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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心似水志如舟
———纪念严济慈先生诞辰 120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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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进展

清华大学

揭示全球土壤呼吸
演变特征
本报讯（记者崔雪芹）近日，《自然—通讯》刊发了清华

大学教授杨云锋研究团队关于全球土壤呼吸演变特征的
最新研究成果。

土壤呼吸，即从土壤中释放二氧化碳到大气中，在全
球范围内是陆地仅次于光合固碳的第二大碳通量。青藏高
原与北极、南极并称“三极”。1960年以来，三极地区变暖
速度显著高于全球平均升温速率，导致永久冻土区大范围
解冻、土壤有机碳被微生物降解，加快了土壤呼吸。深入了
解土壤呼吸的变化幅度及时间动态规律，对于预测未来气
候情景下青藏高原和全球土壤碳循环的变化，评估碳中和
目标和相关的技术途径具有重要价值。

研究团队利用开源土壤呼吸数据，对 1987—2016
年期间全球土壤呼吸的年度变化进行了分析，发现
1987—1999 年期间全球土壤呼吸快速上升，在 2000—
2016 年期间，受全球增温停滞的影响，土壤呼吸上升趋
势出现了停顿。

研究发现，土壤呼吸随时间变化速率与土壤碳储量有
关，碳储量丰富的地区，土壤呼吸呈现显著上升趋势。由于
三极地区丰富的土壤碳储量，导致该区域在全球增温暂时
停滞时期，土壤呼吸仍然呈显著上升趋势。

同时，由于土壤微生物主导的异养呼吸在 1987—2016
年期间持续增加，导致微生物对土壤有机碳的分解作用不
断加强，增加了土壤碳损失的风险。

自 2015年后，全球年均气温重新攀升，使得 2015—
2020年期间成为有历史记录以来地球上最热的阶段。模
型分析显示，包括青藏高原在内的全球土壤呼吸在 2015
年后恢复急剧上升趋势。这对在全球范围内控制温室气体
排放提出了挑战。

相关论文信息：

复旦大学等

揭秘为何
人有时外向有时内向

本报讯为什么有的人有时外向、有时内向？为什么有
的人遇见熟悉的人一秒变“话痨”？这样的人到底是内向还
是外向呢？复旦大学管理学院企业管理系博士吴冬媛与密
歇根州立大学人力资源与劳资关系学院副教授 Jason
Huang合作研究，发现了“他人引发的外向性格”这一性格
特质的存在。相关成果近日在线发表于《个体差异杂志》。

人们常用外向或者内向来描述自己或他人的性格。有
趣的是，人们也常常发现一个人的外向或内向性格并非固
定不变的，性格的具体外在表现是依赖于情境的。当个体
感受到环境中的其他人是友好的，他们就会不同程度地表
现出外向，更愿意和别人交谈，也会表现得更为积极、热
情。个体在一段时间内对于外界友好程度的感受及反应所
形成的动态变化模式可能有所差异。研究者在这个研究中
就将这样的个体差异作为人格研究的新视角。

研究人员进行了精心的实验设计来量化研究这一日常
的心理学现象。在实验中，研究人员招募了 83名大学生参
加为期 3周的实验，并采用经验采样的方法收集数据。在实
验开始时，参与者需要完成一系列人格测试，包括一项对于
性格外向程度的测量。之后连续 3周，研究人员每天通过电
子邮件与他们联系两次，以记录他们最近社交互动的特征。

研究发现，“外向不仅是一种性格特征，也是一种适应
性的动态反应模式”。即使是害羞或安静的内向者，也可以
在某些社交场合中运用外向性作为应急手段。研究人员把
这种适应性倾向称为“他人引发的外向性格”。这样的适应
性的反应模式与传统的外向特质存在着较低相关性，并且
在个体之间存在差异。 （黄辛孙睿）

