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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丁佳）今年 6 月，中共中央办公
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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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弘扬科学
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视频会。

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出席会议，并从
强化责任担当、抓好正向引导、完善制度体系、抓实
监督惩治等方面，就中科院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家
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提出四方面要求。

白春礼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认真学习、深
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科技创新的最新指示批
示精神，把作风和学风建设工作作为贯彻落实习
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重点工作；要深
入弘扬传承中科院老一辈科学家对党忠诚、爱国
奉献、求实创新的优良传统，大力弘扬新时代科学
家精神，积极践行“创新科技、服务国家、造福人民”
科技价值观，筑牢全院科技创新的思想基础。

白春礼强调，要坚持问题导向、标本兼治的原
则，把抓好制度建设和完善制度体系作为重要突
破口，建立健全院、分院、院属单位三级科研诚信
和学风建设管理体系，分级明确和压实主体责任；
要建立常态化监督检查机制，抓实监督惩治，对违
背科研诚信要求和学术不端的行为，开展全覆盖、
无禁区、零容忍严肃查处，真正起到震慑效果，营
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

中科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侯建国在主持讲话
中指出，全院要进一步提高站位、统一思想认识，充
分认识中科院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
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各单位要不等不靠、主动作
为，认真分析具体情况，结合实际拿出切实有效的办
法，扎实推进院党组有关工作部署落实落地。

侯建国提出，院属各单位是本单位弘扬科学
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第一责任主体，要
切实担负起主体责任。各单位党委要把弘扬科学

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作为本单位党建工
作的重要内容，列入年度党建工作要点。各级党组
织要把作风和学风建设作为解决党建工作与科技
创新工作“两张皮”的有效切入点开展工作，与提升
组织力相关工作有机结合起来，进一步减轻科研
人员负担，促进构建公正合理的科技评价体系、营
造公平公正的选人用人环境。在工作开展过程中，
要力戒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确保各项工作扎实推
进、取得实效。

中科院副院长、党组成员张涛传达了中央文
件精神并介绍有关情况。会上还印发了中科院机
关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工作方案。

据了解，今年 6 月《意见》印发后，中科院党组
高度重视，及时组织学习传达，按照文件要求，认真
分解工作任务，制定工作台账。7 月下旬，中科院召
开党组扩大会议，就贯彻落实《意见》精神、加强作
风和学风建设进行专题研讨。

本报讯（记者丁佳）“在搜索引擎上搜‘创
新联盟’，能找到 2.5 亿个结果。中国充斥着各
种各样的创新联盟，但今天我们成立这个创
新联盟，不为一己私利，也不只是为一个小领
域，而是要为国家、为全人类作贡献。”

9 月 10 日，国家干细胞资源库创新联
盟成立大会在北京召开。联盟理事长、中国
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动物研究所所长周琪
做了上述表述。该联盟由国家干细胞资源
库发起，联合了另外 3 家国家级资源平台、
5 家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代表性细胞资源库
共同组建。

国家干细胞资源库创新联盟是一个依
据“平等互利、优势互补、协同创新、合作
共享”的原则，自愿组成的专业性、开放
性、共享性的社会组织。业务范围包括构
建细胞资源汇集和共享平台；鼓励学术
交流，推动技术合作与产业转化；加强知
识产权保护和标准体系建设；保障生物
安全和伦理规范。

“联盟将大力促进产、学、研、用相结
合，同时加强行业自律，推进干细胞产业的

规范化、专业化和规模化，提升我国生物医
药产业整体发展水平和竞争力。”周琪介
绍，细胞资源尤其是人类细胞资源的收集，
要建立在符合国家法规的基础之上，需要
更加标准化、规范化地进行研究和应用。因
此，联盟将以更大的责任和担当，携手共
进、不辱使命，建立服务于世界和全人类的
干细胞资源库。

在成立大会上，联盟成员单位代表签
署协议并发布联合宣言，郑重承诺依法依
规、严守操守、拥护章程、齐心协力，共促干
细胞领域健康发展。

作为联盟成员单位和北京干细胞库最
早的见证者，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大学第
三医院院长乔杰期待通过联盟成员的共同
努力，能够让干细胞在健康领域产生重要
影响，为健康中国贡献力量。

