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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科技日报合肥 8月 13日电 （记者吴长
锋）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工程

科学学院微纳米工程实验室利用飞秒激光引

导毛细力自组装复合加工方法，实现了手性

可控三维微结构和三维金属纳米间隙结构

的灵活制备，并实现了在涡旋光手性检测和

高灵敏度生化检测方面的应用，相关研究成

果日前分别发表在《先进材料》和《先进功能

材料》上。

手性微结构在光学和力学等领域具有重

要的应用潜力，可以用于构筑多种多样的光

学和力学超材料。目前三维手性微结构的灵

活、可控制备仍存在诸多困难。中国科学技

术大学微纳米工程实验室在飞秒激光复合加

工方面开展了长期的系统性研究。在前期工

作中，他们通过将飞秒激光直写与毛细力自

组装技术结合，开发了新型的飞秒激光复合

加工方法，实现了复杂多层级聚合物结构的

制备，并在微物体操纵、微粒制备、微光学、仿

毛细血管微通道制备等多个领域开展了应用

研究。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研究团队将飞秒

激光直写与毛细力驱动自组装技术相结合，

通过调控微结构的空间排布、结构尺寸等参

数，引导毛细力的方向和大小，成功制备了多

层级手性微结构，并展示了该方法高度的灵

活性和可扩展性。

此外，该研究团队还利用这种飞秒激

光复合加工方法成功制备了三维金属纳米

间隙结构，并实现了典型表面增强拉曼光

谱 SERS 标 的 物 R6G 和 抗 癌 药 物 DOX 的

高灵敏度检测。该研究为非平坦表面上构

建 金 属 纳 米 间 隙 结 构 提 供 了 一 种 新 的 方

法，有望将基于微流体的表面增强拉曼光

谱检测技术应用于精准医疗、实时在线检

测等领域。

我飞秒激光结合自组装复合加工技术获突破

8 月 13 日，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召开专家评审会，该所东莞分部研制的我国

首台加速器硼中子俘获治疗（简称 BNCT）实

验装置成功通过评审，并启动首轮细胞实验

和小动物实验，为开展临床试验做好了前期

技术准备。

专家组评审意见认为，该装置的成功

研制，是我国在癌症治疗高端医疗设备整

机技术开发方面取得的又一重大成果；整

台装置自主设计建造，掌握全部核心技术，

为下一步建设临床 BNCT 治疗装置打下了

坚实的技术基础，显著提高了我国在该领

域的国际竞争力。

当中子遇到硼 可精
准打击癌细胞

BNCT 是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癌症治疗

手段之一。治疗时先给患者注射一种含硼的

药物，这种药物与癌细胞有很强的亲和力，会

迅速聚集于癌细胞内，而在其他组织内分布

很少，这就相当于给癌细胞做了“标记”；随后

对患者进行中子照射，时长在 1 小时内，当照

射的中子被癌细胞内的硼俘获，就会产生高

杀伤力的α粒子和锂离子，从而精准“杀死”

