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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2月 9日电 （记者唐婷）9

日，“牛事如意——辛丑牛年迎春文化展”在

中国国家博物馆开幕。160 余件（套）与牛有

关的文物和艺术品亮相此次展览，其中既有

融汇牛角形象的商周青铜礼器、颇具特色的

古滇国青铜器，还有不同历史时期与牛有关

的雕塑、绘画作品等。

据介绍，此次展览分为与牛为伴、牛为艺

源、春牛颂福三个单元，从生产生活、历史文

化、艺术雕绘等各个方面系统展示牛的历史、

文化，以及与牛有关的节俗信仰。

右图 各种以牛为内容的春联。
下图 以牛为内容的成语和吉语。

本报记者 洪星摄

喜迎新春 国博赏“牛”

◎杨泽宇 陈 俊
本报记者 刘志伟

新新 春春 走走 基基 层层

◎实习记者 王 烁
本报记者 何沛苁 赵卫华

农历腊月二十七，上午 10 点钟。北京理

化分析测试中心永丰实验基地的实验员钱冲

已经在实验台前忙碌了一个多小时。每天，

都有来自不同机构的食品药品、材料等送到

这里，他和小组成员们的工作就是给这些材

料中的痕量有机成分做定性定量分析。

这是钱冲进入永丰实验基地工作的第 6

个 年 头,每 天 的 实 验 都 紧 张 忙 碌 。 临 近 春

节，他和同事们也并没有因为假期将至而稍

显轻松。

实验室里各种大大小小的仪器设备在外

行人看来十分陌生，但钱冲告诉记者，其实他

们的工作和日常生活息息相关。他指着身边

的一台仪器说：“基因毒性杂质你知道吗？它

对人体的遗传物质有一定损伤，短期大量接

触，或长期微量接触，可能会对人体造成损

害。这台仪器主要就是检测药品中的基因毒

性杂质的。所有药品生产前，都要经过这个

环节的检测。”

为配合疫情防控需要，就地过年成为大

多数同事的选择，对钱冲来说，反而成了一个

工作的好时机。谈到春节期间的安排，钱冲

和他的三个同事都申请了假期加班。他们实

验室承担了很多单位的检测工作，“公安部门

和一些科研院所的实验比较着急，我们尽可

能快一点，早些为他们提供检测结果。”