国家干细胞资源库创新联盟成立
加强行业自律 促进资源共享

本报讯（记者沈春蕾）螯肢动物是指蝎子、蜘
蛛、蜱螨和鲎等超过 11.5 万个物种的庞大节肢动物
类群，一直以来，学术界对于寒武纪大爆发期间该类

群动物是否起源并不清楚。近日，中国科学院南京地
质古生物研究所法国籍博士后塞德里克·阿里亚及
同事和加拿大安大略皇家博物馆科研人员合作，在
寒武纪中期布尔吉斯页岩动物群中发现了一种莫里
森虫新物种，是目前已知最古老的螯肢类节肢动物。
这项研究将螯肢动物的起源时间追溯到 5 亿年前，
相关成果 9 月 11 日在线发表于《自然》。

阿里亚等人发现，莫里森虫在其口部前方发
育有一对小型的钳状附肢，称为“螯肢”。他告诉《中
国科学报》：“这对典型的附肢使得蝎子和蜘蛛等
节肢动物能够击杀、夹持和切碎猎物，‘螯肢动物’
因此得命名。”

在此之前，尽管一部分寒武纪节肢动物具有
明显的似螯肢类特征，但螯肢类最典型的“螯肢”
尚未在寒武纪化石中得到证实。阿里亚指出，莫里
森虫身体后部的附肢上具有 3 片鳃一样的构造，这

和螯肢类身体后部成对的特化呼吸器官“书鳃”或
“书肺”相似，进一步表明莫里森虫尽管是原始的螯
肢类，但和现代的螯肢类在形态上已相当接近，这也
说明螯肢类节肢动物可能在寒武纪快速出现，并迅
速占据了其他节肢动物涉足较少的海底生态位。而
螯肢类的起源很可能发生在寒武纪的更早期，即动
物的“寒武纪大爆发”真正发生的时候。

一个世纪前，莫里森虫由美国古生物学家查理
斯·沃科特发现于加拿大的布尔吉斯页岩，但当时只
有外骨骼被发现。阿里亚指出，这项发现进一步强调
了寒武纪化石库的科学重要性，这些化石保存了“寒
武纪大爆发”中快速多样化的动物身体造型和最早
的海洋动物群落，并充分展现了动物的软躯体形态
特征，包括附肢、眼睛、消化道甚至神经组织。

相关论文信息：

5亿年前化石揭示螯肢类动物起源

莫里森虫复原图 Joanna Liang绘

本报讯（记者唐凤）去除水中的重金属离子对
于公共健康具有重要意义，但基于二维材料的薄
膜通常需要压力驱动。近日，福州大学教授徐艺
军课题组报道了一种对二维碳化钛基薄膜微观
结构和表面性质的双重调控策略，实现了该薄膜
在无压力驱动的条件下，有效去除水体中的多种
重金属离子。相关论文 9 月 9 日刊登于《自然—
可持续性》。

目前，世界范围内的水资源短缺和水污染问
题日益凸显，水净化被公认为是解决水资源匮乏
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而水体中的重金属离子污
染物具有毒性强、迁移率高和非生物降解等特点，
如何去除水体中的重金属离子已经成为全球关注

的重要问题。二维材料基薄膜由于其高比表面积、
丰富的表面官能团等优点，在去除水体中的重金
属离子方面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然而，由于二维材
料在形成薄膜过程中容易堆叠，最终形成具有高密
度的致密结构，由此得到的膜材料在水净化应用中
通常为压力驱动的过滤膜。此外，二维膜材料只能选
择性地吸附特定的重金属离子，在无压力驱动的条
件下，在一种二维材料基薄膜上实现多种重金属离
子的去除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课题。

徐艺军课题组通过在二维碳化钛组装成膜过
程中，引入还原氧化石墨烯，对其纳米片进行插层
防止堆叠，从而显著增加膜材料与水体中重金属
离子的接触面积。在此基础上，研究人员对二维碳

