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据新华社电 近日，中宣部发出通知，要
求各地各新闻单位要把“新春走基层”活动
作为迎接党的二十大主题宣传的重要开篇，
组织广大编辑记者不断增强脚力、眼力、脑
力、笔力，深入基层一线、深入群众生产生
活，充分报道各地经济社会发展成就，全面
展示祖国各地欣欣向荣、人民群众安居乐业
的美好景象，为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
造良好舆论氛围。

通知指出，同步开展迎接党的二十大
主题宣传，精心选择具有代表性的地区、行
业和个人，围绕实现全面小康、巩固脱贫攻
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等选题，以微观视角
生动展现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取得的历史
性成就、发生的历史性变革，报道基层群众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和对未来美好生活
的热切期盼。深入宣传各地贯彻落实党的
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的进展成效，报道各
地基层党员干部群众的热烈反响，全面展
示各地区各部门学习贯彻全会精神的新举
措新成效。大力宣传党史学习教育取得实
实在在的成果，基层党风政风出现可喜的
新变化新气象。深入宣传各地疫情防控和
节日保障工作举措，重点报道发生新冠肺
炎疫情地区、边境口岸等重点地区的党委
和政府全力开展疫情防控、保障群众生命
健康和生产生活的工作部署，挖掘推出一

批各行各业奋斗者无私奉献、舍小家顾大
家的感人故事。深入报道交通运输、边检海
关、市场监管、应急管理、旅游管理、商务流
通等相关部门全力保障春运、强化市场保
供稳价的工作举措。深入宣传春节期间体
育赛事和文化活动，报道全国各地群众尤
其是青少年群体热盼冬奥会、积极参与冰
雪运动的生动故事，跟踪报道场馆运行、疫
情防控、安全保障、志愿服务、媒体服务等
赛场内外各项综合保障工作开展情况。报
道各地区各部门春节期间举行的丰富多彩
节庆文化活动，突出地方特色民俗，充分体
现春节独特的文化魅力。

通知强调，要认真组织专题专栏报道，
中央和各省区市主要新闻单位在重要版面、
重要时段、网站首页、客户端首屏等，统一开
设“新春走基层”专栏，每天要保证一定的刊
播总量。及时反映活动进展情况，活动结束
后，回顾总结活动进展成效，反映新闻记者
参与活动的心得体会。

通知要求，各新闻单位要在做好疫情防
控的前提下统筹开展工作，确保采访报道活
动安全有序开展。要坚持融合创新，突出移
动优先，多策划推出直播报道、短视频等基
层群众喜闻乐见的融媒体产品。要面向青年
群体，结合国外受众关注点开展有针对性的
对外传播，生动立体讲好中国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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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宣部要求各新闻单位认真组织
开展 2022年“新春走基层”活动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

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据新华社电 1月 16日出版的第 2期《求是》

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不断做强做优做大我国数
字经济》。

文章强调，近年来，数字经济发展速度之快、
辐射范围之广、影响程度之深前所未有，正在成为
重组全球要素资源、重塑全球经济结构、改变全球
竞争格局的关键力量。面向未来，我们要站在统筹
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
变局的高度，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发展安全两
件大事，充分发挥海量数据和丰富应用场景优势，
促进数字技术和实体经济深度融合，赋能传统产
业转型升级，催生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不断做强

做优做大我国数字经济。
文章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发

展数字经济，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从国家层面部署
推动数字经济发展。这些年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较
快、成就显著。同时，我们要看到，同世界数字经济大
国、强国相比，我国数字经济大而不强、快而不优。还
要看到，我国数字经济在快速发展中也出现了一些
不健康、不规范的苗头和趋势，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数
字经济健康发展，而且违反法律法规、对国家经济金
融安全构成威胁，必须坚决纠正和治理。

文章指出，发展数字经济是把握新一轮科技革
命和产业变革新机遇的战略选择。数字经济健康发
展，有利于推动构建新发展格局，有利于推动建设现

代化经济体系，有利于推动构筑国家竞争新优势。
文章指出，要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新

型基础设施建设，推动数字经济和实体经济融合
发展，推进重点领域数字产业发展，规范数字经济
发展，完善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积极参与数字经济
国际合作。

