“专家上一线，不同学科之间要
经常交流碰撞”。

2013 年 7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中科院时提出了“四个率先”要求，其中之一
就是“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2015
年 11 月，中科院被确定为首批国家高端智库
建设试点单位之一。

《中国创新战略与政策研究 2019》发布

7 月 17 日，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青海盐
湖研究所获悉，该所联合中科院贵阳地球化
学研究所，对大柴旦红崖地区（火星类比区）
开展了为期 11天的野外科学考察。为模拟
火星基地建设提供了重要科技支撑，也为后
期地质环境重建及与火星深入对比工作奠
定了基础。

本次科考范围达200多平方千米，对大
柴旦红崖地区地形地貌、气候环境、岩石类型
和地质构造的主要特征及演化历史开展了系
统考察，同时对火星表面与选址区在地形地
貌、气候环境等方面进行了相似性对比研究。

11名科研人员分成基础地质、地表环境、
火星地貌3个小分队。基础地质小分队主要
负责区内的地层、构造、沉积等科考工作，沿
深切河谷（沟）开展工作。地表环境小分队工
作范围涉及整个研究区，主要开展地表土壤
植被的采样以及种类鉴定工作。火星地貌小
分队主要负责寻找可以与火星类比的地形和
地貌。 本报记者刘晓倩报道

氢是宇宙中最丰富的元素，也是元素周期表上
最小的元素。正因为“个头小”，氢能够轻而易举地
钻进金属材料的内部，在里面大肆“搞破坏”，导致
材料的损伤。

特别是在一些特殊场合，这种“调皮捣蛋”的行为
可能会招致非常可怕的后果。比如，在磁约束核聚变
反应堆的核心部位，燃料氢同位素极易渗透进保护其
他部件的钨金属装甲，与中子辐照产生的纳米孔洞结
合，形成氢气泡并产生裂纹，最终对材料的结构和服
役性能造成致命损伤，直接危及聚变装置的安全。

“理解氢与纳米孔洞的相互作用是解决这些问
题的关键所在。”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
固体物理研究所副研究员孔祥山说。

日前，中科院合肥物质研究院固体物理所与加
拿大麦吉尔大学的科研人员合作，在金属中的氢行
为研究中取得重要进展，他们首次建立了体心立方
金属中纳米孔洞氢俘获和聚集起泡的定量预测模
型。该研究为理解氢致损伤，以及设计新型抗氢致

损伤材料提供了可靠的理论基础和工具。7 月 15
日，相关论文在《自然—材料》上发表。

针对氢在不光滑纳米孔洞内壁上吸附问题，研
究人员以体心立方金属钨为例，通过分析氢的运动
轨迹，发现氢总是以单原子形式有次序地吸附在一
些特定位置上。

“我们把这些位置归纳成 5 类吸附点，刚好对
应氢的 5 个吸附能级，这样就能准确地描述氢的吸
附特性了。”论文共同第一作者、中科院合肥物质研
究院固体物理所博士生侯捷说。

为考察内壁上多个氢之间的相互影响，研究人
员分析了上万种不同情况下的氢—氢相互作用，发
现吸附的氢原子之间还会相互排斥。随着吸附氢原
子数量的增加，内壁上氢原子之间分布越来越紧
密，斥力越来越大，导致部分氢逐渐被挤出内壁，从
而在孔洞芯部以氢气分子形式析出。

基于上述规律，研究人员建立了一个普适的定
量模型：内壁上氢的能量取决于吸附点的类型以及

内壁上氢的面密度，而芯部氢的能量则由氢的体密
度决定。

由该模型预测得到的结构和氢俘获能，与模拟
计算结果高度一致。基于该模型的预测，他们进一
步开展了多尺度模拟，通过与氢的脱附实验结果对
比验证了模型的正确性。

现在，面对这个恼人的“捣蛋鬼”，人类总算可以
自信一些了。这项研究解决了长期以来无法准确描述
和预测氢在纳米孔洞中的结构与能量的基本问题，建
立了氢与纳米孔洞相互作用的定量物理模型，为理解
氢致金属材料损伤提供了寻求已久的关键认知。

“未来，我们可以基于这个模型设计新型的抗
氢致损伤材料，这些金属材料会被用在未来聚变堆
第一壁装甲中，助力可控核聚变的实现。”孔祥山认
为，这一成果也会在氢能源汽车以及航空航天等领
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相关论文信息：

“氢”举“望”洞
科学家建立金属纳米孔洞氢俘获定量预测模型
姻本报记者丁佳

本报讯（见习记者高雅丽）7 月 16 日，
由中国科协、教育部主办，北京科技大学、
北京市科协承办的 2019 年青少年高校科
学营全国开营式暨北京营开营活动在北京
科技大学举行。教育部党组成员、副部长钟
登华，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孟庆海
以及有关单位领导，来自我国和东盟 6 个
国家共 2800 余名中学生、带队教师以及志
愿者参加了开营活动。

北京科技大学校长杨仁树希望营员们
乐于求知、勇于探索、敏于发现、善于协作、
勤于实践，让未来祖国的科技天地群英荟
萃，让未来科学的浩瀚星空群星闪耀。

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胡
正寰为营员寄语。他表示，青少年高校科学
营活动让全国优秀少年齐聚一堂，激发科学
兴趣、学习科学知识、探索科技奥秘。他希望
青少年能把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少年成长

成才的殷切嘱托记在心上，把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使命扛在肩上，为自己凝
聚出一双科技的翅膀，以“科技梦”成就“青
春梦”，助推“中国梦”。

钟登华、孟庆海分别向北京大学、清华大
学等 15 个分营代表授营旗。钟登华代表主办
单位宣布 2019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开营。

开营式还特别设计了“礼赞共和国，追
梦新时代”的环节，全体师生共同挥舞着国
旗，跟随《我爱你中国》的音乐齐声歌唱，共
同预祝即将到来的新中国 70 华诞，奏响属
于新时代青少年的科技报国之歌。

据悉，2019 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
已全面启动，海峡两岸暨港澳的 11200 名
学生和 780 名教师分别走进全国 68 个分营
的国家重点实验室和企业研发中心，聆听
名家大师精彩报告，体验大学生活、参与科
学探究、感受科技魅力。

2019年青少年高校科学营在京开营

走进“模拟火星基地”

王玉涛Arnold Pippe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