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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开共和国成长的画卷，以院
士为代表的老一辈科学家以国家富
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为己任，攻
坚克难、矢志创新、拼搏奉献，写下
了无愧于祖国和人民的时代答卷。
“胸怀大局、心有大我”，虽然领域、
环境不同，但在他们身上都闪耀着
同一种精神气场———科学家精神。

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 周年，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中国科学报》今开设“科技报国 薪
火相传”栏目，讲述中国工程院院
士敢为人先、严谨求实的创新历
程，展现他们追求真理、勇攀高峰
的科学精神，激励更多科技工作者
薪火相传、奋勇前行。

教师节前夕，教育部于 9 月 3 日
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提到，近年来我
国教师工资有大幅度提升，在全国 19
大行业中的排名由上世纪 80 年代的
倒数后三位，提升到目前的第 7 位。
这一表述受到了公众的普遍关注。

毫无疑问，近年教师工资福利支
出的提升，对于我国教育事业发展而
言是一件好事。但是，所谓“教师工
资”究竟指的是什么？

当我们在评价或对比不同数值
的变化时，常用的数值统计方式有三
种，即总量、平均值和中位值。此次的

“教师工资”，究竟是以上三种数值中
的哪一种呢？至少从目前公开的媒体
报道中，笔者并未找到答案。

模糊的表述带来的必然是模糊
的理解。更重要的是，这三种统计学
概念间的区别极为明显———在目前
国内教育规模持续扩张的背景下，教
师工资总量的提升并不令人意外；相
比之下，“平均工资”在衡量教师实际
收入方面更具参考价值，但该计算方
式也有问题，即受极端数值的影响巨
大。至于能规避这一影响、相对也更
加合理的中位值计算法，似乎从来没
有在相关部门的评价中使用过……

若将当前不同教师群体按“底
薪”“中薪”和“高薪”划分，有统计数字
显示，目前“底薪”教师群体（以农村
教师、不在编教师为主）的月工资一
般只有 2000~4500 元，中薪群体（普
通城镇教师为主）可到 4500~8000
元，而高薪群体（一线城市高职称教
师为主）则在 8000~30000 元之间。

这一数据未必十分准确，但足以
反映出目前不同教师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

再以高校教师群体为例，有数据显示，高校教授群
体中，收入最高的 10%与收入最低的 10%，其收入差距
达到 5.9 倍。在同一职称内部，讲师中最高收入者收入
是最低收入者收入的 25 倍。

不同区域和层次的学校、不同群体教师之间，存在
一定的收入差距难以避免。但当这一差距达到一定程
度，就会带来群体内部的某些不良情绪，即所谓“不患
寡而患不均”。然而，这些状况仅凭所谓的总量以及平
均数统计是难以体现的，能对其有所反映的，恰恰是被
我们忽略的中位数统计。

因此，在目前的教育环境下，简单的“平均数”思维
已经不再适合对教师群体福利支出的评价。我们需要
的是更加深入到教师群体中，关注更为广大的“中位
数”教师群体的收入情况。这一工作要比简单的“平均
数”算法更为复杂，但对于当前的教育事业发展而言则
更具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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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前，超强台风“利
奇马”登陆我国浙江一带。
它的一举一动牵动着一位
八旬老人的心———坐在中
央气象台的办公室里，李泽
椿关注着台风监测预报的
实况。

今年 84 岁的中国工程
院院士、气象学家李泽椿与
台风等灾害性天气预报打
了一辈子的交道。如今受
身体所限，他已不能再像
年轻时那样到前线“指点
江山”，但李泽椿不忘预报
的重要性，一有机会就提
醒预报员：“要牢记以预防
为主，指挥靠前”“做好风险
预评估”……

“气象工作是保障性工
作，我是天气预报人员，要
不忘初心，为国家公共安全
气象保障、为人民服务好。”
李泽椿一字一顿地说，嘶哑
的声音里充满着坚定。

从军人到气象观测员

年少时，李泽椿曾在条
件更优越的上海生活读书，
参军后奔赴祖国西南、西北
艰苦地区。他告诉《中国科
学报》，他的人生观、价值观
是在 16 岁参加空军气象干
部培训班、接受政治教育和
气象观测技术培训时塑造
的。从那时起，他便牢记中
国人民解放军战士要为人
民服务，“个人的工作和成
长要服从国家社会需要”。