去年夏天至今，实验室配合公安部门开

展了多批危险化学品的鉴定工作，为尽快配

合案情推进，他们也承担了相关查封现场化

学品的采集工作。“有任务过来，假期也需要

加班。”钱冲说。

程小艳是生物技术部的一名实验员，

主要从事生命科学、生物医药等领域共性

新技术的研发与应用转化。见到她时，她

正在为一篇论文与作者沟通，帮助作者分

析实验结果。

“周一到周日都要养细胞，如果放任自

流，细胞可能会因为营养物质或者生长空间

不够而死掉，下面就没法正常做实验了。”程

小艳告诉科技日报记者，有时遇到实验样本

比较多的情况，工作持续到凌晨一两点钟也

是常态。

钱冲和程小艳所在的北京市理化分析测

试中心是隶属于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的综

合性分析科学研究机构。中心不仅承担一些

常规公益性技术服务，更多的承担着一些科

研定制性技术服务工作，以及协助政府等职

能部门开展疑难或应急检测与分析任务等。

新冠肺炎疫情发生后，护目镜需求量急

增，然而使用中产生的雾气却严重影响医护

人员工作。实验员李琴梅承担了一项紧急任

务——给护目镜防雾剂做防雾实验。这批防

雾剂是委托单位驰援武汉的物资，却缺少相

关检测数据。为了让武汉前线早日用上合格

的防雾剂，李琴梅和同事们加班制订了检测

方案。完成防雾测试后，护目镜防雾剂火速

发往抗疫前线，解决了防雾难题。

李琴梅已经在单位工作了 7 年。去年春

节，这个来自湖北天门市的女孩因为疫情影

响没能回家过年，今年为了响应防控疫情，她

又退掉了已经买好的机票。今年由于申请加

班的同事太多，李琴梅甚至没能申请到加班

名额。她有些遗憾，觉得获得加班名额的人

“比较幸运”。

简单的午饭过后，钱冲又穿上实验服，戴

上口罩，投入样本分析。虽然成天忙碌在检测

仪器前，看似简单、枯燥，但是能用这些分析测

试技能切实解决社会生产生活问题，也正是这

些实验员们抱有兴趣并长期坚持的原因。

药品分析室副主任王尉告诉记者，他负

责的实验室不仅开展化学药、生物药等药物

结构与质量分析相关方法研究与技术服务，

同时还承担了全国天然产物标准样品的组织

管理工作。他所负责的天然产物标准样品保

证了相关产品质量控制工作的准确性、可比

性和溯源性。中国的天然产物资源极其丰

富，其中有很多有益于人体健康的物质正等

待开发，他希望早一点完成手头的药食两用

资源开发的重要项目，助力相关产业升级。

永丰实验基地位

于首都的西北角，许多

实验员家住密云、大

兴、燕郊等地，每天通

勤时间接近两小时。

春节期间，他们仍将

坚持跨越大半个北京

城，与他们的实验仪器

共同坚守岗位。

只要科研任务在，实验就不放假

把一根根电缆细细拆开、把一颗颗螺栓

轻轻拆卸下……“海峡突击队”队长、广州动

车段三亚动车所（以下简称三亚动车所）检修

二班工班长林青文全神贯注进行着“复兴号”

的解编工作，额头上豆大的汗珠不断往下流，

他也顾不上擦。

今年春运有点不一样，他迎来了 5组最新

车型——被广大网友亲切称作“蓝暖男”的

“复兴号”动车组 CR300AF，这是“复兴号”首

次上海南岛服务春运。2 月 5 日，他正在为最

后一组“复兴号”漂洋过海上船前进行解编。

当天，他作业所在地广东省湛江徐闻县的气

温高达 26度，车顶温度更高。

队员体型分清瘦和健壮

你有没有试过在码头等一列火车过海呢？

海南岛是春节度假的一大热门地。进出海南

岛，除了飞机，还有一条隐形的跨海铁路——粤

海铁路。这是中国第一条跨海铁路，连接广东

省湛江市、海南省海口市和儋州市。

“海南岛与琼州海峡之间的联通主要依

靠渡轮。由于渡轮长度的限制，动车组（8 辆

编组）无法直接开上渡轮。”三亚动车所支部

书记毛端旭介绍说，“动车组过海前，要先进

行解编作业，也就是把动车组分离成两部

分。上船过海后，再进行复编，将两部分动车

组组合在一起。”

为攻克过海动车组解编、编组技术这道

难题，三亚动车所于 2010 年成立“海峡突击

队”，至今已开展 10 年的动车组过海工作，是

国内唯一具备过海解编组装技能的动车组维

修单位。

“海峡突击队”现有队员 19 名,平均年龄

仅 26 岁。有意思的是，记者注意到队员分为

清瘦和健壮两种特别明显的体型。“这是专门

根据解编作业的特点来选拔队员的。”毛端旭

笑着说，“身材清瘦的，方便钻进不到 50 公分

两个车厢的连接处，进行各种连接线的拆卸

工作；身材健壮的，有力气拆卸沉重的车钩和

推开庞大的动车组。”

此次“复兴号”首次上岛，3 个月前，突击

队就开始学习和进行技术攻关工作，并编制

了“复兴号”过海作业指导书。

动车组的解编、复编均是露天作业，过海

也要看天气、海面风力、潮位的“脸色”。原定

最后一组“复兴号”5日清早解编过海。4日晚，

突击队接到通知，琼州海峡潮位暂不满足装船

条件，过海时间待定。然而，5日一大早，天气

好转了，突击队立刻作业。“去年有一次，受台

风影响，我们在岸边耽搁了近一个星期。所有

队员也不能离开，原地待命。”林青文说。

拆下来的每一个废旧
配件都要回收

动车组车厢之间除了车钩连接外，还涉

及到高压电缆、电器控制、网络传输等。解编

作业中，作业人员要完成几十条动车组车辆

间连接电缆的拆解和 100 余颗螺栓的拆卸。

为保证动车组运行的绝对安全，每一颗螺栓

的安装必须严格按照工艺要求设置力矩，多

打、少打都不允许。

解编作业现场，只见突击队队员拿着很多

密封袋。“这是物料管理。我们拆卸下一个部

件的紧固螺栓和垫片，就用密封袋装起来，并

记录时间、对应的部位、对应的型号和个数。”

