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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月 10 日，金秋送爽，在第 36 个
教师节到来之际，清华大学艺术博物
馆也迎来开馆四周年纪念日。同日，

“立象尽意——白雪石中国画作品展”
在这里开幕。

展览分为“传神写照”“奇山秀水”
“漓江烟雨”“艺术人生”四个板块，共展
出绘画作品137件。

图为清华大学师生和观众在观看
展览。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彩笔耕耘

绽放美丽

“在村里，你能看到的土地上，我们都栽上

了苹果树。”甘肃省平凉市静宁县治平镇雷沟

村村委会副主任雷托胜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此言不虚。

在雷沟村，除了退耕地，3000多亩地种的

都是苹果树，果树栽植率达到 100%。家家因

种苹果而致富。

这里的苹果树，就是村民们走向小康生

活的“幸福树”。

雷沟村种苹果第一人

“吃遍天下苹果，还想静宁苹果。”静宁苹

果为何好吃？

静宁县是典型的黄土高原梁峁沟壑区，

土层深厚，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空气水源

无污染，环境质量佳，是农业农村部划定的苹

果最佳适生区。

“静宁苹果以色泽鲜艳、个大形正、果面

光洁、质细汁多、酸甜适度、口感脆甜、硬度

强、货架期长、极耐储藏和长途运输而闻名。”

静宁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王敏说。

然而一开始，静宁人并不栽种苹果。雷

托胜也不例外。

转机出现在上世纪 80年代。静宁县立志

要成为百万亩优质苹果生产大县。

当时 20 多岁的雷托胜在“家里太穷娶不

上媳妇”的重压下,“斗胆”承包了农业社的 6

亩果园，成为雷沟村种苹果的第一人。

从那时起，种苹果成为雷托胜脱贫致富

的希望。

1986 年，治平镇胡家塬引进陕西礼原优

质红富士苹果苗木，打造果品产业示范点 360

亩，开启治平镇规模化栽植苹果的历史。

在雷沟村，雷托胜又是第一个打头阵。

迷上了种苹果新技术

“刚开始发展果园时，我和别人一样，一

无技术，二无人指导，只能在不断摸索中发

展，在果园管理初期，的确走了不少弯路。”雷

托胜说。

一个偶然的机会，电视上一档有关苹果

标准化管理的技术讲座节目，深深吸引了雷

托胜。

他一方面外出请教学习，另一方面购买了

大量果树专业技术书籍，晚上自学、白天实践，

摸索出一套独到的果园管理方法。按照这个

方法管理的果园，树形好、亩产高、果形正、收

效大，平均每亩比别人能多卖近1万元，雷托胜

很快成了远近闻名的果业技术“土专家”。

2004 年 10 月，雷托胜赴延安考察学习苹

果改形技术，并协同原静宁县果业局技术人员

在雷沟村胡家塬率先推广实施“苹果大改形”

技术，推广面积达到550余亩，为建设全县万亩

绿色苹果出口创汇基地奠定了基础。“这样种

出来的果树，间距在 2 米×4 米，通风透光，便

于机械化作业，大大减少了人工成本，并且果

树挂果快，优质果率从50%提升到80%，每亩地

能节本增收3000元—5000元。”雷托胜说。

最近这两年，他又迷上了苹果矮化密植，

挖掉园中高大的苹果树，栽上了新苗。他算

了一笔账，过去采摘苹果全靠人工，在采摘高

峰季节，聘请一名女工日工资要 120 元；矮化

密植后，果园就能实现机械化采摘，平时一个

人可以照看 6 亩果园，采摘也可省下许多人

工，节省不少钱。

当村民致富的“领头雁”

作为村民致富的“领头雁”，雷托胜不仅

成了“苹果大王”，还被评为“全国劳动模范”

