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综合2021年 10月 21日 星期四
主编 /肖洁 编辑 /王方 校对 /何工劳 Tel：（010）62580618 E-mail押news＠stimes.cn4

近日在京举行的 2021国
际自主智能机器人大赛上，观
众围观机器人“选手”比赛。

本届大赛由北京市科协主
办，聚焦“看谁能驯化出更聪明
的机器人”。国内外 9所高校、
研究机构的 110支队伍参加了
4个大项、6个小项的比赛。
自主智能机器人是机器

人的高级形态，能“自己思
考”，因而更加“拟人”。它可以
在特定的环境下根据实际条
件自主决策。这需要更加强大
的智能算法、较强的感知交互
能力、姿态控制能力和运动能
力，要求参赛团队具有较强的
编程能力和机器人自主操控
水平。

本报见习记者辛雨报道
图片来源：北京市科协

简讯

100亿方！华北最大
地下储气库群建成投产

本报讯（记者计红梅）10月 18日，《中国科学报》
从中国石化新闻办获悉，中国石化在中原油田地区
新建的卫 11储气库于当日建成注气，标志着我国华
北最大天然气地下储气库群———中原储气库群建成
投产，库容气量达到 100.3亿立方米，将为华北地区
及黄河流域今冬明春储气调峰、稳定供气提供坚强
的资源保障。

储气库被称作地下“天然气银行”，是集季节调
峰、事故应急供气、国家能源战略储备等功能于一体
的能源基础性设施。储气库可以在天然气市场出现
盈余时，发挥“存入”功能，在冬季供暖季出现供应不
足时，及时“取出”，从而达到天然气调峰的目的。

中原储气库群目前包括文 23、文 96、卫 11 等 3
座储气库。此次投运的卫 11储气库是我国华北地区
“百亿方”级天然气储气库群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
位于河南、山东两省交界处，日最大调峰能力 500万
立方米，每天可满足 1000万户家庭的用气需求。

中原储气库群现场。 中国石化供图

中国科学院院士邵峰：

要倒着思考如何组织科研活动
姻本报记者郑金武

近日，2020年度北京市科学技术奖揭晓，
中科院院士、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以下简称
北生所）学术副所长邵峰荣获突出贡献中关村
奖。突出贡献中关村奖是北京市科学技术奖的
最高奖。

邵峰是天然免疫和细胞焦亡领域的国际
科学领军者之一，其研究成果极大推动了领域
发展，得到了国内外同行的广泛关注和认可。
近日，围绕创新环境、科研范式、人才培养等话
题，《中国科学报》专访了邵峰。
《中国科学报》：你在 2005年回国进入北生

所，有人提出质疑。你曾后悔过自己的决定吗？
邵峰：2005年，我国在生物学领域的科研

水平与国际差距非常大。那时候一个简单朴素
的想法是，同样一项研究工作或是一个进展，
如果能在国内做的话，其价值意义和影响力肯
定会比在国外做更大。

这就好像你做了一块月饼，对于已经“酒
过三巡菜过五味”的人说，他肯定并不太稀罕；
但对于还不是很富足、没太吃过月饼的人来
说，一块上好月饼的意义就大不一样了。

美国科研体系比较完善和稳定。作为一个
科研工作者，你大概可以预测到自己在科研上
能走多远多高、产生多大影响，未来生活大概
率是什么样的。

而我的性格里却有一点点不安分的因
素，就是总希望有一些不确定性，希望这个
不确定性给自己一个可以努力和追求的弹
性空间，当然这种不确定性也有风险。我希
望这个弹性空间可以把我的潜能最大程度
地发挥出来。

《中国科学报》：如何评价现在北生所的科研
环境氛围，你在北生所遇到的最大难处是什么？

邵峰：在北生所最大的难处是，因为我
们的研究往往是没有人做过或老大难的问
题，所以绝大多数项目是失败的，只能不停
地去试。

我的难处是要不断鼓励、说服学生和博
士后相信自己的努力和对课题的判断。坦白
来说，我作为实验室主任，负担相对较小，毕
竟实验室有十几个课题，每年只要有一两个
课题能突破，就不错了。但是对于每个做课
题的学生和博士后来说，他们的压力比我
大。所以在这种时候，我得做思想工作，让他
们相信自己的努力，不能因为惧怕失败而失
去挑战困难的信心，只有这样才能做出真正
的创新性工作。
《中国科学报》：你所说的北生所“宽容失败”

的科研环境，是不是也应该在科研领域推广？
邵峰：我们这个研究所，“宽容失败”这件

事情做得还是很好的。身为北生所的实验室主
任，是不需要每年汇报的。我们研究所不会问
你今年发了什么文章、出了什么成果，但内部
有学术上的交流、讨论，在这个过程中会了解
你的科研进展，但不是考核你的科研绩效。我
们这里没有科研绩效这个概念。做科研怎么能
有绩效呢？要做原创的东西，怎么能用绩效来
评估？