癌细胞。

“α粒子和锂离子射程很短，只有一个

细胞的长度，所以只‘杀死’癌细胞而不损伤

周围细胞组织。对于脑胶质瘤、黑色素瘤和

头颈部复发肿瘤，BNCT 是非常有效的治疗

手段，并试治肝癌、肺癌、胰腺癌等脏器肿

瘤。”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东莞分部

副主任梁天骄介绍。随着新一代含硼药物

的发展，适用于 BNCT 治疗的病症范围还在

进一步扩大。

以往，用于 BNCT 治疗的强中子束流主

要通过核反应堆产生。与基于核反应堆的

BNCT 装置不同的是，加速器 BNCT 装置可

以在位于人员密集区域的医院使用，未来可

往市、县一级拓展，能够在较广的范围实现个

性化与例行性的 BNCT 治疗，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和深远的发展潜力。

“因为强中子源一般仅在大型科研实验

室才能找到，几十年来 BNCT发展缓慢，目前

全世界基于反应堆的 BNCT 临床试验只有

1400多例。但如果可以使用加速器来产生中

子，就易于推广到医院使用。”中国科学院高

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傅世年说。

目前，科研人员正在利用这台实验装置

开展 BNCT 相关核心技术的实验研究，优化

装置的综合性能。计划通过开展细胞和动物

实验，更大规模地开展 BNCT适应症研究，为

新一代硼药的研发和动物实验提供相应的实

验环境。同时，通过动物安全性验证，为后期

临床试验奠定基础。 （下转第三版）

首台国产加速器硼中子俘获治疗实验装置研制成功

上个世纪80年代的福建宁德，是全国18个

集中连片贫困地区之一，一场全国性的扶贫大

战也由此拉开序幕。几十年后的今日，科技日报

记者探访宁德，感动于宁德人“水滴石穿”式的韧

劲，感叹于宁德人“笨鸟先飞”式的追赶，同时也

为宁德乡村里的新“双创”故事所吸引。越来越

多的年轻人，不再迷信“跳出农门”，他们勇敢向

乡村“逆行”，把美丽的乡村当成“创新创业”的舞

台，书写了一个又一个的新“双创”传奇。

文创操盘手“唤醒”传
统古村落

此“龙潭”，非“虎穴”。

小桥，流水，老屋。福建省屏南县熙岭乡

龙潭村，一个藏身于青山绿水间的传统古

村。曾经，在“外出大潮”的冲击下，龙潭村变

成一个不足 200人的“空壳村”。

2015 年仲春，一位戴着近视眼镜的中年

男人，走进了屏南县委宣传部。这位名叫林

正碌的艺术家，操着闽南味的普通话说：“我

走了一些地方，很喜欢屏南的山水村落，想在

这里做文创产业……”

林正碌向县领导提出在这里用文创改变

村貌的方案。随后，屏南县主要领导亲自挂

帅，一场乡村“文艺复兴”由此拉开帷幕。“总

策划师”林正碌，被赋予乡村建设治理中充分

的话语权和主导权等“特殊待遇”，开始在龙

潭村主持实施文创项目。

组建民间工程队，帮助外来认租者按照

自己的意愿装修，黄酒飘香了大半个村庄。

短短几年间，“上山下乡”成了新风尚，焕然一

新的龙潭村吸引了大批外来艺术家、文创人

员等“新村民”。

古村落不再沉寂。面对络绎不绝的游

客，林正碌常常自告奋勇充当“导游”，不厌其

烦地述说着这个“网红村”的前世今生。

新农人开启葡萄品牌
化之路

在福安，要说谁种的葡萄最好，没有唯一

答案，但论及谁家的葡萄做出了品牌，却不得

不提“藤语”。

水果生鲜的品牌建设一直是个难题，消

费者往往只知品种，不知品牌，市面上叫得出

牌子的水果，无非也就是褚橙之类的。刘德

兴说，打造水果品牌之难，难在打破消费者固

有认知，占据消费者心智。

刘德兴是福建省福安市赛岐镇苏阳村返

乡创业青年，一个新农人。他所指的，正是福

安葡萄。葡萄在福安的产业基础不可谓不雄

厚，然而二三十年来却没能长出一个叫得出

名的商业品牌。2014 年，刘德兴与妻子赖春

燕便从中看到了巨大的商机，开启本土生鲜

创业之路。

妻子先后担任过知名游戏上市公司高级

产品运营经理，对品牌营销和产品运营熟稔

于心，而刘德兴的着重点在于种植端。从种

植模式、冷链建设到科学选品、品牌营销，这

对新农人夫妻档开始在定位高端葡萄的“藤

语”品牌上发力，一举搬掉了压在福安葡萄上

面的“五指山”，颠覆了外界对于福安葡萄的

固有印象。自此，福安葡萄得以“借船出海”，

卖到了外地。要知道，带着露珠的福安葡萄

能朝发夕至，让外地吃货实现“葡萄自由”，这

在以前，是刘德兴想都不敢想的事情。

刘德兴说，最近拿到了来自加拿大的订

单，2 吨、1000 件，空运 48 小时就能抵达当地

经销商手上。这是创业 6年来，福安葡萄第一

次出口。

“藤语”的品牌定位是“中国最好的巨峰

葡萄品牌”。背后的数据很亮眼：2017 年，公

司营业额 400 多万元；2018 年，800 多万元；

2019年，1700多万元……

“南国葡萄看福安，福安葡萄看藤语。”悄

然间，刘德兴发现，自己离当初的梦想似乎越

来越近了。

宁德美丽乡村变身“双创”舞台

本报记者 何星辉 赵英淑 谢开飞

8 月 13 日，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在官方网

站上发出呼吁书，督促国家知识产权局商

标局、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依法宣告

“天眼”卷烟商标无效。在接受科技日报记

者采访时，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副会长廖文

科表示，公开发声是为了督促各有关部门

妥善处理此事。不过，截至目前，“天眼”香

烟的出品方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和中国烟草总公司贵州省公司均未对

外发声。

“将采取进一步跟进措施”