“全省优秀共产党员”。

在他的带动下，雷沟村 386户农户全部栽

植了果树。每逢果树修剪期，他总是主动地

帮助别人进行果树整形修剪。

在他的努力下，雷沟村在全乡率先成立

了村级果业协会，大家推荐雷托胜担任会

长。通过典型引路、现身说法，村果业协会目

前已发展会员 1130 名，其中贫困户、五保户、

残疾户占了 15%。

随着会员人数的增加，雷托胜把更多的精

力和时间用在了果园新技术的推广应用上。

2002 年，他率先试验示范推广无公害果品生

产，所生产的苹果成为外地客商的抢手货。

“如今我和老伴种有 15 亩果园，12 亩挂

果的果树去年收入二三十万。”雷托胜说，在

村里，他的收入不算多，当地农民少则收入五

六万元，多的能收入三四十万。村里 1989 年

出生的小伙儿胡小康，靠着种植和销售苹果，

已经成为“百万富翁”。

目前，雷沟村全村常年从事果品经销的

经纪人达 56 人，农户 85%以上的收入来自果

园，人均果品纯收入达到 2.5万元。

“ 我 们 现 在 所 拥 有 的 漂 亮 楼 房 、小 汽

车 …… 全 都 是 种 苹 果 带 来 的 。”这 是 村 民

们说得最多的一句话。

“在我们村，如今80%的家庭住上了二层小

洋楼。我们今天的小康生活离不开党的好政

策，离不开各级政府的支持和帮扶。我将永远

感恩。”硕果盈枝的苹果园里，雷托胜由衷感慨。

雷托胜：“苹果大改形”改出红火生活

王迎霞 杜 英
本报记者 马爱平 王祝华

2020年夏天，雨水似乎格外多。6月 1

日到 8月 1日，江淮流域经历了 62天“超长

梅雨季”，持续时间和梅雨量均为 1961 年

以来最长最多。进入 8 月，四川盆地频遭

暴雨袭击，截至 8月 20日，四川平均降雨量

为 1961 年以来历史同期最多。这些雨水，

有的擅长“偷袭”，突如其来、又匆匆收官，

有的绵延不绝。

正因为如此，2020 年的汛情格外让人

揪心——长江、淮河及鄱阳湖、巢湖等经历

了持续高水位运行的 6月和 7月，长江上游

又在 8月发生了 1981年以来最大洪水。风

高浪急，面对汛情，我们没有惊慌，我国灾

害综合监测预警能力建设成效初显，各有

关部门专业优势充分体现。各部门依靠科

技手段，携手合作、防救协同，为打赢这场

防汛攻坚战起到了关键作用。

下好先手棋，预报显神通

防汛救灾最大的胜利就是把工作做在

灾情发生之前。这些年来，我国持续努力，

构建空天地一体化监测体系，正是为了跑

在灾情前面。2020 年，防汛救灾前线的许

多故事让我们看到，多年努力终有成果。

精准及时的预报，在自 8 月 10 日以来

频发的暴雨中，拯救了四川省江油市雁门

镇敬元村村民敬昌富的生命。从预报员在

四川省-市智能网格气象预报业务平台上

做出预报结论，到预警发出、组织转移，再

到他家房后坡体在暴雨中垮塌，12 小时

内，一场悲剧被消弭于无形。

这事让预报员们十分高兴。“我们的底

气来自于数据，而数据来自于各种观测设

备。”他们说。气象部门负责人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目前，我国已建立起空天地一体化

自动观测体系，地面气象观测站由新中国

成立初期仅有的 101 个台站增加到如今的

6 万多个，全国乡镇覆盖率达 99.8%，数据

传输时效从 1小时提升到 1分钟。

气象工作者预报暴雨，水利工作者预

报洪水。中国水利水电科学研究院减灾中

心教授级高工张大伟说：“科研人员通过建

立洪水预报系统，模拟从降雨到洪水形成

的过程，进而对洪水的发展趋势进行预测

预报。天上下多少雨，降雨在地面如何形

成径流，径流形成后在坡面和沟道如何运

动等，都是洪水预报中需要考虑的因素。”

