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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作为创造物质的学科，在经济
社会发展中作出了重大贡献，展示了基
础科学与应用的强大结合能力。为更深
入揭示化学的基础科学属性、解决化学
的重大核心问题，中国化学家提出了
“分子科学”
的概念。
鉴于多年来在分子科学前沿取得
的科技成就和展现的良好发展态势，依
托中国科学院化学研究所的“分子科学
科教融合卓越创新中心”建立起来。追
求“科学卓越”和“教育卓越”成为这家
卓越中心的双重使命。
在科学卓越上，科学家回到基础科
学问题的“初心”
，在分子合成、分子组

装、分子功能等 3 个研究领域取得诸多
进展，
显示出强大的创新动力。在教育
卓越上，前沿科学家走上三尺讲台为
本科生讲授基础课，真正实现了“教学
相长”
。
科学家相信，未来，在“分子科学”
概念下，化学将逐渐成为一门中心学
科，
形成“化”
育万物的繁荣景象。
（详细报道见第 4 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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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澳门开幕

青藏高原首个大型浮标式湖泊监测平台在纳木错投放运行

■本报见习记者
韩扬眉
通往西藏纳木
错的路并非坦途，这
需要翻越海拔 5190
米的那根拉山口，吸
完满 满 3 瓶 近 1 升
的罐装氧气，肠胃还
需历 经 4 个 半 小 时
。
的
“翻江倒海”
这条路的终点
是海拔 4730 米的中
国科 学 院纳 木 错 多
圈层 综 合观 测 研 究
站（以下简称纳木错
站）。它位于“天之圣
湖”纳木错之畔、背
靠念 青 唐古 拉 山 脉
雪峰，被视为世界上
海拔 最 高的 综 合 观
测站之一。
这条路，中国科
学院 青 藏高 原 研 究
所（以下简称青藏高
原所）研究员王君波
走了 15 年，他称其
之路。
为科研“朝圣”
今年，再次前往
“朝圣”的王君波有
了 新 身 份——
—纳 木
错站站长。
对
“对青藏高原、
纳木错没有感情，是
不可能坚持下去的。”
望着不远处若隐若现
的纳木错，王君波十
分感慨。

15 年，造就世界
最高观测站

1973 年 第 一 次
青藏科考中，老一辈科学家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
几代青
对纳木错开展了首次综合科学考察。随后，
“朝圣之路”上走了 40
藏科考人承袭衣钵，
在这条
多年。
要在纳木错建设固定
高寒、
缺氧，
孤独、
清苦，
难度相当大，
需
观测研究站并常年维持正常运转，
“煎熬”
。
要科研人员克服身体和心理的双重
2005 年，一顶帐篷、一辆摩托车、一个皮划
艇和几台简易的测量仪器，构成了纳木错站初
。
期的全部
“家当”
高原上各种条件极缺，但“惊心动魄”的故
事却从不缺乏。
“当年 7 月到 10 月，
我们在帐篷里住了 3 个
次
月。10 月 17 日的那场大雪把帐篷都压塌了。”
多记得建站之艰的每一个细节，他是纳木错站
。
的
“元老”
过去，因环境恶劣、设备缺乏，科考人员常
常
“望湖兴叹”
。次多记得，
人力背负仪器设备上
冰川、骑摩托车环湖测量河流……那时，科考团

青藏高原所供图

队用了 4 年时间才摸清了纳木错的“家底”和水
文环境特征，掌握了纳木错的水深分布情况和
储水量大小，
其间获得了首个 11 米湖泊岩芯。
王君波回忆，建站初期，一次在纳木错主湖
逆风而行导致
区测量采样结束，
返回时忽起大风，
小平台发动机的汽油耗尽。他们困在湖中无法靠
“我
岸，
黑夜、
风雨，
一切条件都不利于救援行动。
们仨一人抱一根三脚架的钢管，拍打彼此以免睡
着，
靠打火机发信号、靠二锅头酒御寒。”
“什么样的经历都有。”王君波的语气很轻
松。再回首，
这些细节在王君波口中早已化作了
“故事”
说与听者。
“随着西藏自治区经济发展和国家对基础
科研事业的不断投入，现在这条路以及相关的
‘青藏
科研条件都得到了大幅度改善。新一代的
人’正继续沿着这条路，以饱满的热情持续不懈
地付出着。”
王君波说。