文章指出，数字经济事关国家发展大局。要结
合我国发展需要和可能，做好我国数字经济发展
顶层设计和体制机制建设。各级领导干部要提高
数字经济思维能力和专业素质，增强发展数字经
济本领，强化安全意识，推动数字经济更好服务和
融入新发展格局。要提高全民全社会数字素养和
技能，夯实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社会基础。

科学家首次实现阿秒电离精密测量
本报讯 如何实现电子本征运动时间尺度超快

精密测量，是阿秒（1阿秒 =10-18秒）超快科学的一
个核心问题。华东师范大学精密光谱科学与技术
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吴健团队借助一氧化氮分子
形状共振电离过程，首次报道了阿秒时间尺度上
分子空间不对称性电离。相关研究发表于《物理评
论 X》。

传统观念认为，电子的电离过程是瞬时的，是
在“一瞬间”从束缚态跃迁至连续态，成为自由电
子。随着对电子散射、电子电离本质的深入理解，
以及超快光学技术的发展，尤其是新型阿秒光脉
冲技术的发展，研究人员逐渐认识到光致电离并
不是一个瞬时过程，电子需要数阿秒乃至数百阿
秒的时间穿越原子或分子的库仑势场。其超快的
时间尺度概念等同于一秒对比宇宙的寿命。而电
子离开母核所花费的准确时间与它感受的、经历
的势场的强弱、形状息息相关。

“阿秒超快科学属于多学科交叉领域，覆盖物
理、化学、生物、材料等，对探究新型光电功能材料
物理机制，制备拍赫兹光子器件，实现材料属性、
物质相变、分子结构变化精密测量，具有十分重要
的科学意义。”吴健告诉《中国科学报》。

2017年，该实验室研究员宫晓春首次在强场
氩原子多光子弗瑞曼共振电离图像中观测到电子
百阿秒共振电离延迟，并成功建造出国内首台极
紫外阿秒符合干涉仪。基于该系统，吴健团队瞄准
“光电子电离空间不对称性”这一核心问题，利用
双光子干涉的阿秒拍频重构探测方法得到光电子
电离干涉能谱，并从中提取出电离过程中原子核
与电子之间库仑相互作用产生的电离时间延迟。
进一步通过轴向反冲近似处理，实现了分子坐标
系内对不同排列方向上的能量、角度分辨的光电
子电离延时精密测量，成功观测到 150阿秒的相
对电离延时。

宫晓春结合量子散射模型下的“单中心”理论
模型，证明实验观测的形状共振由一种分波的准
束缚态产生，且实验中观测到的电离延时来自于
光电子出射过程中离心势垒导致的共振电离路径
与非共振电离路径间的干涉。同时，该实验室研究
员倪宏程发展的“双中心”理论模型，佐证了电离
初态和末态非对称性对电子电离空间不对称性起
着重要的诱导作用。
“利用阿秒—亚纳米超高时空分辨符合成像

技术发展的新型阿秒钟，适用于具有不对称势阱
的其他分子和表界面的共振光电子辐射行为的精
密测量。”吴健说，“有望为探索复杂体系中的阿秒
光电子动力学，研究溶液、复杂材料和生物组织中
的时间分辨量子动力学开辟一条新途径。”

（张双虎 黄辛）
相关论文信息：

“接触起电”带来全新催化机制
本报讯（记者韩扬眉）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

系统研究所所长、首席科学家，中科院外籍院士王
中林团队提出了全新的催化机制“接触电致催
化”。该机制利用材料间接触起电（摩擦起电）引起
的电子转移作为催化反应的核心，促进化学反应
进行，将推动化学、能源等工业朝着低碳化发展。
相关研究成果近日发表于《自然—通讯》。

闪电、玻璃棒摩擦后吸纸屑……这些现象在
科学上被称为“接触起电效应”，这是由于不同物
体在接触之后表面诱导产生极化电荷所致。近年
来，王中林团队发现接触起电中存在电子转移的
贡献，甚至在部分情形下电子转移是接触起电的
主要机制。

回顾催化剂的工作原理，其核心是通过生成
活性中间体等方式降低反应活化能，促进化学
反应进行。那么，是否存在除金属基催化剂、酶
以及有机小分子之外的第四种催化剂呢？王中