相关论文信息：

华中农业大学

光热疗法“烧死”
感染狂犬病毒脑细胞

本报讯（记者李晨通讯员任梅渗）华中农业大学农业
微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赵凌开发了一种基于新型
纳米材料的光热治疗方法，该方法为临床治疗狂犬病毒及
其他嗜神经病毒感染提供了有效策略。近日，相关研究成
果在线发表于《化学工程杂志》。

赵凌团队联合华中农业大学理学院教授韩鹤友开发
了一种基于新型纳米材料的光热治疗方法，并在狂犬病小
鼠模型上获得了良好的治疗效果。

赵凌团队首先筛选了一个能够特异性结合狂犬病毒
表面糖蛋白的适配体，并将该适配体结合在一个外形和大
小接近狂犬病毒的纳米金棒表面。该纳米金棒通过静脉注
射后能够有效穿越小鼠血脑屏障入脑，并且靶向性结合于
狂犬病毒感染的神经细胞。

利用近红外光照射感染小鼠的脑部后，可以在纳米金
棒表面产生局部高温，“烧死”感染病毒的细胞，最终清除
脑内的病毒，该方法称为光热疗法。

研究人员分别在小鼠感染狂犬病毒后的第 3天、第 6
天和第 9天对其进行了每次 5分钟的光热疗法，结果显
示，治疗组中有 60%小鼠能够存活，并且在 21天之后恢复
到正常小鼠的健康水平；而未治疗组小鼠在感染病毒后
8~12天内全部死亡。
相关论文信息：

本报讯日前，2020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
新闻揭晓，我国无人潜水器和载人潜水器取
得新突破入选。鲜为人知的是，为记录“奋斗
者”号万米载人深潜，搭载了中国科学技术大
学视频压缩核心技术的芯片，跟随“奋斗者”
号的“御用摄影师”———“沧海”号一起潜入了
万米海底。后期，通过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
熊志伟团队的“全海深 3D重建与超高清视
频处理”，“奋斗者”号深潜过程以及神秘的海
底世界将以裸眼 3D 的形式呈现给观众，让
你“身临其境”畅游万米海底。

2020年 11月 10日，“奋斗者”号在马里
亚纳海沟成功坐底，深度 10909米，创造了中
国载人深潜新纪录，标志着我国在大深度载
人深潜领域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为真实记录“奋斗者”号万米载人深潜，
“全海深视频采集、传输、处理技术研发及系
统集成和示范应用”项目被列入 2018年国家
重点研发计划。其中，“全海深 3D重建与超
高清视频处理技术研究”是该项目的重要内
容，这一课题由熊志伟团队承担。

熊志伟介绍，他们主要负责全海深超高

清 3D视频重建算法及演示系统研制，主要
研究内容包括深度估计、视角合成两个方面。
其中，面向深海场景，研究结构指导的 3D视
频重建技术；面向实际应用，研究高效高质量
的 3D视频重建算法加速，搭建一套适用于
深海场景的 3D视频演示系统。
“在深海场景视频拍摄过程中，有单目相机

和双目相机。双目相机的基线固定，要想获得任
意视角下的立体显示，需要对拍摄内容的深度
进行估计，从而换转视角重新渲染。这个过程需
要很多关键技术的支撑。”团队成员陈雪锦透

露，团队研究了多尺度残差结构预测的深度神
经网络来提高 3D视频重建精度，他们在缺乏
万米海深的训练视频数据情况下，通过采用少
量浅水数据以及图形合成技术来模拟深海复杂
场景，努力提高场景细节结构的保真度。

陈雪锦介绍，深海场景拍摄的双目视频
往往是固定视角，在后期制作时，近景时双目
相机基线较小就可以获得较好的 3D 效果，
但远景时双目相机基线必须够大才能感受到
3D效果，因此需要根据不同的视角合成新的
3D视频。基于对深海场景的深度估计，团队
根据新视角合成可见部分内容，重点在于保
持背景和前景的结构细节；对于不可见部分，
则根据在深度估计网络中提取到的语义和几
何结构信息，指导缺失区域的内容填补，完成
保持场景内容的无缝区域填补。 （桂运安）