“宝藏”
独一无二的科学
“那是一条神奇的天路。”纳木错有着世界
上极恶劣的环境，但也蕴含着最具吸引力的科
。
学
“宝藏”
纳木错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大型湖泊。作
为羌塘高原典型湖泊系统，纳木错流域内具有
丰富的自然地理要素，包括湖泊、冰川、河流、冻
土、季节积雪、高寒草原（草甸）、湿地等。也因
此，此地成为研究该区域乃至整个青藏高原地
球系统多圈层相互作用的天然实验室。
透过它，可揭示过去百万年间高原生态系
统演化史，也可窥见青藏高原区域生态过程与
全球变化的响应。
“这里的生态系统、水文循环过程等在全世
界都是独一无二的，我们希望站在高原上看得
更远。”说到这里，纳木错站“90 后”科考人员黄
磊的眼神里充满炽热。从 2012 年以青藏高原所
研究生身份到站上算起，他已参与了十余次不
同规模的湖泊科考。
“冰川—湖泊—大
自建站以来，
纳木错站围绕
，开展了冰川与
气—生态系统之间相互耦合关系”
湖泊物理化
湖泊变化过程及相互关系和气候响应、
学水文过程及环境影响、
生态系统格局及生物地球
化学循环对全球变化的响应等六大观测研究。
纳木错站还为第二次青藏科考提供重要的
观测数据与后勤保障。今年 5 月 23 日，
“极目一
号”大气浮空艇科考团队在纳木错站开展了集
中强化观测，创造了 7003 米同级别浮空艇的世
界最高纪录。
新时期，
纳木错站肩负新使命。除了原本的
观测职能，纳木错站还作为服务于第二次青藏
科考
“两江两湖地区”的基地进行建设。
王君波告诉《中国科学报》，两江两湖地区
代表了西藏最大的内陆湖盆流域系统及亚洲水
塔外流区的源头区。近年来，气候变化导致该区
域冰川、湖泊、湿地及高寒草甸生态系统都发生
了显著的变化，依托纳木错站，可开展亚洲水塔
水资源变化及对气候变化的响应、气候变化背
景下亚洲水塔变化趋势及青藏高原生态屏障建
设等观测研究。
（下转第 2 版）

壮丽 70 年·奋斗新时代

新研究称餐馆数据可反映经济状况
据新华社电 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研究团队在
中国 9 个城市开展的一项新研究显示，餐馆数
据可用于预测城市社区的社会经济状况，有望
为城市规划及政策制定等提供指导。
近日发表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上的这
项研究认为，城市的餐厅数据可较为准确地预
测社区白天人口、夜间人口、公司数量和消费量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郑思
等信息。论文通讯作者、
“它与
齐说，餐饮业是最分散的消费行业之一，
本地社会经济属性高度相关，例如人口、财富和
。
消费等”
研究人员从中国第三方点评网站“大众点
评”收集了北京、深圳、成都、沈阳、郑州、昆明、
保定、岳阳和衡阳这 9 个不同规模中国城市餐

馆数据，包括用餐价格、用户评价、餐品类型等，
将这些数据与一些已知统计信息如手机位置信
息、银行卡记录和公司注册记录等进行比对，并
运用一种人工智能算法找出数据与社会经济发
展状况之间的相关性。
结果显示，通过餐馆数据预测上述城市社
区白天和夜间人口模型准确度都可达到 95%，
预
测公司数量和消费水平模型的准确度分别达
93%和 90%，比此前利用卫星拍摄的夜间光照亮
度等判断方法更准确。
研究人员说，许多国家的人口普查约每 10
年开展一次，不易掌握城市快速发展变化的动
态，而利用餐馆数据反映居民消费状况及其他
经济指标可为城市规划提供指导。
（周舟）