历时 22 年，耗尽科学家南仁东一生的心

血，这才有了“中国天眼”这个大国重器的诞

生。可如今，这个世界级的 IP，却被用在了烟

草上面。此前，《科技日报》报道称，一包叫

“天眼”的香烟在市场上悄然流行。尽管出品

方宣称这是为了致敬“中国天眼”所蕴含的伟

大科学精神和奋斗精神，并抢注了“天眼”相

关商标，但对于公众来说，此举仍难掩“蹭热

点”碰瓷之实。《科技日报》对此报道后，引发

强烈的社会反响。

廖文科表示，卷烟企业的做法太过分，

令人气愤。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公开发声是

为了督促各有关部门妥善处理此事，下一

步，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将采取进一步的跟进

措施。

公开资料显示，中国控制吸烟协会成

立于 1990 年，是全国最大最早的控烟公益

性社会组织，其宗旨是动员社会各阶层积

极参与并促进全国控烟行动，促进政府控

烟履约。

宣告商标无效才能更
好呵护“天眼”

在呼吁书中，中国控制吸烟协会称，云南

中烟（红云红河烟草（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系

其下属公司）恶意抢注“天眼”商标，大力推广

“天眼”卷烟将会加剧烟草危害，阻碍国家控烟

工作，明显与健康中国国家战略相悖。云南中

烟围绕“天眼”所做的种种举动，不外乎是想要

利用“天眼”作为国家重大科技工程的美誉与

知名度营销烟草产品，从中获取商业利益。虽

然相关烟草企业以所谓“致敬科学精神”“纪念

南仁东先生”等说辞来美化包装自己的行为，

在烟草产品包装上堂而皇之地印上“天眼”形

象与国家重点科技工程的大名，实在很难让人

体会到致敬之情，反而有亵渎之意。云南中烟

这一行为严重歪曲和丑化了作为“天眼之父”

南仁东先生所代表的时代精神，也违反了我国

现行《商标法》的有关规定。

为此，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强烈呼吁，督促

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依《商标法》有关规定，

严肃查处云南中烟恶意抢注“天眼”商标事件，

宣告该相关注册商标无效；督促国家烟草专卖

局责成下属云南中烟公司主动注销“天眼”相

关商标，尽可能挽回对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

施“中国天眼”的名誉损害与对公众情感的伤

害。同时，国家有关部门应完善对烟草制品包

装的相关规定，避免在烟盒包装上出现“天眼”

等国家重点工程、著名地标的形象。

防止被碰瓷还须有关
部门主动作为

针对《科技日报》的报道，多家媒体、专家

发表评论。 （下转第四版）

中国控制吸烟协会：应依法宣告“天眼”卷烟商标无效

8 月 13 日，
北 京 新 发 地 农
产 品 批 发 市 场
大 农 门 做 好 复
市准备。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8月13日，2020第十八届华
中国际汽车展览会在武汉国际
博览中心举行，参展品牌达 60
余个，参展新车 800 余辆，涵盖
传统燃油车、新能源·智能网联
汽车和房车等车型。