从创新角度来说，这样的科研模式确实值
得推广，会对我国基础科学研究有帮助。但推
广也有一定难度和前提。宽容度和自由度太
大，容易出现养懒人和庸人的情况。这是一种

“两难”的境地。
在北生所，情况比较好。在长期形

成的文化氛围下，懒人自己会觉得不
太适应。对于科研人员，北生所不会用条条
框框、打分之类的制度去限制人，我们更看
重个人对科学的追求。
《中国科学报》：现在我们提倡创新科研范

式。目前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的发展会对
新药研发、生物科学领域的科研范式有明显的
促进作用吗？对于科研范式创新，你是怎么认
识的？

邵峰：新药研发确实很难，现在也有一些
跨学科的技术，在特定情况下确实会对研发有
帮助，但实质性帮助可能远没有外行人想象的
那样大。个例情况下，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对研
究提升很大。但一般来说，新药研发还是得踏
踏实实地去筛选、优化。
我想说的创新科研范式，跟你理解的有

点不太一样。我个人感觉，我们的基础研究
活动有点过于受追求职业发展的价值要求
所导向和束缚，普遍就是做学生、博士后，然
后找一个工作，开始申请基金，再做一些确
定性大、容易发文章的研究。有时我们忘记
了做科研的初心是要真正回答和解决重要
的科学问题。
此外，我们的科研工作也过多地被前人

的研究模式所影响。有人用大脑的细胞做出
了一个图谱，另一个人就考虑能不能用肺的
细胞做一个图谱。大家很习惯将同一个研究
模式推广到很多课题上面，渐渐形成了程式
化的研究方式。这种旧的科研范式才是需要

改变、创新的。
我们需要倒着思考如何组织科研活动：首

先是确定需要解决什么科学问题，然后是解决
这个问题———你需要掌握什么技能、接受什么
样的训练、在哪些方面做好积累。我觉得这是
更重要的科研范式创新。科研范式的转变，要
尽可能摒弃程式化和套路化，避免不断重复自
己习惯和能做的事情。
《中国科学报》：现在年轻人走向社会，压

力较大。你对青年人才的发展有何建议？
邵峰：这是他们面临的一个现实难题。我

自己当年也是这么走过来的。从我的角度来
说，如果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了，那么许多东
西其实自然而然是会解决的。

我经常跟团队里的学生讲，你们进入了一
个最好的研究机构、一个最好的团队，在研究
生阶段需要做的就是在这个平台上，抓住机
会，努力学习，使自己的科研水平和能力得到
尽可能大的提升、把面临的重要科学问题尽可
能地回答清楚。如果你真的做到了这些，后面
的职业发展自然会有好出路的。

工作中的邵峰。 郑金武摄

达摩院青橙奖奖金池
扩大到 3000万元

本报讯 10月 19日，阿里巴巴集团董事会
主席兼首席执行官张勇在 2021云栖大会上表
示，将加大对基础科研的支持力度，阿里巴巴
全球数学竞赛金奖奖金将提升至 5万美元，总
奖金也将大幅提升；同时，达摩院青橙奖奖金
池将提升至 3000万元，明年开始每年奖励 30
人，每人奖励 100万元。

青橙奖是业内最早为发掘中国青年学者
而设立的公益性学术评选。今年青橙奖首度颁
给国家重大科技任务的贡献者，朱飞虎、韦东
奕、陆盈盈等 10名不超过 35岁的优秀青年学
者获奖。中科院院士杨孟飞、常进、周成虎以及
中科院外籍院士樊文飞等为 2021青橙奖得主
现场颁奖。 （赵广立）

第五届中国商飞
国际科技创新周开幕

本报讯 10月 18日，第五届中国商飞国际
科技创新周在中国商飞公司试飞中心开幕。专
家学者以“线上 +线下”方式出席活动，通过创
新论坛、专题研讨、科创展示、合作签约等多种
形式，从试飞角度展示对商用飞机技术创新的
思考。

本届活动由中国商飞公司与哈尔滨工业
大学、法国高等航空航天学院联合主办，聚焦
航空科学、数字化转型、系统工程与试验验证、
试飞测试技术、试飞运行与航务保障等 5个专
题，同步开展先进材料、绿色航空、空天一体等
相关领域交流，举办大学生航空创意大赛等特
色活动。 （高雅丽）

第十一届中国分子诊断
技术大会举办

本报讯 近日，中国工程科技论坛第 340
场第十一届中国分子诊断技术大会在上海举
办。会议由中国工程院、清华大学、生物芯片北
京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办。