本报讯（见习记者高雅丽）7 月 22 日上午，
由中国科协、教育部、科技部等 9 部委和澳门特
别行政区政府共同主办的第 34 届全国青少年
科技创新大赛在澳门大学拉开帷幕。
中国科协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
一书记怀进鹏，澳门社会文化司司长谭俊荣出
席开幕式并致辞。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副主
任黄柳权，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
络办公室副主任姚坚，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
主席、
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和相关单位领导、大赛
评委会成员、多个国家科技教育组织嘉宾出席
开幕式。
怀进鹏在致辞中指出，历经 40 年创新发
展，
大赛已成为海内外青少年、科技爱好者展示
创意才华、
追寻科学梦想和互鉴交流的舞台，成

为国内外青少年科技教育专家和广大科技教育
工作者分享理念、
携手共进的重要平台。青少年
是祖国的未来、
科学的希望，希望青少年朋友们
直面正在到来的科技革命浪潮，勇于探索，勇做
新时代科技创新先锋；期望青少年朋友们始终
保持敢于拼搏争先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在比
赛中奋勇争先，更要善于发现、善于交流、善于
合作，使大赛成为展示新创意、碰撞新思想、增
进新情谊的平台，以优异成绩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和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
谭俊荣表示，全国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作
为一项全国性的大赛，多年来旨在培养青少年
的科学思维、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澳门特区政
府一向重视科技人才的培养, 未来将继续推动
科技创新发展，培育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创造

能力的科技人才。
哈佛大学教授、清华大学丘成桐数学科学
中心主任丘成桐，
港珠澳大桥岛隧工程总工程师
林鸣在开幕式上分别作主旨演讲，分享了他们在
科研和工程建设领域的不懈追求和人生感悟。
据悉，本届大赛将举办科学教育国际论坛、
优秀少年儿童科幻画作品展览等十多项科技人
文主题交流活动，组织学生观看科学家主题话
剧，举行中国科协主席与海峡两岸暨港澳青少
年见面会。
今年适逢澳门回归 20 周年，大赛将通过组
织国内外参赛代表参观澳门高校国家重点实验
室、
澳门博物馆等科技人文场馆，充分展示澳门
回归祖国后在科技创新方面的发展成果和丰富
的科技人文资源。

中俄欧将联合开展国际月球科研站论证
据新华社电 中国国家航天局相关负责人 7
月 22 日表示，目前中国已与欧洲航天局、俄罗
斯航天局初步达成共识，将共同牵头探讨国际
月球科研站的规划论证工作。
第四届月球与深空探测国际会议 7 月 22
日至 24 日在珠海举行，会议由中国国家航天局
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主办。中国国家航天局副局
长吴艳华在会上表示，经过与俄罗斯、欧洲航天
局以及其他国际同行的充分交流，正在提出国
际月球科研站的合作倡议。
中国于 2016 年提出国际月球科研站的设
想。此前，
欧洲航天局曾提出“月球村”的概念，

俄罗斯航天局最近也提出 2030 年后建立月球
基地的目标。中国国家航天局探月与航天工程
中心副主任裴照宇介绍，中国将以探月工程四
期为基础，与国际上已经提出的探月计划展开
合作，
共同开展国际月球科研站论证工作。
据了解，国际月球科研站将为月球起源与
演化、月球表面环境、宇宙起源与演化、地球宏
观特征演变等关键科学问题研究提供支持。裴
照宇表示，将成立国际月球科研站政府间协调
委员会，并组建国际科学家联合研究团队和国
际联合规划论证团队，通过两三年的共同工作，
形成国际月球科研站建设方案。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
吴伟仁表示，
将通过探月工程四期及后续任务，
评估长寿命、
长时间在月球工作的问题，为建设
中俄曾表示在
国际月球科研站提供支撑。此前，
月球探测领域合作，联合实施嫦娥 7 号和月
球—26 号任务，形成任务层级上的协作。
吴艳华说，希望按照“规划对接、联合设计、
协同实施、成果共享”的方式，共同开展国际月
球科研站的论证工作，充分发挥中国和世界各
国在空间科学、空间技术领域的各自优势，开展
科学目标、
系统级或任务级的联合论证与研究，
持续和平探索太空。
（荆淮侨 董瑞丰）