右图 市民在车展上体验模
拟驾驶。

下图 市民在车展上参观。
新华社记者 肖艺九摄

华中国际车展

在武汉举行

本报记者 何星辉

本报记者 陆成宽

“截至今年 8月，我国自主研制并发射

了 7颗海洋卫星，与法国联合研制并发射 1

颗；9月和 11月发射 2颗；明年发射 2颗；已

经立项 2颗；正准备立项 5颗。”这是中国工

程院院士、国家卫星海洋应用中心主任蒋

兴伟 8月 12日在世界海洋科技论坛分论坛

“海洋观测与探测技术论坛”上透露的最新

数据。

在当天的论坛上，10 位来自国内外的

院士、专家聚焦国际、中国海洋观测与探测

技术的进展与挑战，出谋献策，谋划未来。

专家认为我国海洋环境监测能力进步迅

速，但挑战不少，依靠科技进步是解决难题

的途径。

过去几十年间，我国沿海地区社会经

济快速发展，由于在海洋开发利用过程中

重视对资源的索取，忽略了对海洋生态及

环境的保护，导致我国海洋生态环境问题

日益突出。如入海污染物增加、氮磷引起

的富营养化问题、赤潮灾害多发等。

面对上述难题，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刘文清院士在论坛上提到解决方

案：目前发展起来的海洋环境多要素、多维

度监测平台主要有现场/在线监测、水下遥

感探测、AUV（UUV）和潜水艇以及卫星探

测平台。通过多种手段的综合外场观测，

认识复杂的海洋过程，通过与模型对比，认

识海洋生物排放、复杂的物理化学过程、气

象场的作用等，以及其对海洋环境质量、全

球气候的影响。

天基海洋遥感作为海洋高新观测技术

手段已广泛应用于海洋环境资源调查、海

洋防灾减灾、海洋经济、海洋生态、海上安

全和国防建设等领域。就我国自主研制并

发射的 7 颗海洋卫星发挥的作用，蒋兴伟

做了阐述。

比如，海洋二号（HY-2A）卫星是我国

首颗海洋动力环境探测卫星，也是我国首

颗集主、被动微波遥感器于一体的遥感卫

星，其在轨运行已满 8年，圆满完成了各项

任务要求。现仍在轨运行，为各方用户提

供数据。与海洋二号 A 星相比，在 2018 年

成功发射的海洋二号（HY-2A）卫星在观

测精度、数据产品种类和应用效能方面均

有大幅提升。利用 HY-2A/B 卫星进行西

北太平洋区域的台风监测，可捕捉到全年

的历次台风过程，提取的台风中心点位置、

大风半径和极大风速等定量化信息，为汛

期保障台风预报会商提供了近实时的台风

实况信息。

我国海洋监测技术经过 20 多年快速

发展，已建立起国家海洋立体监测网。

山东省科学院海洋仪器仪表研究所

研究员王军成透露，目前进入业务化观测

的国家立体观测网由五大网组成，分别

是：岸基台站网、资料浮标网、志愿船测报

网、岸基雷达网、海洋卫星观测网。这五

大监测系统每天监测实时与非实时的各

种要素，为我国的海洋环境预报、灾害预

警、军事海洋、海洋开发与保护、科学研究

发挥着重大作用。

虽然我国在海洋观测与探测技术上进

步巨大，但自然资源部第一海洋研究所研

究员张杰认为，我国海洋环境安全保障技

术水平总体上较为薄弱，与“海洋强国”和

“一带一路”倡议要求不相适应。

对此，刘文清的建议是：监测仪器是推

动海洋环境实现监测技术现代化的巨大动

力，继续推动从核心技术攻关到国产先进

环境监测设备的升级、继续探索技术成果

转化的新平台和新机制、支撑海洋领域的

重大国家需求。他同时希望有关部门鼓励

采用我国自主创新研发的先进技术，把解

决我国海洋环境问题的方案转移到依靠科

技进步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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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3日电 （记者吉宁）
记者 13 日在北京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北京新发地批发

市场经专业消毒，完成改造升级，8月 15日

起分期复市。

丰台区委常委、常务副区长周新春表

示，根据具体安排，新发地市场主市场铁路

以南区域将于 8 月 15 日正式对外开放营

业，该区域占地 651 亩，加上周转新区 146

亩、周转一区 81亩共 878亩，将恢复市场正

常时期果蔬交易量的 60%，标志着新发地

市场正式复市。主市场铁路以北区域计划

于 9 月 10 日前正式对外开放营业，实现新

发地市场全面复市。

周新春表示，新发地市场复市后全面

取消零售功能，不再向个人消费者开放，坚

持市场的批发属性。为保障周边居民的日

常生活，在市场外新设 1000 平方米的便民

菜市场，减少中间环节，严格控制农产品价

格，已于 7月 31日对外正式营业。

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8月15日起分期复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