解放初期，李泽椿受命
在秦岭大巴山区建立一个
气象站，做好西藏航线上的
气象保障。在山区气象站的
日子清贫艰苦，气象观测员
要 24 小时值班，吃的是咸
菜、荞麦和玉米糊。李泽椿还
兼作电台摇机员，每当雷雨
天气发不出电报时，他摇机
摇得满头大汗、腰痛臂酸。

“这些好像是常态，没
想过有多辛苦、多伟大，大
家就觉得应该做，很乐观。”
在李泽椿看来，那段经历让
他受益终生。

上世纪 60 年代，李泽椿到中央气象台作预
报员，参与每天 24 小时值班进行全国天气预报。

“全国各单位工作基本处于中断或半中断状
态，但气象预报业务工作没有中断过，灾害发生
人命关天，天气预报不能停。”李泽椿说。

中国工程院原院长徐匡迪曾对李泽椿说：“气
象工作是小行业大覆盖，各行各业都少不了你们。”

这句话一直被李泽椿记在心中并努力践行。
而在中央气象台预报员的记忆里，“气象工

作是国家安全、社会发展必不可少的保障工作”
则是李泽椿的“口头禅”。

“现在更是如此，我们‘家底’大了，稍有不慎
就会造成大量经济损失和人员伤亡。气象工作者
责任重大。”李泽椿说。

从经验预报到数值预报

以往，天气预报是“月晕而风，础润而雨”的
经验预报。科技发展和社会需求变化催生出了天
气图预报技术。不过，这种定性的预报技术，无法
预知大气内在运动变化状态，不能满足人们对天
气预报的需求。

上世纪 70 年代末至 80 年代初，李泽椿带领
团队与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大气物理研究所合
作，建成了我国第一个自动化的业务短期（3 天）
天气数值预报业务系统，使我国天气预报实现了
由定性到定量、纯主观到主客观结合的预报。

短期数值预报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那么
更长时间的预报呢？

摆在李泽椿面前的最大问题是计算能力无
法满足需求，而计算能力是做好业务数值预报的
根基和关键。

当时国内高性能计算机正在研制试用，一时
难以满足迫切需求，而发达国家对中国进口计算
机实施封锁。李泽椿一面带领团队加快与国防科
学技术大学合作研制银河—II 型计算机，一面在
国家的努力和支持下，最终进口了巨型机系列的
CRAY、CYBER 90 系列机。

得益于计算机的发展，李泽椿团队建立了我
国第一个中期（10 天）数值天气预报业务系统。
该系统于 1990 年投入使用，使我国步入了当时
国际上少数几个能制作中期数值天气预报的国
家行列，更好地满足国家对气象保障的需求。

（下转第 2版）

科技报国
薪火相传

“理”当益壮
作为中国科学院打出来的一张面向社

会和国家需求的“特色牌”，中国科学院理
化技术研究所借助研究所分类改革的契
机，围绕“学科—领域—重点服务项目”这
一链条，深入聚焦改革体制机制“痛点”，通
过组建“大兵团作战”体系、加大引进与培
养力度、探索成果转移转化新模式、统筹资
源配置等方式，不断释放创新活力。

自 2015 年理化所首批进入中科院特
色研究所建设试点以来，从激光显示到大
型低温制冷系统，从生物明胶到深海浮力
材料……产生的诸多科技成果，或填补了
一项项国内技术空白，或引领并重塑了一

些产业的发展格局，诠释着科技“国家队”
的实力与担当。

未来，理化所的使命定位不会变，团结
一心的文化不会变，踏实工作的精神不会
变，将继续把科研作为第一要务，脚踏实地

“练内功”，以此为基础推动原创性的高水
平成果，持续引领行业发展。

（详细报道见第 4版）

战略性关键金属矿产资源高级论坛召开
本报讯（记者甘晓）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地球科学部和管理科学部、中国科学院
重大科技任务局、自然资源部中国地质调查局
和教育部科学技术司共同主办的“战略性关键
金属矿产资源”高级论坛近日在北京召开。

自然科学基金委副主任王承文在此次论
坛上介绍，最近自然科学基金委相继部署了
重大研究计划“战略性关键金属超常富集成
矿动力学”和重大项目“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
安全与管理”，推动相关前沿科学问题的深入
研究。