林介绍，既然电子转移存在于接触起电过程中，
同时电子转移又可以促进化学反应进行，那么，
利用接触起电过程中的电子转移直接催化化学
反应存在可能。

王中林与中科院北京纳米能源与系统研究所
研究员唐伟利用超声空化作用在颗粒表面引入接
触起电过程，发现即使所用颗粒为具有高度化学
惰性的全氟乙烯丙烯共聚物（FEP）也能实现甲基
橙污水的降解，且反应前后所用颗粒化学成分不
变，这初步表明了接触电致催化的可能性。

为了深入理解上述现象，研究团队开展了系
统性实验。基于实验观测结果与 FEP 的理化性
质，团队提出了全新催化机制———接触电致催
化，即利用接触起电过程中的电子转移直接催
化化学反应。

不同于电催化或光催化，接触电致催化非常
“便利”，只要材料能够接触起电就可能实现催化

反应，因此，这极大地拓宽了催化剂的遴选范围，
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催化体系设计可能。此外，相比
于紫外光照、电能输入等方式决定局部反应效果，
接触电致催化的反应范围更加全域化，具有规模
化应用前景。

接触电致催化反应更“绿色”，得益于接触电
致催化对催化剂的选择几乎无限制，因此可以选
用大量环境友好的材料进行催化，并且这些催化
剂与底物能够通过简单的方式实现高效分离，避
免了对环境的二次污染。这些催化剂还能够反复
回收使用。

接触起电效应广泛存在于各类材料间，因此，
接触电致催化将引领前沿催化研究，为碳中和、新
能源等一系列国家战略和国计民生问题的解决提
供新原理和新思路。

相关论文信息：

花楸树叶片“日灼”现象获解析
本报讯（记者张晴丹）近日，北京农

学院教授郑健团队联合中国农科院棉花
研究所生物信息中心在《遗传学报》发表
最新研究论文，揭示了花楸属不同物种
以及花楸树不同种群的遗传和进化关
系，探究花楸树叶片“日灼”现象的关键
调控基因和核心通路。

花楸树又名百花花楸，是花楸属集
叶、花、果为一体的乡土景观树种，具有
园林及生态价值，主要分布于海拔
800~2200米坡地或山谷林中。由于发掘
力度不够，花楸属种间以及花楸树种群
间的进化关系未被揭示，花楸树引种到
低海拔地区叶片出现高温伤害的“日灼”
现象的原因也尚未得到解析。

该研究基于参考基因组，对收集到
的 22个花楸属样品进行重测序，通过系
统发育和 PCA分析，供试样品聚为 G1
（单叶）和 G2（复叶）两类，聚类结果与叶
型分类高度一致。G1比 G2具有更高的
核苷酸多样性，且 G2起源于 G1。

研究人员通过转录组分析鉴定了
182个参与调控花楸树叶片“日灼”现象
差异表达的基因，发现类黄酮生物合成
和 HSP-HSF途径对防止花楸树叶片“日
灼”现象发生有重要作用。

上述研究结果为今后花楸树引种驯
化和遗传改良提供了基因信息资源。

相关论文信息：

花楸作为重要的食源树种，其果实可以吸引鸟类。 王豹供图

南极冰层下“潜伏”着
世界最大鱼类繁殖地

寰球眼

本报讯 科学家在南极考察中发现，世
界上最大、最密集的鱼类繁殖地“潜伏”在威
德尔海的冰层深处。南极半岛东部 240平方
公里范围内排列的冰鱼巢穴令海洋生态学
家大为震惊。

2021年 2月，一艘德国大型研究船“RV
极星号”在威德尔海破冰研究海洋生物。在
将摄像机和其他仪器拖拽到半公里深的海
底附近时，研究人员发现了数千个 75厘米
宽的巢穴，每个巢穴中都有一条成年冰鱼和
很多的卵———多达 2100个卵。“这个景象令
人震惊。”领导“RV极星号”水下成像工作
的德国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深海生物
学家 Autun Purser说。

声呐显示巢穴延伸数百米，高分辨率摄
影设备捕获了 12000多条成年冰鱼的影像。
这种鱼能长到 60厘米左右，适应极端寒冷
的环境。它们能产生类似防冻剂的化合物，
得益于该地区富氧的水域，它们是唯一拥有
无色、无血红蛋白血液的脊椎动物。

成年冰鱼用腹鳍刮去沙砾，筑起圆形巢
穴。但在该航次之前，人们只观察到了数量
很少、相距很远的巢穴。“它们在这么大的范
围内建造了巢穴，更像是陆地或冰上的海鸟
和企鹅。”研究南极鱼类 20多年的未参与这
项调查的英国南极考察队鱼类生物学家
Mark Belchier说。

