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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科技日报成都7月2日电（李迪 记者

盛利）2 日，记者从中国工程物理研究院获

悉，该院创办的国际首本极端科技专业学

术期刊 Matter and Radiation at Extremes

（《极端条件下的物质与辐射》以下简称

MRE），日前获得自 2016 年创刊以来的第

一个影响因子——2.931，在SCIE收录的85

种综合物理期刊中排名第25（Q2区）。

研究极端条件下的物质与辐射，是

创造新物态、合成新材料、实现新能源、

认识宇宙演化规律以及发现新现象的重

要途径。

此次获得影响因子的 MRE，从创刊初

期就定位为“创办一本极端条件下物质与

辐射这一领域的国际一流综合科技期刊”，

并为此组建了由国际一流专家组成的编委

会，制定了严格的审稿流程和高标准的稿

件接收要求。

国际首本极端科技专业学术期刊获得影响因子

这几天，王文林马不停蹄，忙着在基层开

展科技服务。

上午还在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崇左市扶

绥县的金光农场澳洲坚果基地推动企业收购

农户澳洲坚果；下午，已在近 300 公里以外的

来宾市兴宾区凤凰镇新安村培训澳洲坚果种

植技术。

“王老师，这些树怎么黄了，刚开始种植

还好好的，半年就成这样了？”“你们挖开这棵

树看看。嗯，你们看，种植的时候没有除去营

养袋，限制了根系生长；另一方面种植太深

了，新根系一直没生长。以后种植记得要先

除去营养袋，种植不能过深。”

6 月 29 日，炎炎烈日下，在新安村的澳洲

坚果基地里，广西农业科学院南亚热带农业

科学研究所高级农艺师王文林蹲在树坑旁

边，对围成一圈的企业技术负责人、当地农户

培训起了施肥和病虫害防治等技术。

2014 年，王文林主动申请担任科技特派

员；2019 年 10 月，在全国科技特派员制度推

行 20周年总结会议上，王文林等 92名科技特

派员获科技部通报表扬。

“作为党员，就要起到带头示范作用。”王

文林说，要争当贫困村致富的引路人、产业扶

贫的规划者、科技种子的播种者。

手把手教种植户掌握
实用技术

澳洲坚果原产于澳大利亚，20 世纪 70 年

代引入广西，是著名的热带果树，2009年后广

西开始大面积商业化种植澳洲坚果。

前些年，澳洲坚果产业在逐渐发展的同

时，也带来了一系列问题：品种选择盲目、早

实丰产栽培技术缺乏……

“在王文林老师的指导下，2019年果树进

入投产初期，50 亩澳洲坚果的青皮果总产量

达 1.9万公斤，收益达到 20多万元。”尝到丰收

甜头的梧州市龙圩区大坡镇竹山村果农钟锦

超激动地对科技日报记者说。

5 年前，钟锦超将自家效益不好的 50 亩

砂糖橘砍掉，改种澳洲坚果。但一开始，因缺

乏技术，他对澳洲坚果的预期效益并没有什

么信心。

“在培训了王老师提供的种植技术后，3

年便实现挂果，4 年就有了较好的收益，现在

管理越来越有信心。”钟锦超说。

如今，钟锦超已将桉树、砂糖橘等全部改

种澳洲坚果，种植面积扩大到 150 亩，并带领

村里的钟清泉等贫困户一起进行澳洲坚果的

种植。 （下转第三版）

王文林：让小小坚果树成为群众的“摇钱树”