林青文说，“现场作业几乎没有新的配件可调

配，这样做既是为了避免丢失，也是便于旧料

回收和作业卡控，防止零件遗落在现场或车组

重要部位，避免动车组运行时出现问题。”

“这份工作就像‘绣花活’，需要细心、耐心

和毅力。”突击队队员、动车组机械师王云说。

为把这份“绣花活”干好，尽管已三番五

次的学习和实战，但每一次作业，他们仍不忘

对照作业指导书、作业质量卡控表、电路图

纸，一条电缆一个螺栓地确认，确保作业“零

差错”、质量“零缺陷”。

连续4个多小时的高强度作业，“复兴号”解

编任务完成，顺利上船准备第二天清晨过海。

当天晚上 7 点多，林青文喊上大家，“走，

吃牛腩去”。原来徐闻县有一家小店，店里的

白切牛腩肉味道甚是美味，每次完成解编任

务后，他们都会买上几斤牛腩吃。“一是给辛

苦作业的兄弟们补点能量，二是打打气。”林

青文笑着说。这样的习惯，他们保持了 10年，

也成了传统。因徐闻县的高铁站叫海安南，

他们戏称为“海安南吃牛腩”。

林青文是湛江人，上百次过海解编，他都

无法回家，尽管父母离作业地只有 10多公里。

“今年春节回家吗？”

“回不了，马上就要护送动车组过海。”林

青文轻描淡写地说，“习以为常了，大家开开

心心回家过年时，就是我们铁路人最为忙碌

的时候。”

“复兴号”海上跑 少不了他们的“绣花活”

11 日就是除夕，当您乘坐火车赶着回

家团圆时，也许不知道，有这样一个群体正

在黑夜中忙碌，保障动车组、普速客车的安

全运行，为您安全回家护航。

2月 9日凌晨，记者跟随着这群戏称自

己是“鹰眼小分队”的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

公司重庆车辆段 5T维修工作班组的职工，

一起体验了一次“天窗作业”。

所谓的铁路 5T 设备即 THDS、TPDS、

TADS、TFDS、TWDS，统称为铁路车辆安全

防范系统。这些设备就好比能发现车辆故

障的“鹰眼”，全年365天，一天24小时不眠不

休地监控动车组、普速客车的运行故障。

“今天我们在渝利线下行长寿北站，等

待 TVDS设备巡检天窗下达，计划时间是 2

月 8 日 23 点 30 分至 2 月 9 日 3 点。”28 岁的

余仁伟是重庆车辆段设备车间5T维修班组

作业组长，2月 8日 19点，他带领 4名“青年

突击队”的共青团员前往长寿，对渝利下行

线5T设备之一的TVDS设备进行检查维护

作业。赵宇负责驻站联络、朱强国负责进

行现场防护、周新和黄玮进行轨边作业。

21 点左右，天窗作业人员到达长寿北

车站。“小朱，过年了想不想家？”“怎么可能

不想嘛。”“小赵，孩子现在会叫爸爸了吗？”

“调皮的很哦，就是经常都不能陪他。”

