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弘扬传统文化

助力行业复苏
日前，第 45届全国文房四宝艺术博览会

暨第 11 届全国中小学生书画用品博览会在
京举办。本届博览会展出了来自全国各地文
房四宝特色区域产的宣纸、毛笔、印泥、颜料，
各类名砚、石章石料、装裱用品、篆刻刀具等。

左图 10月 26日，观众在选购 3D 软件设
计制作的藏式香炉。

下图 10月26日，观众在学习体验钤印。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十三五”成就巡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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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让中国在射电天文领域从远远

落后到领先世界 20年？是中国天眼。坐落在

贵州省平塘县大窝凼，是目前世界上最大单

口径、最灵敏的射电望远镜，一个妥妥的大国

重器。

最远能探测 137亿光年之外，灵敏度比德

国高 10 倍，比美国高 3 倍，甚至“你在月球上

打电话，这里能听得清清楚楚”。为了铸就这

口“大锅”，天文学家南仁东耗尽了一生心

血。最终，中国天眼开了“眼”，他却永远闭上

了眼。

令人欣慰的是，无论是在调试期间，还是

正式投入运行，中国天眼的表现没有让人失

望。而今，越来越多的科学家接力呵护中国

天眼，让其表现越来越亮眼。

一个人和他的22年

“别人都有自己的大设备，我们没有，我

挺想试一试。”南仁东说这话的时候是 1993

年。那一年，中国射电望远镜的口径只有 25

米，而早在 1963 年，美国就已经拥有 350 米口

径的阿雷西博射电望远镜。

抱着这个朴素的念头，从 1994年开始，南

仁东和他的团队踏上了漫漫征程。他们要建

造的，是一个世界上最大的射电望远镜。

这在当时，被认为是一项不可能实现的

任务。从选址开始，就像打怪升级一般，南仁

东克服了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最终，在贵州

平塘，南仁东找到了一个地球上独一无二、最

适合建设射电望远镜的台址。

这是从全国成千上万个候选洼地里挑选

出来的，可谓万里挑一。光选址和研究，南仁

东就花了 13年的时间。

选址难，立项难，建设难上加难。南仁东

和团队解决了一个又一个的难题，而这些难

题在全世界几乎都没有经验可以借鉴，只能

埋头开展技术攻关。

“如果没成功，我怎么交代？欠了国家

的、乡亲的，我有退路吗？”没有退路的南仁

东，把心思全放在了中国天眼的建设现场，他

亲力亲为，耗尽心血。

2016年9月25日，中国天眼建成。南仁东

用自己人生中的 22年，铸就了一个大国重器。

2017年9月15日，他却永远闭上了双眼。真是

“古有十年磨一剑，今有廿载铸天眼”。

224颗脉冲星和 5000
个工作机时

进入调试期后，中国天眼表现令人惊艳。

一般情况下，国际上传统大型射电望远

镜的调试周期不少于 4年，但中国天眼提前完

成了调试任务，整体性能稳定可靠，并在调试

阶段取得了一批有价值的科学成果。其中，

探测到 146 颗优质的脉冲星候选体（102 颗得

到认证），实现了目前国际最高精度的脉冲星

测时观测，并找到一例新的重复性快速射电

暴，这些成果为利用脉冲星计时阵探测低频

引力波提供了重要条件。同时，中国天眼还

实现了偏振校准，并利用创新方法探测到银

河系星际磁场。 （下转第三版）

中国天眼：在射电天文领域领先世界20年

截至 10 月 20 日，全球 44 个在研新冠疫

苗进入临床试验，我国自主研发或合作研发

的疫苗数量达到 15 个（含四川三叶草在澳大

利亚开展临床试验的重组蛋白疫苗），是全

球获批开展临床试验最多的国家，接近总数

的四成。

很多人好奇，从研发到挺进临床试验再

到紧急使用疫苗的生产，中国新冠疫苗一路

过关斩将的速度凭什么破纪录？科技日报记

者日前采访了科研攻关组疫苗专班多位成

员，回忆那些分秒必争的日子。

科研攻关定盘子：目
标明确就是必须“保成功”