新冠疫情发生以来，分子诊断不仅在国家
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凸显了重要作用，还显示
出贯通多个学科、向多个前沿领域伸出触角的
强大能力。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感染与免疫分子
诊断、单细胞组学、肿瘤分子诊断、出生缺陷与
遗传病、未来医学技术与规范化五大主题进行
了报告交流。 （刘如楠）

第七届河口海岸
国际研讨会召开

本报讯 10月 18日至 21日，第七届河口
海岸国际研讨会在上海召开。研讨会由华东师
范大学河口海岸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办，来自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约 260 名线下代表和约
300名线上代表围绕“人类驱动的河口海岸带
可持续发展”主题进行交流。

与会专家学者围绕河口海岸多尺度水动
力学过程与机制、泥沙动力学与交叉科学研
究、动力沉积地貌过程与多尺度模拟、河口海
岸生态环境演变与保护等方面的科学问题和
应用需求，探讨海岸带可持续高质量发展的关
键问题及对策。 （黄辛）

“古鱼王国”再现 4.2亿年前最大漫游憨鱼
■本报记者崔雪芹

近日，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
所硕士生孟馨媛在副研究员盖志琨指导下，
在《古脊椎动物学报》上以封面文章形式发
表了对 4.2亿年前无颌类盔甲鱼漫游憨鱼新
材料的最新研究成果。

这是时隔 30年后，最大真盔甲鱼类漫游
憨鱼再次现身云南曲靖“古鱼王国”。科研人
员揭示出其具有现生魔鬼鱼一样的腹面鳃
孔，为探讨盔甲鱼类的生活习性提供了重要
资料。

30年终于发现“漏网之鱼”

漫游憨鱼是该所研究员朱敏 1987年在
云南曲靖南城门附近的西山组下部浅黄色
泥质粉砂岩中首先发现，于 1992年正式公开
发表命名的。属名“憨鱼”指示了其头甲又大
又笨、憨态可掬，而种名“漫游”二字取在水
中漫游觅食之意。漫游憨鱼在系统分类上属
于盔甲鱼亚纲下真盔甲鱼目。

论文通讯作者盖志琨介绍：“30年来，我
一直尝试找到新的漫游憨鱼化石，但化石发
现地点所在区域早已变成了城市中心的著

名文化景点，无法开展野外挖掘。因此，我们
又对朱敏研究员当年采集的未描述的其他
盔甲鱼标本进行了仔细梳理，竟然发现了一
条漫游憨鱼的‘漏网之鱼’。”

此次描述的漫游憨鱼另一件关键化石，
是研究团队在曲靖面店水库附近西山村组
深灰色粉砂岩中采集到的。这完全是一个新
的地点和层位，他们在这里找到了第三块近
于完整的漫游憨鱼的头甲。

论文第一作者孟馨媛介绍：“此次漫游
憨鱼新材料虽然来自曲靖两个不同的化石
点，上下层位也略有差别，但都具有真盔甲
鱼类的典型特征，即三角形的头甲、纵长的
中背孔、背位的眶孔，以及三对侧横管。其与
同样产自西山村组的真盔甲鱼类硕大云南
盔甲鱼在形态上最为相似，通过对比研究，
我们重新厘定了它们的差异。硕大云南盔甲
鱼的头甲形状更接近于椭圆形，内角后缘未
超出角的后缘，背面遍布小而致密的颗粒状
纹饰；而漫游憨鱼的头甲形状更近似三角
形，内角更强壮且超出角的后缘，背面则被
粗大的星状瘤点装饰。”

据介绍，早期真盔甲鱼类个体非常小，

头甲仅有 2厘米左右。直到 4.25亿年前志留
纪罗德洛世，曲靖关底组才出现了中等大小
的真盔甲鱼类，头甲约 8厘米。而此次发现的
漫游憨鱼（4.2亿年前早泥盆世）头甲最大可达
16厘米，是目前已知最大的真盔甲鱼类。

拥有魔鬼鱼一样的外鳃孔

值得一提的是，此次发现的新材料首次
揭开了漫游憨鱼头甲腹面的秘密。其头甲向
腹面弯曲形成腹环，腹环中央包围了一个梨
形的口鳃窗，口鳃窗被一块很大的外骨骼腹
甲覆盖。在腹甲和腹环之间，清楚地保存了 6
对线性连续排列的鳃孔，鳃孔很大、呈圆形，
是漫游憨鱼鳃囊通向外界的重要开孔。漫游
憨鱼的口可能位于梨形口鳃窗的末端，它的
腹甲很大，能够形成鳃孔的内边缘。

一般情况下，无颌类的鳃囊通过圆形的
鳃孔直接开口于外界，但骨甲鱼类情况有些
例外，它的鳃孔非圆形，而是呈裂隙状，并被
小皮瓣覆盖，类似于现生的板鳃类。从这个
角度来看，骨甲鱼类比盔甲鱼类更接近有颌
类，而盔甲鱼类的鳃孔则更原始一些。