在随后的 3次拖拽中，“RV极星号”团
队人员看到了 16160个紧密排列的鱼穴，其
中 76%由雄鱼守护。近日，研究人员在《当代

生物学》上报告说，假设船只横断面之间的
区域有相似密度的巢穴，那么，估计约有
6000万个巢穴，覆盖了大约 240平方公里。
由于数量庞大，冰鱼和它们的卵可能是当地
生态系统中的关键角色。

Purser说，成年冰鱼可能会利用洋流寻
找产卵地，那里的水域富含其后代爱食用的
浮游动物。此外，密集的巢穴可以帮助保护
个体免受捕食者伤害。

研究人员说，这个庞大的冰鱼群体为在
威德尔海建立一个海洋保护区提供了新理
由。Belchier指出，威德尔海是一个独特的、
基本没有受到破坏的生态系统，它已经得到
了保护从而免受海底拖网捕捞这种破坏性
捕捞方式的影响，但他希望看到针对这个生
态热点地区的更多保护措施。

研究人员将一些观测设备留在了冰鱼
巢穴最密集的一个区域，以了解更多关于繁
殖和筑巢行为的信息。他们将在 2023年回
收这些设备。 （文乐乐）

相关论文信息：

威德尔海域的雄性冰鱼守卫它们的巢穴。
图片来源：阿尔弗雷德·韦格纳研究所

杂草黑麦（左）与栽培黑麦。 樊龙江供图

杂草驯化成作物百年假说被证实
本报讯（记者张晴丹）近日，浙江大学教授樊龙

江团队通过对野生、杂草和栽培类型黑麦 116份种
质资源进行全基因组测序和分析，为栽培黑麦是由
杂草黑麦驯化而来提供了直接证据，极大丰富了作
物起源理论。该研究同时挖掘了大量黑麦驯化与遗
传改良基因位点，为黑麦及小麦遗传育种提供了重
要基因资源。相关研究发表于《分子植物》。

苏联遗传学家瓦维洛夫 1917 年提出次生作
物起源假说（即部分作物直接驯化自杂草而非
野生祖先种），认为栽培黑麦是由小麦田杂草之
一 ———杂草黑麦驯化而来。基因组数据是揭示黑
麦次生起源、驯化选择机制最为直接和有效的证
据，但由于黑麦基因组的复杂性，黑麦属全基因组
遗传变异图谱一直不清楚。樊龙江团队基于群体
基因组数据，分析了黑麦种群遗传结构、动态历史
模拟等，证实了栽培黑麦由杂草黑麦驯化而来。

此前该团队研究证实杂草进入农田后，受到
人类一种无意识选择（不断清除过程），杂草株型
（特别在苗期）逐步变得更加像作物，即拟态作物。
直接选择株型与作物相似的农田杂草（而不是野

生种）作为驯化对象，可以减少株型等性状的驯化
过程。本研究是上述研究的延续，从而补齐了作物
杂草起源假说的另一个关键证据。

栽培黑麦属于禾本科小麦族黑麦属，与大麦、
小麦亲缘关系较近，往往作为远缘杂交材料被用
于小麦育种。由于黑麦抗寒、抗病虫及抗逆性强，
植株高大，耐贫瘠、酸性土壤，可作为粮饲兼用的
作物，同时也是小麦育种重要异源基因的供体。黑
麦属的分类有过多种主张，目前认为黑麦属可分
为一年生野生自交授粉的森林黑麦、多年生野生
异交授粉的山地黑麦和一年生普通黑麦。其中栽
培黑麦为普通黑麦的一个亚种，瓦维洛夫黑麦是
栽培黑麦的假定野生祖先，其余亚种被认为是杂
草黑麦。表型上，杂草黑麦与栽培黑麦非常相似，
但与栽培黑麦相比，抽穗期较晚、株高较矮、千粒
重较轻。

该研究还发现，栽培黑麦从杂草黑麦驯化过
程中，控制株高、断穗、产量及抗病等 279 个基因
位点受到选择；黑麦属内持续的基因流动可能对
黑麦的驯化产生影响，如在 6个栽培黑麦中 chr6R

染色体有长度为 2Mb 的片段是来自多年生野生
的山地黑麦的渗入，且该渗入片段中携有与产量、
育性等重要性状相关的基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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