1 月 21 日，是科技部“新型冠状病毒联防

联控工作机制科研攻关组第一次会议”召开

的日子。

“包括疫苗研发在内的五大攻关方向、病

毒溯源在内的所有项目团队都来了，当天先

是启动会，随后科研攻关组跟每个团队沟通

任务，确定行不行，定下来当天就拨付经费。”

科研攻关组疫苗研发项目专员、中国生物技

术发展中心（以下简称生物中心）医药生物技

术处副处长卢姗说。

那天之前箭在弦上，那天之后百舸争流。

“疫情来了，马上行动。但最开始肯定

不是现成的 5 条技术路线和 12 个项目。”科

研攻关组疫苗专班成员、科技部社会发展科

技司生物技术与医药处研究员徐鹏辉说，理

出头绪是基于过往的项目（传染病重大专

项、新药创制重大专项、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等）管理经验。

那么，清晰的技术路线和重点突围阵形

是如何成形的呢？

“生物中心是科技部进行科研项目管理

的专业管理机构，长期对国内各科研队伍持

续跟踪，他们对国内的疫苗研发团队在做什

么，谁能做什么、前期已经成功地做过哪些疫

苗等等都是了然于心的。”徐鹏辉说，关键时

刻，科技部门“沙场点兵”，一看基础，二看资

源，例如灭活疫苗研发需要毒株。

此外，如果有单位第一时间主动开启了

新冠疫苗研发，与科研攻关组联系，有实力的

也会被纳入。“研究项目的确立是动态的，一

直在不断更新或补充。”卢姗回忆，在研发推

进过程中，科研攻关组也和各地保持联系，发

现优秀团队，纳入进来，例如灭活路线最开始

确定了中国生物和北京科兴公司，后来又纳

入了中国医学科学院医学生物学研究所（注：

以上均为团队的领衔单位）。

但在当时，主动从事疫苗研发的团队并

不多，因为疫苗研发是高风险、高投入的，不

仅有研发未成功疫情就消失的可能，也很有

可能因技术等诸多问题根本无法推到临床。

据科研攻关组疫苗专班成员、国家药监局药

品注册管理司生物制品处白鹤回忆，她在春

节前致电企业询问疫苗研发意愿时，连夜给

全国 46 家疫苗生产企业逐一去电，最终统计

出有研究意愿的企业不超过 10家。

“也正因为疫苗研发的失败率高，一开始

我们就确定所有的技术路线都要尝试，我国

的团队也都有基础，因此 5条技术路线很快就

定下来了。”卢姗说，当时并不知道哪条路线

会成功，但目标明确就是必须“保成功”。

创新管理赶进度：疫
苗专班内直接沟通

3 月 2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北京考察新冠

肺炎防控科研攻关工作时指出，要推进疫苗

研发和产业化链条有机衔接，加快建立以企

业为主体、产学研相结合的疫苗研发和产业

化体系。 （下转第三版）

从新冠疫苗研发看应急科研管理：如何做到“召之即战”

新华社北京 10月 26日电 综合新华

社驻外记者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 23日在纪念中国

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 周年大

会上发表重要讲话，讲话引发海外华侨华

人、中资企业和维和人员热烈反响。他们

表示，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维护了亚洲和

世界和平，抗美援朝精神跨越时空、历久弥

新，激励人们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推动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懈奋斗。