化钛基薄膜进一步进行表面羟基化处理，不仅可
以有效改善其水润湿性，而且还可以增强对重金
属离子的吸附和还原作用。

在微观结构和表面性质优化的协同效应下，
二维碳化钛基薄膜对于水体中的多种重金属阳离
子和重金属阴离子有明显的去除作用。此外，回收
的二维碳化钛基薄膜可以进行再生处理，实现循
环利用。

专家表示，该研究为合理利用二维材料基薄
膜，实现其在水体净化中的应用开辟了一条可能
的新途径。

相关论文信息：

新膜材料不用压力也能净化水

中国现代第一、二代科学家大都出
生于 1890 年代至 1910 年代。第一代科
学家在 1910 年代留学欧美后归国。他
们回国后，多数人在高校从事教学工
作，如竺可桢、李四光、胡刚复、叶企孙、
吴有训、陈建功、苏步青等，他们创办或
主持了一些重要大学的主要系科，使
中国有了名副其实的现代大学；还有
少数人如丁文江、翁文灏、孙学悟、侯德
榜、胡先骕在研究机构或工矿企业从
事科研或技术工作，他们创办或主持
了近代中国早期的一些公立私立研究
机构，开创了中国现代科学研究事业。
总之，他们在 20 世纪上半叶，筚路蓝
缕、艰苦创业，将现代科学移植到中国，
建立了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的初步
基础。

在第一代科学家的青少年时代，
中国合格的大学还很少，因此他们的
整个高等教育基本上都是在西方完成
的，一旦完成学业往往就立即回国。而
出生于 1910 年代和 1920 年代早期的
第二代科学家，在他们的青少年时代，
中国大学的教育水准已有较大提高，
他们多在国内念完了大学后才出国进
一步深造。由于抗战和二战后形成的
冷战等国际国内的时代背景，他们中
有一部分人留学比较晚，滞留海外时
间比较长，有很多人直至中华人民共
和国成立后才归国，正好赶上了国家
科学技术大建设、大发展的机遇。

第一代科学家活跃于民国时期，
他们将欧美的大学制度和学术科研制
度引入中国，开创了中国现代的科学
事业。如叶企孙、吴有训创办和主持的
清华大学物理系培养了大批物理学人
才，曾昭抡主持北京大学化学系提升
教研水平，编辑《中国化学会志》促进化
学研究，竺可桢执掌浙江大学使之跻
身国立大学的佼佼者等，近年被誉为

“民国范儿”，至今仍为世所艳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第一代

科学家中的年长者不过 60 多岁，年轻
一些的只有 40 多岁。但由于中国现代
科学事业起步较晚，他们已被视为“老
科学家”。他们大多是科学教育家和事
业家，除了少数例外，多数人的研究成
果也许并不够突出，但他们是中国现
代科教科研工作的老前辈、“老祖宗”，
第二代、第三代科学家都是他们的学
生，因此地位崇高。他们中的一些人被
礼聘为重要科教单位的领导人，成为
党领导科教事业的得力助手。如李四
光、竺可桢、吴有训担任中国科学院副
院长，茅以升担任铁道科学研究院院
长，曾昭抡担任高教部副部长和中科
院化学所所长，杨石先担任南开大学
校长，周培源担任清华大学教务长和
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苏步青担任复
旦大学副校长、校长等等。他们在各自
的岗位上，为新中国的科学和教育事
业鞠躬尽瘁、呕心沥血。即使在特殊时
期不受信任，被打成“反动学术权威”，
仍然无怨无悔。