多措并举，预警有作用

有了预报，如何将重要的信息传递给

群众，也是各部门工作的重点。及时向防

汛责任人和受威胁区域的群众发布预警信

息及灾害防御科普知识，才能真正保障人

民群众的生命和财产安全。

防汛过程中，水利部门大力推动水情

预警信息服务，提前 24小时在水利系统内

发布强降雨过程预报预警，提醒关注暴雨

强度及影响范围，为部署洪水防御工作赢

得先机。

相关部门负责人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工作人员基于雷达回波人工外推，开展暴

雨雷达短临预警，及时发布未来 1—3小时

地市级强降雨预警信息，以此指导地方做

好暴雨山洪防御工作。

同时，专家们还会对暴雨洪水进行全

过程监视，滚动开展短时极端强降雨、洪水

的监视分析，及时提醒防御部门。指导各

地水文部门通过新闻媒体、微信、App等向

社会发布洪水预警，积极为社会公众防灾

避险提供水情信息支撑。

截至 9 月 8 日，全国共发布 1179 条河

流 1919 个断面作业预报 33.2 万次，共发布

水情预警 1853 次，为洪水调度及防御工作

提供了有力支撑。

防救协同，多部门合作见真章

中国气象局及时滚动提供雨情监测预

报预警服务；水利部密切盯紧洪水动向；自

然资源部加强地质灾害和海洋灾害监测预

警……各部门守土有责、协同发力，为防汛

救援提供有效支撑。

应急管理部门则有效发挥综合优势，

组织气象、水利、自然资源等部门会商研

判，开展 24 小时动态监测分析，视频连线

重点地区，加强指挥调度，帮助地方解决具

体问题。

7月 9日半夜，江西九江市彭泽县。被

暴雨冲刷的山体滑落，砸穿民房。幸运的

是，这里有 17名村民刚刚被强制撤离。就

在灾害发生的 6 个小时前，巡查员发现风

险，要求村民立刻转移。但当时并未引起

村民重视。九江市应急管理局接到报告

后，勇于担责，果断决定：为了群众生命安

全，强制转移！

在各地防汛救灾一线，防救协同发挥

大作用的案例还有很多。“实战”表明，我国

的预报越来越精准，预警越来越有效，救援

越来越及时，更重要的是防洪救灾体系愈

加科学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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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1月 24日，新型冠状病毒国家科技资源服

务系统正式启动，上午9时20分，服务系统首次

向全球发出新冠病毒的电镜照片及毒株信息，3

小时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等国际媒

体对此进行了报道。

习近平主席1月22日在同法国总统马克龙

通电话时提到，中方采取严密的防控防治举措，

及时发布疫情防治有关信息，及时向世界卫生

组织以及有关国家和地区通报疫情信息。

2月 18日，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又推

出全球冠状病毒组学数据共享与分析系统，用

于汇集全球范围内与冠状病毒有关的公开信

息，并对不同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做了变异

分析与展示，免费为国内外科研人员提供方便

快捷的数据检索及下载资源，实现了病毒组学

数据集成与标准化的分析挖掘流程，帮助全球

科学家进行病毒的变异、溯源、进化等研究。

截至 6月，新型冠状病毒国家科技资源服

务系统和全球冠状病毒组学数据共享与分析

系统两个平台，为全球 173 个国家和地区的

20 多万名用户提供了 899.8 万人次数据浏览

和检索，其中境外 24172 名国际用户访问了

77.6万人次。

国家微生物科学数据中心还与国家基因组

科学数据中心共同建立了中国科学院新型冠状

病毒肺炎科研文献共享平台，于3月30日正式

启动。平台汇聚了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发表的

和中国科学院300余种科技期刊正式录用的新

冠肺炎论文，集成了核酸序列、菌毒种信息、晶

体结构等科学数据资源，并提供一站式浏览、检

索、共享服务。

“共享病毒的信息，就好比提供了基本食

材，每个人都能拿去做自己擅长的那道菜。研

究人员利用公开的数据开展不同研究——研发

检测试剂、药物、疫苗等，以便共同应对疫情。”