中国在韩侨民协会总会会长王海军

说，重温历史，人们深刻感受到中国人民不

惹事也不怕事，有胆量、有骨气。中国人民

爱好和平，但也不畏斗争，我们将传承和发

扬抗美援朝精神，为维护世界和平和繁荣

稳定作出贡献。

日本明治学院大学教授宋立水表示，

抗美援朝战争充分体现了中国人民维护国

家安全的坚定毅力，为维护地区与世界和

平稳定作出了重大贡献。

俄罗斯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常务副会

长原毅说，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告诉我

们，没有打不败的顽敌。抗美援朝精神跨

越时空、历久弥新，将激励我们不断努力向

前。

法国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王加清

表示，当前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

迫切需要我们发扬抗美援朝精神，应对新

挑战。旅法华侨华人将始终与全球华侨华

人一道，做维护世界和平的坚定力量。

英国东北同乡会暨商会会长黎丽说，

抗美援朝战争是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

义之战。我们要世代传承和发扬抗美援朝

精神，海内外中华儿女团结一心，中华民族

必将战胜一切挑战。

巴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总会会长李锦

辉表示，中国军民在抗美援朝战争中表现

出的大无畏英雄气概和牺牲精神赢得了世

人尊重。我们要继续弘扬伟大抗美援朝精

神，与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为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而奋斗。

新西兰惠灵顿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

长高和军表示，抗美援朝战争为维护和平、

促进人类进步作出巨大贡献。我们将铭记

抗美援朝战争伟大胜利，弘扬抗美援朝精

神，为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推动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

澳大利亚全澳中国和平统一促进同盟

会长钱启国说，抗美援朝战争中涌现出的

英雄事迹谱写出一曲曲气壮山河的英雄赞

歌，激励了几代中国人。作为中华儿女，我

们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与稳定。

马来西亚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总会长李

中平表示，我们海外侨胞要发扬伟大抗美

援朝精神，守正创新、奋勇向前，为实现中

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维护世界和平和正义

不懈努力。

白俄罗斯华侨华人协会会长刘洋表

示，伟大抗美援朝精神要世代发扬。万众

一心、舍生忘死、奋勇向前的精神将继续激

励我们，为维护世界和平作出更大贡献。

乌克兰华侨华人协会会长李学刚说，

每个中华儿女都应将抗美援朝精神牢记心

间，在其鼓舞下攻坚克难，为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懈奋斗。

哈萨克斯坦国立欧亚大学孔子学院中

方院长杨雷说，伟大抗美援朝精神历久弥

新。我们将继承和弘扬抗美援朝精神，为

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奋勇前

进。

阿根廷中国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罗超

西说，回顾历史将进一步增强中国人民不

畏困难、应对挑战的信心。在抗美援朝精

神激励下，海内外中华儿女将奋勇向前，为

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巴拿马《拉美侨声报》董事长、巴拿马

中华总会秘书长周健表示，重温抗美援朝

战争历史具有重要现实意义。我们要铭记

历史，坚韧向前。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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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10月 26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致电阿尔塞，祝贺他当选多民族玻利维亚国总统。

习近平在贺电中指出，中国和玻利维亚是好朋友、好伙伴。近年来，中玻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务实合作成果丰硕，特别是 2018年两国建

立战略伙伴关系以来，各领域交流合作日益密切，给双方带来实实在在的利益。我高度重视中玻关系发展，愿同你一道努力，推动不断丰富和充

实中玻战略伙伴关系内涵，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衷心祝愿在你领导下，贵国政府和人民在国家建设事业中取得新的更大成就。

习近平向玻利维亚当选总统阿尔塞致贺电

新华社北京10月26日电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 70周年大会上的讲

话》单行本，已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即日起在全国新华书店发行。

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抗美援朝出国作战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单行本出版