科技日报北京7月2日电（记者唐婷）记

者从水利部获悉，受长江上游干流来水及库

区降雨影响，三峡水库 2 日 10 时入库流量

50000立方米/秒，依据水利部《全国主要江河

洪水编号规定》，此次洪水为长江 2020 年第 1

号洪水。2 日 14 时，三峡水库库水位涨至

146.97 米，入库流量 53000 立方米/秒，已接近

洪峰，出库流量 35500 立方米/秒。水利部于

2日 11时启动水旱灾害防御Ⅳ级应急响应。

据介绍，6 月 29 日以来，长江上游累积面

雨量 57 毫米，其中乌江 67 毫米、上游干流 59

毫米、三峡区间 45毫米，最大点降雨量云南昭

通五德 347 毫米、贵州安顺波玉河 248 毫米。

目前，长江中下游干流及两湖水位持续上涨，

中下游干流水位较常年同期偏高 0.78—2.11

米，洞庭湖偏高 2.37 米，鄱阳湖偏高 0.66 米，

但均低于警戒水位。

预计 7 月 2 日—8 日，长江上游及中下游

沿江地区仍有降雨，受其影响，长江上游支

流綦江、乌江、三峡区间，中下游干流及湖

北、安徽、江苏沿江，洞庭湖水系资水、沅江，

鄱阳湖水系饶河等河流预计将出现明显涨

水过程，中游干流莲花塘江段及洞庭湖水位

可能超警。

7 月 2 日，水利部副部长叶建春主持召开

会商会，分析研判雨情水情和防御形势，安排

部署长江洪水防御工作。会商要求，密切监

视长江流域天气和汛情发展，加强气象、水文

联合会商，滚动分析预报洪水过程和峰量变

化，为工程调度和防洪抢险提供有力支撑。

同时，统筹考虑当前和未来降雨、上下游防洪

形势，科学调度三峡水库，联合调度长江上中

游梯级水库群等拦蓄洪水，充分发挥防洪减

灾效益，减轻长江中下游干流防洪压力，尤其

要努力减轻洪水对湖北等前期疫情严重地区

的影响。

长江发生今年第1号洪水 水利部启动Ⅳ级应急响应

今年 6月以来，我国江南、华南、西南暴雨

明显增多，多地发生洪涝地质灾害。根据应

急管理部官网 6 月 28 日发布的统计数据，广

西、贵州、湖南、四川、江西等 13 省份 1216 万

人次受灾，72.9 万人次紧急转移安置，8000 余

间房屋倒塌，9.7万间房屋不同程度损坏。

洪涝地质灾害给当地民众带来了极大的

损失。众所周知，一下暴雨就容易内涝受淹，

洪水、滑坡来得极快，房子淹了，地也淹了，庄

稼必然面临减产、绝收，损失必定是惨重的。

洪灾不仅使个人生命财产遭受损失，造成返

贫或加剧个体贫困，还会破坏公共设施、基础

设施，从而造成当地经济根基受损，让扶贫效

果大打折扣。

此次受灾的南方广大地区，有的地方本

来就是深度贫困县，扶贫产业发展因灾受挫；

还有的地方，种植养殖业在地方产业中占据

重要位置，在脱贫攻坚中起着关键作用，特别

是一些特色农业项目耕耘多年，本来即将挂

果收获，现在却有可能功亏一篑。

正因为如此，国务院扶贫办 6 月 30 日发

布通知指出，及时防范化解因洪涝地质灾害

等返贫致贫风险，对因洪涝地质灾害造成返

贫致贫的及时纳入监测帮扶。

当前，我国正处于决胜脱贫攻坚关键时

期，洪灾对脱贫攻坚的影响值得社会各界警

惕、重视和思考。从历史来看，自然灾害多发

和贫困交错曾让贫困地区发展屡屡受阻。虽

然此次洪涝灾害给决胜脱贫攻坚带来了极大

的不确定因素，但脱贫攻坚的目标不能动摇，受

灾地区抗洪救灾和脱贫攻坚两手抓，不能放松。

洪灾发生后，应尽快摸清洪涝地质灾害对

贫困地区和贫困民众的影响；全面排查基础设

施隐患，加快损毁房屋、道路、水利等项目的维

修重建工作；帮助贫困民众开展生产自救，及

时补耕补种作物，帮助开展农业保险理赔，把

灾害对贫困民众生产的影响降到最低。

只有充分发挥防止返贫监测和帮扶机

制作用，及早应对天灾给脱贫攻坚带来的挑

战，把风险排查和隐患处置工作抓实抓细，才

有可能克服洪涝地质灾害等对脱贫攻坚的影

响，确保高质量打赢脱贫攻坚战。

洪灾当前 脱贫攻坚目标不动摇

新华社北京7月2日电 今年是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将以中共

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名义颁发“中国人民

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纪念章。

据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工作委员会办

公室负责人介绍，“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

出国作战 70 周年”纪念章颁发给下述对象中

符合条件的人员：

——参加抗美援朝出国作战的、健在的

志愿军老战士老同志。

——出国为抗美援朝战争服务的、健在

的医务、铁道、运输、翻译人员，参加停战谈判