裸眼 3D揭秘万米海底

楔子

1923年 10月 12日，法国邮轮“高尔地
埃”号从上海启程前往法国。10月 22日晚，
邮轮航行到了新加坡附近，当天是阴历九月
十三，也许是海面上的月亮引发了游客的遐
想，船舱内一位 22岁的中国青年致信远在东
南大学读书的未婚妻（已订婚），信中写了一
首诗，最后一句是“我心似水志如舟”。一方面
流露了自己的思念之情，一方面表达了前往
法国留学的坚定志向。

这位青年便是严济慈，他后来成了中国
现代物理学的开拓者之一、中国应用光学与
光学仪器工业的奠基人之一。

4年后———1927年 6月，严济慈在巴黎大
学完成了博士学位论文《石英在电场下的形变
和光学特性变化的实验研究》，并顺利通过答
辩。他成了第一位获得法国国家科学博士学位
的中国人。这篇论文是在巴黎大学夏尔·法布里
（Charles Fabry）教授的指导下完成的，它发端于
法国皮埃尔·居里（Pierre Curie）和雅克·居里
（Jacques Curie）兄弟发现的晶体压电效应，第一
次通过实验测定了晶体压电效应反现象（电流
导致石英晶体产生形变）的数据。就在 1927年，
法布里教授当选为法国科学院院士，他非常欣
赏严济慈的这篇论文，因此在他首次亮相科学
院院士会议时亲自宣读了它。巴黎多家报纸同
时刊登了师生二人的照片，一时传为美谈。

同年 7月，严济慈从法国马赛乘船返回
祖国。过了新加坡之后，有一天在甲板上，突
然有人叫他的名字，而且是位中国人。严济慈
一脸诧异，寒暄之后才知道，他叫徐悲鸿。严
济慈问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原来不久前徐悲
鸿在《巴黎晨报》上看到严济慈的事迹与照
片，记忆深刻。徐悲鸿认为严济慈学成归国，
必将前途无量，便在船上为他素描了一幅肖
像，并用法文题了一行小字：送给我亲爱的朋
友———科学之光严济慈。

科学之光

徐悲鸿将“科学之光”的勉励送给严济慈

再恰当不过了。严济慈在东阳中学读书时，英
文教师傅东华借用古代“凿壁偷光”“囊萤映
雪”的典故为他取字“慕光”。他一生“慕光”不
已，后来在应用光学与光学仪器方面贡献巨
大，完全无愧于“科学之光”的称谓。

严济慈回国后，同时担任了四所大学的
物理、数学教授，他要往返于上海和南京两
地，每周课时多达 27个小时，有时一天竟达
7个小时，忙得不亦乐乎。

1927年 11月 11日，严济慈在南京与张
宗英完婚。1928年夏，严济慈获首届中华教
育文化基金会甲等研究补助金第一名。第二
年初，他偕夫人前往法国，相继在巴黎大学法
布里实验室和法国科学院大电磁铁实验室从
事研究工作，其间与居里夫人有过数次接触，
并得到她对中国开展放射学研究工作的支
持。1930年底，严济慈夫妇携在巴黎出生的
次子严双光（他们的孩子均以“光”字入名）乘
火车经西伯利亚回到北平。正是在北平，他迎
来了科研生涯的黄金时段。

1931年初，国立北平研究院院长李石曾
聘任严济慈为物理研究所专任研究员兼所主
任（所长），同时请他筹备镭学研究所。时年严
济慈 30岁，年富力强，加上他科学报国心切，
以研究所为家、身先士卒，常常利用晚上和周
末时间在研究所工作，不出几年两个研究所
人才汇集、声名远播。当年由他延揽到研究所
的年轻人如钟盛标、钱临照、陆学善、钱三强、
吴学蔺、杨承宗等，后来均成了中国现代科学
史上响当当的人物。