根据自然科学基金委官方网站不久前公
布的项目指南，“战略性关键金属超常富集成
矿动力学”重大研究计划将以“低丰度金属元

素超常富集过程与驱动机制”为核心科学问
题。其科学目标包括：揭示关键金属元素超常
富集成矿的苛刻条件，建立关键金属超常富集
成矿理论，实现成矿理论突破；揭示关键金属
成矿规律，确定关键金属元素矿床新类型，实
现指导找矿突破；查明微观尺度关键金属元素
赋存状态，攻克关键金属强化分离理论瓶颈，
实现分离理论突破。

“战略性关键矿产资源安全与管理”重大
项目拟从国内和国际两个视角，以期实现矿产
资源安全有效供应。其科学目标包括：探索矿
产资源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规律，研究矿产资
源安全供应、循环利用、环境保护、全产业链管
理和全球治理的理论与模型，推动资源管理领

域的发展，建立资源战略国家智库。
与会专家一致认为，战略性矿产资源关乎

国家经济安全、国防安全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
展。当前，应全面提升资源掌控力、转型驱动
力、资源配置力和产业竞争力，强化战略性矿
产资源的“国家战略”，夯实我国战略性关键金
属矿产资源的保障基础和储备体系。

自然科学基金委党组书记、主任李静海，
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相里斌出席论坛。自然科学
基金委党组成员、副主任侯增谦主持论坛报告
会。论坛由自然科学基金“战略性关键金属超
常富集成矿动力学”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办公室
承办，包括 23 位两院院士在内的 200 余名国内
金属矿产资源领域的专家参加会议。

韩国整容术、日本化妆术、中国 PS 术，并
称为亚洲三大“邪术”。这个流传已久的网络
段子相信很多人都看到过。不过现在，这几大

“邪术”恐怕还要加进一个新成员———石墨烯
“折纸术”。

9 月 6 日，《科学》杂志发表了中国科学院
院士、中科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鸿钧团队
的一项成果。他们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原子
级精准控制、可按需定制的石墨烯折叠，这也
是目前世界上尺寸最小的“石墨烯折纸”。

“折纸术”是一种把纸张折出各种特定
形状和花样的艺术。人们通过精妙的手法，
能够把一张简单的纸变换出各种各样的三
维结构。

这种游戏不但小朋友喜欢玩，科学家也
乐在其中。受到这项艺术的启发，折叠操纵经
常被巧妙地用在很多科学技术前沿领域，用
来构筑形状与功能各异的结构、器件甚至机
器。比如，在生物学领域，生物学家可以将
DNA 单链折叠成复杂的二维形状。

在曾两获诺贝尔奖的石墨烯研究领域，
科学家也同样跃跃欲试。二维的石墨烯晶格
结构被认为是其他众多碳纳米结构的母体材

料。人们已经发现，石墨烯结构沿着某一方向
卷曲，可以形成一维的碳纳米管，而将具有五元
环和七元环的石墨烯结构弯曲成球型结构，即
可形成富勒烯。在宏观尺度下，科学家已经能够
构建出石墨烯功能器件甚至机器模型。

“理论预测发现，在原子尺度，通过对石
墨烯的弯曲折叠，可以做出具有新奇电子学
特性的纳米结构。”论文第一作者、中科院物
理所博士后陈辉说。

但是，原子尺度上的事可不是幼儿园小
朋友做手工。在单原子尺度精确地折叠石墨
烯，特别是根据特殊需要沿特定方向对石墨
烯进行折叠，具有极大的挑战性。

陈辉告诉《中国科学报》，实现石墨烯“折
纸”要用到扫描探针操控技术，而要掌握这项
技术，需要首先掌握扫描探针的原理，后期再
经过长时间练习。“一旦掌握了，应用起来就
会相对简单。”他说，除了取决于技术本身外，
材料尺寸大小、力学性质、探针与材料的相互
作用、材料与基底之间的相互作用等，都会影
响“折纸”的成功率。

不过，这一系列困难都被科研人员克服
了。陈辉等人首次实现了石墨烯纳米结构原
子级精准的可控折叠，并构筑出一种新型的
准三维石墨烯纳米结构。

这一成果一举实现了石墨烯纳米结构的

原子级精准折叠与解折叠、同一个石墨烯结
构沿任意方向的反复折叠、堆叠角度精确可
调的旋转堆垛的双层石墨烯纳米结构、准一
维碳纳米管纳米结构的构筑，以及双晶石墨
烯纳米结构的可控折叠及其异质结的构筑。