等工作的人员，民兵、民工，新闻记者、作家、

摄影等人员。

——1953 年 7 月停战后至 1958 年 10 月

志愿军全部撤离朝鲜期间，在朝鲜帮助恢复

生产建设的、健在的人员。

2020年 1月 1日以后去世的，在此次发放

范围之内。

此次人员统计采取组织统计和个人申报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以组织统计为主，个人申

报作为补充。组织统计不能覆盖且符合颁发

条件的人员，可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前，填写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

年”纪念章个人申报表，由本人或授权代理人

向其户籍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提

交申报材料，申报表下载地址及各地区受理

部门情况详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网站表

彰奖励专栏（www.mohrss.gov.cn）。审核确认

后，于 2020年 10月开始陆续发放。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将颁发
“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纪念章

6 月的小兴安岭，林海郁郁，松涛阵阵。

伊春地处小兴安岭腹地，是一个因林而兴的

城市，素有“祖国林都”“红松故乡”的美誉。

然而，当地民众长期以木为生，过度索取，让

伊春的经济难以为继。

为了守住绿水青山，2013年底，伊春宣布

“全面停止商业性采伐”，彻底放下了斧头和

锯。停伐之后，不吃“木头饭”，老百姓吃什

么？一时间，很多人心里都在打鼓。林区经

济转型发展迫在眉睫。

闯出新门路 端起“绿饭碗”

刘养顺家在伊春森工上甘岭林业局有限

责任公司溪水林场分公司，60 多岁的他曾是

伐木的一把好手，如今是溪水林场分公司转

型创业的引路人。

6 月 12 日，记者来到溪水林场分公司采

访。车子在刘养顺家门前还没停稳，就看到

他满脸微笑地从院里走出来，热情地招呼记

者到家里去。他家不算大却干净整洁，房檐

下的凉棚上挂着黄灿灿的玉米和红彤彤的灯

笼，七八张大桌在各屋依次摆开，后院“党员

创业示范户”的红色牌匾显得格外醒目。

日子过得怎么样？面对记者询问，刘养

顺难掩心中喜悦。“现在我们的日子越过越红

火了，农家院的生意越来越好，去年我家收入

有 10多万元。”他乐呵呵地说。

几年前，家里的房子还处处渗雨、水电不

畅，当时的他从未想过会有现在的幸福生

活。刘养顺的故事，还得从 4年前说起。

2016 年 5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溪

水林场分公司（原溪水经营所）考察调研。在

刘养顺家的院子里，习近平总书记与老两口

及邻居们围坐在一起，唠起了家常，勉励大家

自力更生，多找新的门路，让伊春老林区焕发

青春活力。

习近平总书记的话，刘养顺始终牢记于

心。“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离开后，我就开始琢

磨能干点啥。”刘养顺说。旁边就是溪水国家

森林公园，来往的游客很多，刘养顺心想，何

不在这上面做点文章。

后来，在当地党委和政府帮助下，他开办

了养顺农家院。农家院开业后，让人流连忘

返的美景和地道的乡村美食，为刘养顺引来

了不少顾客。“很多游客慕名而来，旺季时，一

天要接待一二十桌游客，我们一家根本忙不

过来，又雇了 6个人帮忙。”刘养顺说。

眼见养顺农家院的生意越来越红火，“一

天百十号游客到店里来”，周围的邻居也纷纷

效仿，办起了农家院和民宿客栈。现在，溪水

林场分公司已经发展了16家农家餐旅馆，形成

了溪水农家院一条街。 （下转第三版）

守住绿水青山 小兴安岭走上康庄大道

本报记者 陆成宽 李丽云 杨 仑

本报记者 刘 昊 通讯员 关妮纳

本报评论员

弘扬科学家精神·大家小事

“突发新冠肺炎疫情，没有特效药、没有

疫苗，您为什么早在1月21日就提出抗击疫情

中医药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在武汉战斗80余

天的中央指导组专家、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

张伯礼院士，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问题。

张伯礼回答：“西医重视病毒，中医重

视证候，只要见到患者，四诊合参，就可以

辨证论治了。这是中医药的学科特点，也

是优势。”