1932年，严济慈、钱临照合作在《法国科
学院周刊》第 194卷发表了论文《压力对照相
片感光性之影响》。这是该刊第一次刊载我国
科学家在国内取得的科研成果。从 1932年到
全面抗战爆发前，严济慈一共与他人合作完成
41篇论文，占他 1938年前所有 53篇论文的
77%。由此可见研究所初创的 6年间，正是严
济慈科学研究的鼎盛期。不但对他个人而言如
此，对物理研究所也一样。据严济慈 1949年底
有关该所的一份报告统计，当时研究所成立约
20年，抗战全面爆发前一共发表论文 80余
篇，占 20年总发表论文量的七成多。
“七七事变”后，北平研究院被迫南迁。物

理研究所几经辗转，于 1938年下半年安置在
昆明北郊黑龙潭的龙泉观。抗战时期，神州涂
炭，科学火种大半维系在西南。小小的龙泉
观，聚集了两位浙江东阳人主持的科研机构，
一个是蔡希陶主持的云南农林植物研究所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所前身），另一个便是
严济慈领导的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

国难当头，物理研究所转向应用研究以
服务抗战所需，主要开展了三项工作：制造水
晶震荡片、应用光学和物理探矿。光学仪器生
产任务紧急时，他们还要招收、培训学徒，严
济慈亲自指导、示范磨玻璃、磨镜头。他后来
回忆道：

在几年里，我们为前线制造了五百架一千
五百倍的显微镜，供医疗和科研教学需要；还

有一千多具无线电报机稳定波频用的水晶振
荡器；三百多套军用五角测距镜和望远镜，供
我国抗战军队和盟军英国驻印度军队使用。这
是我国第一批自己制造的光学仪器，以前都要
进口。更重要的是，我们因此培养了一批光学
仪器和精密仪器制造的骨干。抗战胜利后，这
批人到了东北、西安、上海，还有十多人到了北
京等地办光学研究所，他们都是骨干。钱临照
后来也回忆说：

在条件十分艰苦、设备极端简陋的情况
下，我们全所的工作人员在严先生的领导下
一齐动手，研磨镜头，测量焦距，仔细检验，认
真装配……回想当年，虽苦犹荣，不禁再次感
念严济慈先生对科学的一片赤诚和对祖国的
无限热爱。

战时“中英科学合作馆”馆长、后来成为
著名科学史专家的李约瑟（Joseph Needham）
1943年春曾到黑龙潭物理研究所考察，并与
钱临照会谈，两人相谈甚欢。李约瑟写道：

这里的研究所，在严济慈博士和钱临照
博士的领导下，几乎完全转向了战争生产，建
立了一座非常重要的工厂来研磨显微镜、望
远镜等的镜片。

为国筹思

1949年 3月，中共中央已经考虑在全国
胜利之后建立统一的科学院作为全国最高科
学机构，并由郭沫若负责。9月，《建立人民科
学院草案》拟定，准备将当时的中央研究院与
北平研究院整理改组，成立新的“人民科学
院”。这也是后来中国科学院的雏形。9月中
旬，郭沫若到北平研究院物理研究所会见严
济慈，希望他能参与即将成立的科学院的组
织领导工作。严济慈有些犹豫，因为他知道科
研人员一旦离开实验室，科学生涯也将结束。
谁想郭沫若的一句话打消了他的顾虑———
“你的话是对的。不过倘若我们的工作能使成
千上万的人进入实验室，岂非是更大的好
事！”就这样，严济慈开启了他后半生为国筹
思的征程。

1949年 11月 1日，中国科学院正式成
立，严济慈担任院办公厅主任。1950年 5月，
他又被任命为新成立的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
研究所所长。

1952年 7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
严济慈为中国科学院东北分院院长。他把亲
属留在北京，只身前往东北开辟草莱，直到
1954年东北分院撤销才返回北京。1955年 6
月，严济慈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
士），同时任技术科学部主任。