马俊才说。

让科学数据公开透明

与时间的赛跑，也在中科院北京基因组研

究所（国家生物信息中心）上演。

1月 12日，中国政府向世界卫生组织共享

新冠病毒基因组序列的当天，中科院北京基因

组研究所研究员、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主

任鲍一明就和研究所所长薛勇彪酝酿，并向有

关部门上报了关于建立新型冠状病毒专题资源

平台的建议。与此同时，20多位员工立即开始

实施平台建设。“临近春节，忽然变得特别忙，有

人在回家的火车上编写代码。”鲍一明回忆说。

很快，全球首个综合性新冠病毒资源“2019

新型冠状病毒信息库”于1月22日上线。信息

库整合了世界卫生组织、中国疾控中心、美国国

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NCBI）、全球流感共享数

据库（GISAID）等机构公开发布的冠状病毒基

因组序列数据、元信息、学术文献等，并对不同

冠状病毒的基因组序列做了变异分析与展示。

这一系统可为国内外科研人员免费提供方

便快捷的数据检索及下载资源，实现了病毒组

学数据集成与标准化的分析挖掘流程，帮助全

球科学家进行病毒的变异、溯源、进化等研究，

为研发检测试剂、抗病毒药物和疫苗提供参考

数据。

“前期，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打下了比

较好的技术基础，所以，疫情暴发时，我们能比

较快地搭建起这个信息库。”鲍一明告诉科技日

报记者。

“2019新型冠状病毒信息库”为国家研判疫

情提供依据，资源库完全开放，数据展示形式丰

富，同时提供了便捷的分析工具。截至目前，该

信息库包含98526条2019新型冠状病毒序列、

16324个基因组变异、62923篇文献情报。早在

6月份，数据下载量即逾6000多万条。

此外，信息库被多篇论文引用。“一些国外

数据库甚至直接整合了我们的数据库资源，多

个国际知名生物信息和病毒资源网站也加了信

息库的链接。”鲍一明说，“2019新型冠状病毒信

息库”得到国际同行认可。

鲍一明告诉科技日报记者，“2019新型冠

状病毒信息库”推出后，生物信息数据库“三

巨头”——美国国家生物技术信息中心、日本

DNA 数据库（DDBJ）以及英国欧洲生物信息

学研究所（EBI），也主动与国家生物信息中心

和国家基因组科学数据中心联系，建立新冠

病毒序列国际共享机制。6 月 5 日，“三巨头”

线上举办年会，鲍一明受邀参加并作报告，讨

论了深入合作的计划。

信息交流的大门越开越大。2 月 22 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刘鹤部

署科技部、国家卫健委建立论文交流共享平

台。两部门联合中国科协和中华医学会，在

中华医学期刊网推出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科研

成果学术交流平台，用于发布新冠肺炎科研

应急攻关项目形成的科研成果、研究论文、实

验数据、临床病例等数据。截至 9 月 6 日，平

台共上线 144 种期刊、1302 篇论文和报告，总

阅读数 343.34 万次。平台还设置了外文文献

板块，有国外科学家或科研机构在此发文章，

中国编写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英文

版也能在该板块获取，供全球参考。世界卫

生组织、世界医学会、爱思唯尔等机构还将平

台的论文和链接加入其资源库，为世界抗疫

提供中国经验。

介绍防疫抗疫的中国方案

6月 2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广州医科大学

呼吸内科教授钟南山建议，中国积极总结防疫

经验，把论文写在全球的大地上。马俊才和鲍

一明都表示，科学家在疫情期间刊发的高质量

论文，有利于全球更好地认识新冠病毒并为抗

击疫情做充分的准备。

疫情期间，中国医疗机构、疾控机构和科学

家在《柳叶刀》《科学》《自然》《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等国际知名学术期刊上发表数十篇论文，及