就学术成就而言，第二代科学家
超越了他们的前辈。他们是中国科学
技术各主要学科领域的学术带头人，
其中以华罗庚、钱学森等国际知名的

科学家，一部分“两
弹一星”功勋奖章获
得者和国家最高科
技奖得主等为代表。
如华罗庚的归国极
大地提升了我国数
学研究的水平，钱学
森回国后开创了我
国的导弹研制和航
天事业，钱三强成为
我国核科学技术事
业的领军人物，彭桓
武、张宗燧培育了一
批理论物理人才，唐
敖庆、卢嘉锡等带动
了我国量子化学、结
构化学的发展，叶笃
正对于我国气象学
的发展作出了巨大
贡献。这一类的例子
不胜枚举。是他们奠
定了我国当代科学
技术许多学科和领
域的基础，为 20 世
纪后半叶中国科学
和技术的创新与发
展作出了无可替代
的贡献。但由于特殊
的历史原因，以及上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
国研究生制度若有
若无，两代科学家培
养的高级人才并不
多。他们达到的学术
高度，也就是 20 世
纪中国科学的高度。
改革开放到来后，他
们老当益壮为国家
的科技事业发挥余
热。随着科技体制改
革的兴起，第二代科学家大都在 20 世
纪八九十年代退出了科技一线。

两代科学家的人生和事业跨越民
国到新中国，他们经历了时代的巨变，
他们的学术事业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但不变的是他们对民族国家的责任，是
他们无怨无悔的奉献，是他们严谨不苟
的治学精神。他们是共和国科技的脊
梁。他们的形象，在激进的年代，沦为

“反动学术权威”“臭老九”，遭到“脱离
实际”的指摘和“马尾巴的功能”之类的
嘲笑；拨乱反正之后，随着全社会对科
技的重视，他们中的一些人又被贴上

“大师”“泰斗”等称号，成为新的高大上
典型人物。这些恐怕都不是他们所愿
意领受的，也无补于总结历史的经验和
教训。在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之际，《中
国科学报》组织记者追踪两代科学家的
人生足迹，走访他们创建或工作过的
大学院系、研究院所，采访他们的学
生后辈，挖掘出许多鲜为人知的感人
故事，使读者了解中国现代科学技术
发展的艰难历程，领略科学前辈的学
术追求、家国情怀和科学精神。薪火
相传、继往开来，必有助于当前的科技
强国建设事业。

（作者系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教授）

赵九章：最是那一抹东方红
（详细报道见第 4版）

9 月 11 日，由上海市科协等主办的第六届“谁是王牌诠释者”赛
事在上海科学会堂落下帷幕。

当天，一组组生动形象、有趣味、接地气的科普诠释，轻松引领观
众关注身边的科学，提升对伪科学的甄别力，感悟科学人文精神。

据悉，中国工程院院士王威琪、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多、中科院上
海应用物理研究所副所长戴志敏、东方卫视首席记者骆新、上海戏剧
学院副教授费泳等担任了决赛评委。 本报记者黄辛摄影报道

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中国科学院科学传播局联合主办

美国是世界上首
个实现页岩油（即蕴藏
在大套富有机质页岩层
系中的石油资源，亦有
文献称为致密油）商业
开发的国家，目前全球
90%以上的页岩油产量
来自美国。凭借页岩油
的成功开发，美国一举
扭转了上世纪 70 年代
以来的原油产量下滑颓
势，原油自给能力大幅
提高，同时也在重塑着
世界石油市场格局。

然而，关于页岩油
革新的质疑也一直存
在。前段时间，甚至有
媒体称“页岩油是庞氏
骗局”“美国页岩油革
命神话破灭”等。事实
果真如此吗？

笔者认为，研究美
国页岩油勘探开发历
程，分析其经验，对推
动我国页岩油产业发
展有重要意义。

（下转第 3版）

开栏语

科学家的成长与祖国的命运和发展息息相关。从“科学救国”到“科
技强国”，科学家群体承载的使命并没有变。值此新中国成立 70周年暨
中科院建院 70 周年之际，《中国科学报》特别策划推出“寻找新中国科
学奠基人”系列报道，回顾科学大师们在学科创立、研究院所创建中鲜为
人知的故事，挖掘老一辈科学家留下的学术财富、科学精神和家国情怀，
激励和引导广大科技工作者追求真理、永攀高峰。

中科院召开作风学风建设会议
严查学术不端 弘扬科学家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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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科学馆“科学元素组合”演绎“喷泉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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