1958年，中国科学院决定创办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严济慈不但是筹备委员会的 9名
成员之一，还在学校创办后，亲执教鞭、重登
讲台，这时距离他第一次在南京、上海执教已
经 31年了。他在中国科大讲授普通物理、电
动力学课程，每周 3次，一次 2小时，一讲就
是 6年。有一位叫段子毅的学生，当年受严济

慈亲炙，后来回忆说：
先生在花甲之年，讲课神采飞扬，声洪嗓

大，板书苍劲工整赏心悦目，坐在后排一样听
得清，看得明……同学们都说，听严先生的课
比上馆子还舒服。

他在教学上有自己独到的体会和理解，
1980年，时任中国科大校长的他在《人民教
育》发表了一篇文章《读书·教学·写书·做研
究工作》。文中用了生动、形象的比喻阐述了
著书立说与教学的不同，结论是“著书类似于
写小说，教书类似于演戏”。

严济慈晚年推动了一项影响深远的科教
事业，便是由李政道发起的 CUSPEA（中美联
合招考物理研究生项目）。该项目最初由李政
道在 1979 年提议，得到了严济慈、周培源的
支持。1980年 5月，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
发布《关于推荐学生参加赴美研究生考试的
通知》，标志着项目正式启动。随即成立了由
严济慈、周培源、王竹溪等 25位科学家组成
的招考委员会，严济慈任主任。CUSPEA共实
施十年，前后招录了 915名赴美深造的学子，
成为我国在特殊历史时期培养人才的有效方
式，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

结语

1934年居里夫人逝世后，严济慈在《科
学》杂志发表了一篇纪念文章《悼居里夫人》，
文章末尾写道：

她重要的发现，伟大的人格，绝不随其形
骸以去，是将长留人间永垂典范的。在我国一
面普罗盛行、一面浪漫雅趣的潮流中，一般青
年男女，朝夕留心的是航空奖券，崇拜的是电
影明星，也有震于居里夫人的为人，从此埋首
苦干，肆力科学，以拯救我危如累卵的古国，
而解放苦若倒悬的人类否欤！

严济慈先生的感慨与召唤已过去了 87
年，科学远较那时昌明，社会也焕然一新，但
他对青年崇尚、追求科学的殷殷之情，以及他
毕生追求科学“志如舟”的精神，犹让人感动。
埋首苦干、肆力科学———这是对先生诞辰 120
周年最好的纪念。
（作者单位：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

所。本文转载自“中科院之声”微信公号，略有
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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浩浩渡重洋，拳拳赴国难，学
海高耸照前路，终成一代哲人；孜
孜求物理，滔滔泻杏坛，门下三千
弟子，科学之光耀中华。

这段话赞扬的是中国科学院
院士、我国光学研究和光学仪器工
业的重要奠基者严济慈。严济慈
1901年 1月 23日生于浙江东阳，
今年是其诞辰 120周年，谨以此
文，纪念严先生。

编者按

这是在海南儋州一处湿地拍摄的勺嘴鹬。
近日，海口畓榃湿地研究所和海南观鸟会开展 2021年海南

越冬水鸟调查。调查人员组成多路小队，对海南岛沿岸约 50个
主要水鸟栖息地的越冬水鸟及生境展开调查，以掌握各类水鸟
种群数量的变化和规律。作为“黑脸琵鹭全球同步调查”的组成
部分，此次调查重点关注黑脸琵鹭、勺嘴鹬等全球濒危水鸟，对
世界鸟类和海南岛湿地保护具有积极意义。调查数据除提供给
林业主管部门外，也会部分分享给一些环保机构，为中国水鸟和
湿地保护提供一手资料。

海南岛地处全球九大候鸟迁飞区之一的东亚—澳大利西亚
迁飞区。海南越冬水鸟调查始于 2003年，通常在每年一月进行，
多年来积累了大量数据，也培养了一批本土鸟类爱好者，是海南
岛颇有影响的鸟类调查活动。 新华社记者蒲晓旭摄

2021年
海南越冬水鸟调查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