时发布新冠肺炎首批患者临床特征描述、人际

传播风险、方舱医院经验、药物研发进展、疫苗

动物实验等研究成果。

仅在1月29日当天，不少重磅论文相继出

炉。中科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研究团队有关新型

冠状病毒基因组序列信息的论文正式被《自然》

杂志接收；中国疾控中心在《新英格兰医学杂

志》发表新冠肺炎疫情流行病学特征分析文章；

《柳叶刀》杂志发表我国学者的《武汉2019年新

型冠状病毒肺炎99例流行病学及临床特征的描

述性研究》以及《2019年新型冠状病毒的基因组

表征和流行病学：对病毒起源和受体结合的影

响》两篇文章。

此后，更多研究相继公布于众，例如，解析

新型冠状病毒细胞表面受体ACE2的全长三维

结构、新冠病毒整体结构、首次发现新冠肺炎患

者体内细胞因子变化图谱及预后的规律、炎症

风暴导致重症新冠肺炎，新冠肺炎患者的临床

特征，疫情的流行病学分析、动物模型构建、药

物筛选……

一边是新冠病毒在全球蔓延，一边是中国

向世界传播防疫抗疫的经验。正如《柳叶刀》主

编理查德·霍顿所说：中国医生和科学家作出了

最为杰出的贡献。

疫情发生后，中国与东盟、欧盟、非盟等

国际和地区组织，以及韩国、日本、俄罗斯、美

国、德国等国家，开展了 70多次疫情防控交流

活动。国家卫健委汇编诊疗和防控方案并翻

译成 3 个语种，分享给全球 180 多个国家、10

多个国际和地区组织参照使用，并与世界卫

生组织联合举办“新冠肺炎防治中国经验国

际通报会”。

“你有一个苹果，我有一个苹果，交换之后，

还是一人一个苹果；但是，你有一个思想，我有

一个思想，交换之后，我们每人都有两个思想。”

英国剧作家萧伯纳的名言穿越历史尘埃，依然

光芒闪烁。

在全球抗疫中未曾缺席

新冠疫情在全球蔓延时，以色列耶路撒冷

希伯来大学历史系教授、《人类简史》作者尤瓦

尔·赫拉利在美国《时代》杂志刊文称，历史表

明，真正的保护来自于可靠的科学信息共享和

全球团结一致。

当人类互相指责时，病毒正在翻倍。中国

始终坚信，人类是一个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

国际社会应该守望相助、同舟共济。

5月18日，习近平主席在第73届世界卫生大

会视频会议开幕式上致辞，呼吁各国团结合作战

胜疫情，共同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并宣布

两年内提供20亿美元国际援助、与联合国合作在

华设立全球人道主义应急仓库和枢纽、建立30个

中非对口医院合作机制、中国新冠疫苗研发完成

并投入使用后将作为全球公共产品、同二十国集

团成员一道落实“暂缓最贫困国家债务偿付倡

议”等中国支持全球抗疫的一系列重大举措。

中国还同有关国家、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流

行病防范创新联盟（CEPI）、全球疫苗免疫联盟

（GAVI）等开展科研合作，加快推进疫苗研发和

药物临床试验。

有人问 20世纪美国著名人类学家玛格丽

特·米德：人类文明最初的标志是什么？她回

答：一段愈合的股骨。

玛格丽特解释说，在远古年代，如果有人断

了股骨，就无法生存，会被四处游荡的野兽吃

掉。因此，一段被发现的最早的愈合股骨，表明

有人将受伤的人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并且花了

很长时间跟他待在一起，照顾他，让他慢慢康

复。所以，在困难中帮助别人才是文明的起点。

病毒横扫全球，舔舐伤口努力自愈的中国，

不忘扶一把受难的他国。中国不仅维护本国人

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也对全球公共卫生安

全高度负责。

2月 29日，中国医疗专家组抵达伊朗。此

后，中国的医疗专家携带医疗物资，分批抵达塞

尔维亚、柬埔寨、意大利、巴基斯坦、老挝、委内

瑞拉……“亚当子孙皆兄弟，兄弟犹如手足亲”