科技日报包头10月 26日电 （记者张景
阳 通讯员李宝乐）记者 26日从中国金属学会

获悉，10 月 25 日，该学会在内蒙古包头市组

织召开了由包头市威丰稀土电磁材料股份有

限公司、全球能源互联网研究院有限公司联

合完成的“国产极薄取向电工钢关键制造技

术研究与产业化”项目科技成果评价会。

由中国金属学会组成的评价委员会听取了

项目工作报告和技术研究报告，经质询和讨论

后形成一致意见，认为基于极薄取向电工钢关

键制造技术的产品性能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

平，原材料到成品工艺控制完全自主，将打破国

外技术垄断，实现这一新材料的国产化替代。

据悉，极薄取向电工钢是一种应用频率在

400Hz以上的支撑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关键磁性

材料，是电力、电子工业、轨道交通、现代医疗、大

数据中心建设等领域中一种必不可少的软磁材

料，也是国家重要的战略资源，应用范围极广，属

国家紧缺类产品。由于制造技术要求高、制备工

艺难度大，关键生产技术一直受国外封锁。

研发团队负责人刘宝志告诉记者，这套

国产极薄取向电工钢的制备工艺是一套极其

复杂的技术集成。在原料制备方面，研发团

队采用添加氧化物抑制硅酸镁形成的特殊工

艺控制技术，研制出了极薄取向电工钢专用

CGO原材料。

在钢带专用涂层制备技术上，团队开发

了高耐热涂层配方，基于优化的涂敷与烧结

固化工艺，产品涂层附着性 A 级占比 95%以

上，表面平均绝缘电阻 5 欧姆每平方厘米以

上，最高可耐 820℃去应力退火，解决了满足

极薄带服役条件的涂层从无到有的难题。

研发团队还构建了产品复杂服役工况试验

平台，建立了测试评价体系，实现了长时间服役

特性、高次特征谐波损耗、应力条件下磁致伸缩

及噪声特性等关键应用技术指标的评价。

我极薄取向电工钢制备技术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本报记者 何星辉

本报记者 张佳星

第三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于11月 5日至10日在上海举办。近日，上海迎接盛
会的各项筹备工作在紧锣密鼓地进行中，浦江两岸将在进博会开幕当天上演精彩灯光秀。

图为10月26日，几束射灯光从白玉兰广场顶楼照向夜空。 新华社记者 方喆摄

科技日报昆明 10 月 26 日电 （记者赵
汉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徐光辉研究员近日在云南罗平发现世

界上最古老的疣齿鱼科鱼类化石，命名为

云南暴鱼。这一发现，更新了人们对罗平

生物群的食物网结构和三叠纪生物复苏的

认识。

“云南罗平保存有丰富的中三叠世鱼化

石，但过去一直未发现大型肉食性基干新鳍

鱼类。这使得有人认为罗平生物群的生活环

境水体较浅，海洋生态系统尚未全面恢复。”

徐光辉说，经历二叠纪末生物大绝灭事件之

后，三叠纪生物复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包括

生产者、初级消费者、次级消费者和大型肉食

动物的食物网的建立。

疣齿鱼科是三叠纪体型最大的一类肉食

性基干新鳍鱼类，过去以疣齿鱼属为代表，生

活在欧洲和华南中、晚三叠世海洋环境，体长

可达 65 厘米。新发现的云南暴鱼体长 34 厘

米，是 2.44 亿年前中三叠世安尼期罗平生物

群中已知最大的肉食性基干新鳍鱼类，在食

物网中占据较高的位置。结合近年来大型肉

食海生爬行动物的发现，进一步表明，一个成

熟而复杂的食物网在中三叠世早期已经建立

起来。

与疣齿鱼相比，云南暴鱼的上颌口缘牙

齿更为强壮有力，显示出更强的捕食能力。

“我们应用高精度断层扫描技术，发现云南暴

鱼与疣齿鱼相似，其下颌内侧和翼骨上都具

有粗壮的牙齿，可以碾压猎物的外壳。因此

可以推测，云南暴鱼可以捕食罗平生物群中

其他的小鱼、甲壳动物、软体动物和双壳类

等。”徐光辉介绍说。

通过对云南暴鱼以及其他相关鱼类的详

细研究，徐光辉还首次将疣齿鱼科纳入分支

系统学研究中，重构了早期新鳍鱼类分支进

化树，这对了解早期新鳍鱼类各主要类群系

统发育关系、辐射演化和生态适应具有重要

意义。国际学术期刊 PeerJ 新近发表了这一

成果。

罗平生物群首次发现食肉云南暴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