张伯礼的自信来自实践和积累。他

说，中医药治疗疫病有几千年的积累，在

2003 年非典暴发时，自己就带领团队探索

中西医结合治疗并取得成果。

自信还来自科技支撑。还在去武汉的

途中，他就指挥后方团队迅速筛选抗冠状

病毒的中药组分和已上市中成药，开发新

冠肺炎临床证候调查程序和手机 APP。到

武汉不久，他带领团队，通过分析来自全国

近 20 家医院的 1000 例新冠肺炎患者中医

证候信息报告，得出该病的证候特点和演

变规律。专家讨论判断新冠肺炎是“湿毒

疫”，不同地区会有夹风、夹寒、夹热及夹燥

表现。“过去需要半年时间，现在一周多就

得出了中医诊断，这为中医药临床辨证治

疗指明了方向。”张伯礼说。

“请战！中医药承包方舱！”张伯礼与

同是中央指导组专家的刘清泉教授写下请

战书，“这是责任，也是中医药人的担当。”

在江夏方舱医院，张伯礼等人确定了

总体治疗方案，即对舱内大多数病人用协

定的以清肺排毒汤和宣肺败毒方为主的通

治方，辅以太极、八段锦和穴位贴敷的综合

治疗康复措施。

“这在当时也有不同声音，很多人说中

医讲究辨证论治，你怎么给所有人吃同样的

药？”张伯礼说，“中医不是一成不变的，古代

治疗群体性传染病也是煮大锅药，全城人都

来喝。此次新冠肺炎病人的病因、症状相

似，采用通治方是可行的，此外，面对数以万

计的病人，也难以实现一人一方策。”

但这并不意味着江夏方舱医院的治疗

就是喝喝中药，贴敷按摩，打打太极。张伯

礼要求，舱外救护车常备值班，定点医院留

出专门床位，发现重症患者及时转院。庆

幸的是，江夏方舱医院里的病人没有一个

转为重症。

3 月中旬，武汉医疗救治重点转移到

救治重症患者，张伯礼提出联合查房，以西

医为主，中医辅助。但辅助有时也起关键

作用，如在稳定血氧饱和度、提高氧合水

平，控制炎症介质释放、控制病情转重，和

抗生素协同、促进肺部炎症吸收等方面，对

重危症患者果断、及早、足量使用中药注射

剂，往往起到力挽狂澜的作用。

在江夏方舱医院，张伯礼总是冲在一

线。他白天指导会诊，晚上开会、研究治疗

方案，细化到具体病例，亲自开方。学生们

劝他：“您太忙了，有些事就让我们来吧！”

“中医讲究望闻问切，不到病房、不接

触病人，如何能了解发病规律？”张伯礼穿

上写着“老张加油”的防护服，在病房里一

待就是几个小时。

这让亲切称呼他“老大哥”的援鄂国家

（河南）中医医疗队队长、河南中医药大学

第二附属医院副院长郑福增动容，“他对中

医的热爱、坚守，尤其是他的品格、医德，值

得我一辈子去学习”。

人物简介 张伯礼（1948年— ），中国工

程院院士，全国名中医，天津中医药大学校

长，中国中医科学院名誉院长，中国工程院

医药卫生学部主任，组分中药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国家“重大新药创制”专项技术副

总师、国家重点学科中医内科学科带头人、

教育部医学教育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第

十一届药典委员会副主任、世界中医药学会

联合会副会长、中华中医药学会副会长、世

界华人中医医师协会会长，数十年从事中医

药临床、科研、教育、产业推广，以及大学、科

研院所的管理工作，成绩显著，贡献突出。

（图片由实习生陆越绘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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右图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理
县古尔沟镇丘地村拍摄的藏式风格民宿
（资料图）。

下图 在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
壤塘县的壤巴拉非遗传习创业园，村民在制
作藏绣制品（资料图）。

新华社记者 沈伯韩摄

雪山草地展新貌

阿坝脱贫奔小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