“这是一项非常有意思和创新性的工
作。”该论文的一位审稿人评论称，“让我印象深
刻的是作者折叠出角度可调的双层石墨烯结
构，这是折叠电子学的一个重要进展；让我印象
至深的是他们构造了准一维的折叠边界，这是
科研人员第一次做出了如此精致的结构。更让
我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得到了准一维的异质
结，这么漂亮的结果我从来没见过。”

科研人员还发现，通过石墨烯“纳米折纸
术”得到的准一维纳米管异质结两侧的电子
学性质不同。陈辉认为，这意味着它“可以用
来构建信息器件的基本单元，如晶体管等”。

总之，这项研究对构筑量子材料和量子
器件（机器）具有科学和技术上的双重意义。
也许在未来，人们有望利用这种“折纸术”，折
叠出其他新型二维原子晶体材料和复杂的叠
层结构，进而制备出功能纳米结构及其量子
器件，并研究其新奇的物理现象。

全世界最小、原子级精准、可按需定制———

石墨烯“折纸术”了解一下
姻本报记者丁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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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协多场活动献礼新中国成立70周年
本报讯（见习记者高雅丽）9 月 4 日，记者

从中国科协新闻发布会获悉，今年中国科协将
在第四季度举办多场活动，献礼新中国成立 70
周年。

9 月 14 日至 20 日，2019 年全国科普日将
以“礼赞共和国、智慧新生活”为主题，在全国
各地集中开展，预计将有 1.5 万个单位开展科
普活动 2.4 万项，活动单位和数量较去年增加
30%，辐射公众 3.2 亿人次，再创新高。

10 月 16 日—17 日，首届世界科技与发展
论坛将在京举办。论坛以“科学·技术·发展”为
主题，将发布 2019 年度人类社会发展十大科学
问题。高端对话拟围绕“科学发展·技术创新·
人类文明”主题，分论坛以科技革命与产业变
革、科学技术与教育文化、青年科学家与中小
企业成长为议题。

10 月 16 日—17 日，2019 年世界公众科学
素质促进大会将在京举办。大会主题为科学素
质促进与可持续发展，旨在围绕推动实现联合
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促进科技与社会良性互
动，促进世界各国在开展科学教育、传播和普及
方面的经验互鉴和资源共享，共同提升公众科学
素质，促进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大会期间将组
织召开两场圆桌会议，围绕加强世界公众科学素
质促进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进一步凝聚各方
共识，倡导建立国际间长效合作机制。

11 月 2 日至 3 日，2019 中国科幻大会将在
北京丰台区园博园举办，主题为“科学梦想、创
造未来”。大会将设置“人类现代文明的历史经
验与未来梦想”“青少年科学普及和科幻创作”
等 6 个专题论坛和高校科幻辩论赛决赛、科幻
主题演讲等 6 项活动。同时举办的“平行宇宙”

科幻主题展览、科幻市集、2019 年全国青少年
科普科幻教育大会以及科幻电影沙龙活动，将
进一步扩大公众的参与性。

11 月中旬，全国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宣讲
教育报告会将举行。报告会主题为“礼赞共和
国 追梦新时代———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持续加强科学道德和学风建设”，拟请三位在
全国有广泛影响力的德学双馨的院士专家作
报告。

2019 年“科学大师名校宣传工程”演出季
活动也将继续举办，并首次与“最美科技工作
者”相结合，在科学家主题剧目演出之外，动员
组织 2019 年最美科技工作者，通过主题宣讲、
座谈分享、观演交流等活动，生动讲好科技工
作者的爱国故事、创新故事。

9 月 2日，建设中的叶尔羌河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大坝。
一项根治新疆千年水患的重大民生工程———有“新疆三峡”之称

的叶尔羌河阿尔塔什水利枢纽大坝近日封顶，高耸的坝体矗立于喀
喇昆仑山河谷，抵挡波涛汹涌的洪水，这意味着叶尔羌河流域将彻底
告别千年水患。 新华社发（李建锋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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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三峡”主体完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