“道不远人，人无异国”“岁寒松柏，长毋相忘”，

随同物资一起抵达的还有人类共通的善意。

患难见真情。3月1日至5月31日，中国向

20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防疫物资，其中，口罩706

亿只，防护服3.4亿套，护目镜1.15亿个，呼吸机

9.67万台，检测试剂盒2.25亿人份，红外线测温

仪4029万台……

重大传染性疾病是全人类的敌人，在全球

抗疫中，中国未曾缺席——用科技的武器战胜

病毒的肆虐，让合作的阳光驱散疫情的阴霾！

共享科学信息 让全球抗疫更有力

（上接第一版）他说：“我们将进一步完善医院

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应急救治体系，形成统一

高效的领导指挥体系，科学规范的医疗救治

体系，平战结合的队伍建设体系，高效有力的

物资保障体系，健全科学研究、疾病控制、临床

治疗有效协同机制，积极运用大数据、人工智

能等，在防控救治方面发挥更好支撑作用。”

观看了抗击疫情表彰大会后，沈阳动车

段技术研发中心副主任唐云鹏表示，作为一

名高铁从业人员，也要把这次疫情中体现的

科学精神、科学态度贯穿到动车组日常维修

工作中，做好技术攻关、解决疑难问题，确保

高铁和旅客列车安全万无一失。

携手合作 共克时艰

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一代不怕苦、不

畏难、不惧牺牲，用臂膀扛起如山的责任。

“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人”称

号获得者、广东省第二人民医院重症医学科

主任邢锐谦虚地说：“成绩只代表过去，我将

把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和深情问候带回

医院，与广大青年医生一道，加倍努力，将今

后的工作扎扎实实做得更好。”

“作为未来医务工作的主力军，我们将

以前辈为榜样，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实践

之中放飞青春梦想，为实现伟大中国梦凝聚

青春能量。”中南大学湘雅二医院17级临五

附二大班一组的孔仁婧说。

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讲话中，大篇幅讲

到中国担当、中国使命和中国方案，讲到了

文化自信。

对此，张忠德深有感触。张忠德是广州

中医药大学党委常委、副校长，广州中医药

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第二临床医院、广东省

中医院、广东省中医药科学院）党委委员、副

院长。除夕夜，他临危受命，登上前往武汉

的高铁。他说：“此次抗疫中，我们在传承祖

国优秀文化的同时，坚持中西医结合。习近

平总书记也在报告中特别点到，抗疫过程

中，中医‘三方三药’取得的成果，被多个国家

借鉴和使用。这对我们的未来工作和中医

发展，都有所鼓舞和启发。”此次他获得“全

国优秀共产党员”和“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

情先进个人”称号，所在单位党委荣获“全国

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集体”。

获颁“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进个

人”的陈静瑜是江苏省肺移植中心主任，他

创新性地在全球率先开展了新冠病人的双

肺移植手术，为世界提供了中国经验。他表

示，作为一名肺部疾病诊治的专家，深感责

任重大，将大力弘扬中国抗疫精神，为健康

中国梦作出自己的贡献。

（本报记者叶青 雍黎 杨仑 过国忠 俞
慧友 史俊斌 郝晓明 王祝华 龙跃梅）

（上接第一版）
“习近平总书记的讲话内容深刻、振奋

人心。”被表彰为全国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先

进个人的曹务春研究员表示，“作为军队科

研工作者，面对突如其来的疫情，我毫不犹

豫、逆行武汉；面对未来可能出现的各种生

物安全威胁，我也将义不容辞，时刻准备为

保护人民健康、保障国家生物安全而战斗。”

抗疫英雄逆行出征、奔赴前线。疫情防

控的后方战线，一大批科研人员也在奋力攻

关。该院李松院士团队一直积极开展有效

治疗药物的筛选。钟武研究员说道：“听完

习主席的讲话更感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必

须要更加努力，将自强不息的奋斗精神融入

工作之中，早日将科技成果运用于民。”

目前，该团队正在临床上继续验证法

匹拉韦的疗效，积极推动国际多中心临床

研究。

表彰大会后，陈薇院士的战友们这样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