图为成年朱鹮
哺育幼鸟。
朱鹮是国家一
级保护动物。1982
年，在陕西省汉中
市洋县发现了地球
上仅存的 7 只朱
鹮。40 多年来，经
过科研人员的精心
呵护和培育，朱鹮
种群得到充分繁
衍，目前数量已接
近 3000 只。
王维果摄

朱邦芬忆黄昆：越伟大，越纯洁
■本报见习记者 高雅丽
今年是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半导体技术
奠基人、2001 年度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黄昆
诞辰 100 周年。
在近日举办的第 22 届全国半导体物理学
术会议上，
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朱邦
芬作了题为 《一个大写的人和中国半导体物理
及固体物理的奠基人——
—纪念黄昆先生百年诞
辰》的报告，
回忆了黄昆做人、做事、做学问的点
点滴滴。

“基础研究也要算一算投入产出”
“黄昆经常说，基础研究也要算一算投入产
出，算一算你为这篇研究论文所花的钱值不
值。”
朱邦芬回忆道。
每经手一笔较大的科研经费，黄昆都如
履薄冰、睡不踏实，生怕浪费了人民辛辛苦苦
省下来的血汗钱。他坚决反对抱着“国家的钱
不花白不花”的态度，大手大脚浪费国家有限
的科研经费。
朱邦芬说，黄昆特别欣赏实验人员在自己
独特想法的基础上，自力更生、因陋就简地搭建
实验装置，
然后作出有创造性的研究成果。他对

有些人只是依靠进口设备做些测量工作不以为
然。他的一个朴素信念是“做基础研究，花了钱
。
就应该在科学上作出相应贡献”
“黄昆先生这辈子就申请过一次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1986 年他带领半导体所理论组十几个
人，
申请了 3 年共 6 万元的经费。他特别珍惜国家
朱邦芬说。
的钱，
但花自己的钱却不太在乎。”

“和他关系越密切，
‘吃亏’
越大”
报告会上，朱邦芬说，黄昆考虑问题总是从
全局利益和合理的布局出发，不为本单位、本部
门谋取利益。
因此，和他关系越密切的人，往往“吃亏”
越大。
黄昆评价一个人时，从不以这个人与自己
关系的亲疏为依据；相反，他对与自己关系密切
的人要求更严格。
据朱邦芬回忆，黄昆担任评委时，不管是评
奖还是评经费，毫无门户意识，也不为本单位、
一
小团体争什么利益。黄昆很少给人写推荐信，
旦要写他都亲自动笔，所写意见实事求是，吝于
夸大之辞。

黄昆审稿及审查研究生论文十分认真，同
时也会不客气地写上自己的批评意见。
有一位研究生在博士论文中，对自己工作
的意义吹得过高。黄昆毫不留情地指出这是学
风问题，
并提醒他的导师注意此类问题，加强对
学生的教育。

“黄昆先生发表的文章不算多，
反对
‘灌水’
”
朱邦芬说：
“ 黄昆先生发表的文章不算多，
反对
‘灌水’
。他觉得意思不大的著作往往被束
之高阁。他强调，研究工作不能安于修修补补，
以数量取胜，
而要真正在科学上解决问题。”
黄昆主张每篇论文都要实实在在地解决一
个或几个物理问题。他不赞成发了许多文章，却
没有真正解决科学问题。
黄昆在英国 6 年发表了十几篇论文，还完
成了一本专著，这在当时被认为是异乎寻常的
高产。他认为，一个理论物理学家，一年才能完
成两三项研究，必须全力以赴，自己在英国 6 年
的研究是尽了全力的。
黄昆做研究，
喜欢事必躬亲。
（下转第 2 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