另外，漫游憨鱼的鳃囊通过彼此独立的
鳃孔开口于外界，这一点与盲鳗、异甲鱼类
有所不同。盲鳗与异甲鱼类的这一特征长期
以来被认为是同源的，即盲鳗被视为外骨骼
次生退化的异甲鱼类。然而，化石证据表明
奥陶纪的星甲鱼具有彼此独立的外鳃孔，而
盲鳗中的黏盲鳗也是通过彼此独立分鳃孔
开口于外界。因此，彼此独立的鳃孔更可能
代表了脊椎动物原始状态，而盲鳗和异甲鱼
类的总鳃孔可能属于趋同演化的结果。

现生的七鳃鳗、盲鳗和大多数有颌鱼类
的外鳃孔都是分布在身体两侧，已灭绝的星
甲鱼类、缺甲鱼类、花鳞鱼类、异甲鱼类等也
是如此。而以漫游憨鱼为代表的盔甲鱼类则
和骨甲鱼类一样，鳃孔位于头甲的腹面。盔
甲鱼类腹位的鳃孔跟现生的魔鬼鱼（蝠鲼）
非常相似。

相 关 论 文 信 息 ：

漫游憨鱼生态
复原图。 杨定华绘

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水乡客厅重点项目开工

本报讯（记者秦志伟）近日，长三角一体化示范区
水乡客厅重点项目开工（启动）仪式在水乡客厅区域举
行。《中国科学报》获悉，重点项目包括科大亨芯研发创
新项目、水乡客厅科创学园存量盘活项目等，涉及互联
互通、生态绿色、产业创新、存量盘活等类型。

这些重点项目的启动建设将为水乡客厅实现
“一年拉框架、三年出形象、五年基本建成”打下坚实
基础。

水乡客厅位于沪苏浙交界处，是依托长三角原
点、由两省一市（上海市和浙江省、江苏省）共同打造
的功能样板区，也是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
范区“核心中的核心”。水乡客厅以“绿色示范、创新
引领、基因传承、交通支撑”为发展策略，将打造成为
生态绿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地、跨界融合创新引领
的展示区、世界级水乡人居典范的引领区。

据介绍，水乡客厅的建设将进一步夯实“五个一”
跨域共建共治新模式。通过编制水乡客厅城市设计方
案、水乡客厅控制性详细规划，实现“一张蓝图管全域”；
组建由两省一市同比例出资、同股同权的长新公司，长
新公司与三峡集团合资成立水乡客厅公司，实现“一个
主体管开发”；成立水乡客厅开发建设指挥部，实现“一
个平台管实施”；制订水乡客厅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加快
实施先行启动区规划建设导则，实现“一套标准管品
质”；在土地管理、项目投资、财税分享、社会治理等方面
探索“一体化制度管治理”。

水乡客厅空间结构规划图。
长三角生态绿色一体化发展示范区供图

湖北“滴灌行动”
支持科技企业达 550亿元

本报讯（见习记者荆淮侨）融资难、融资贵和融
资慢等瓶颈，一直困扰着科技型中小企业的成长。近
年来，湖北省通过开展科技金融服务“滴灌行动”，以政
府引导基金为桥梁和纽带，协同各类银行金融机构为
湖北 1400多家科技企业精准提供创业投资、信用贷款
近 550亿元，重大项目签约金额超 300亿元。

在 10月 19日举行的第十届中国创新创业大赛
全国赛暨科创企业创新发展峰会上，湖北省科技厅
相关负责人表示，近年来，湖北省科技厅通过组织科
技金融服务“滴灌行动”，缓解科技企业在成长过程
中面临的资金痛点，加快科创企业培育。

据介绍，“滴灌行动”以湖北省创投引导基金等
政府引导基金为桥梁和纽带，引导省内外优质金融
资源精准注入科技创新创业一线，重点围绕科技创
业、科技成果、科技人才，聚合各类金融机构、金融产
品、金融服务精准、普惠、持续聚焦于科技成果转化
和高新技术企业培育，为创新驱动发展提供科技金
融支撑。目前，仅湖北省创投引导基金就已设立创投
子基金 30只，总规模超 64亿元，引导撬动社会资本
超 8倍，引导投资早中期项目 660余项，投资总额超
过 36亿元，培育上市科技型企业 23家、新三板企业
43家。

湖北省科技厅表示，将进一步深入开展科技金
融服务“滴灌行动”，加强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证
券交易所、北京证券交易所等三大证券交易所沟通
对接，搭建能级跃升、量质并举的企业成长培育阶
梯，加快培育一批跨界融合、颠覆式创新、爆发式成
长的“新物种”企业，引领示范全省科创企业高质量
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