作业组的现场防护员朱强国，父母都

住在甘肃老家，由于工作的原因，每年只能

在春节的时候才能与家人团聚，但他积极

响应国家“就地过年”的号召，放弃回家团

圆的机会，并主动承担春运备班的职责。

班组的同事纷纷邀请他一同过年，让身处

外地的他充分感受到了集体的温暖。

23 点 10 分，5 人在接近 5℃气温中，站

在车站站台空地上围成一个小圈，等待天

窗点的下达。“天窗期”是铁路夜晚停运后

的时间段，铁路维护检修线路必须在这个

有限的时间内进行，以确保列车运行安全。

23 点 25 分，作业计划已进入倒计时。

23点 30分，天窗点准时下达。

由于轨边作业的特殊性，稍有不慎就

可能因设备原因使监控中心不能及时发现

动客车故障，所以，本次巡检作业的重点是

保证设备采集图像质量和排查轨边放松超

限隐患。

余仁伟穿着黄色防护服、戴着头灯，在

周新的协助下，利用携带的检测设备，对车

号识别系统 AEI天线发送频率进行测量完

毕，紧接着对远近端磁钢（车轮传感器）安

装尺寸进行测量，随后分别对沉箱、侧箱开

关门动作测试、补偿光源、相机模块、散热

风扇、沉箱水泵、激光器等每一道工序都谨

慎地检查。

余仁伟每 3 分钟就要和车站联络员通

一次话，实时沟通反馈。室外轨边设备部

分检查完毕，又马不停蹄地对室内设备进

行逐一的检查、清洁除尘、校验，有了这些

程序的有效运行，才能保障外部设备的聪

明执行。

2 点 30 分，整个巡检作业步入尾声。

负责人余仁伟仔细对每个相机采集的模拟

过车图像进行查看分析，确认无误。

2点50分，作业结束。作业人员迅速离

网。除日常“天窗”工作外，一旦接到紧急

任务，他们5分钟内就要准备好工具出发。

据了解，为保证春运期间动、客车运行

安全及设备平稳运行，春运前夕，设备车间

5T 维修组结合自身实际情况，提前对管辖

内进出重庆的成渝铁路、襄渝铁路、渝贵铁

路、渝万铁路等几条重要高铁路上的 5T设

备进行了一次春运设备隐患排查整治。截

至 2月 8日，班组共计进行设备整治 18次，

出动人员 90余人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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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年纪大了，只会用现金买票，你们铁

路工作人员专门引导我去售票大厅里使用自

助售票机购票，还向我介绍了铁路电子客票

的购买流程，真是给我们提供了方便！”2 月 8

日，武昌火车站，一位年长的旅客向车站工作

人员连连称赞。

武昌站“580”服务台值班站长王怡静介

绍：随着铁路出行越来越智能化，大多数旅客

足不出户、指尖轻点就能让购票变得轻松自

如。但在日常巡视工作中发现，“脱网”旅客

不会用手机，或者用的不是智能机，不懂怎么

操作健康码以及不会使用自助售票机等情况

时有发生。

在春运前期，武昌站为助力“脱网”旅客

的“慢”服务在“580”服务台应运而生。同时，

服务台还为他们增设了老花镜、轮椅、雨伞、

防疫小药箱等物品。

根据“脱网人群”的重点需求，武昌站不断

优化调整服务举措，形成“一处受助，处处联

动”的服务模式，在进站验证口设立绿色通道，

并在上下车时提供帮扶，做好安全提示，把服

务延伸到车上、站外，让旅客出行全程无忧。

在旅客进站安检处、候车室服务分台等

进出站流线上，该站增设便民消杀点，以便旅

客临时之需。医疗服务点驻站医生 24小时在

岗，随时为旅客旅途中出现的身体不适提供

医疗帮助。

该站还考虑到“脱网”旅客喜欢用现金购

票的这一习惯和实际情况，站内所有人工售

票窗口均提供 24小时现金服务，并备足零钱，

同时在售票厅服务台安排专人对“脱网”旅客

提供手机客户端注册咨询、解答和引导服

务。有效解决了部分旅客不会使用手机支付

方式购票的问题。

据介绍，春运期间，“脱网”和老年旅客助

行服务是武汉车站“智慧+温馨”系列出行举

措的其中一环，旨在通过“做精客运”，在保证

“脱网”旅客顺利出行的基础上，推出更多铁

路温暖便民举措，助力铁路春运平安、有序、

温馨。

在 这 里 ，“ 脱 网 ”旅 客 也 畅 行

临近春节的这段时间，上海科技大学

免疫化学研究所副研究员、抗结核结构研

究中心课题组长张兵的小组进入了科研攻

关的关键时刻。经过长时间的优化，研究

小组终于拿到了性质较好的关键药物靶点

膜蛋白的样品。“已经到临门一脚的时候

了，春节期间，大家都想拼一拼，希望能得

到好的结果，否则老想着这件事，年也过不

好。”张兵说。

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抗结核

结构研究中心致力于“结核分枝杆菌关键

药靶的结构、功能与药物开发”的研究。结

核病是由结核分枝杆菌感染引发的一种致

死率较高的传染性疾病，严重威胁民众的

生命健康。目前虽然已有新型抗结核药物

用于耐药结核病的治疗，但由于它们仍有

较大的副作用，加之临床上已经发现了针

对新药的耐药病原体，因此，2035 年彻底

消灭结核病的宏伟夙愿仍然任重而道远。

“另一方面，我国是世界上结核病的高

负担国之一，也还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抗

结核药物。”作为一名科研工作者，张兵及

其同事感受到基础研究的艰难，同时也深

感责任重大。

对于春节期间依然守在实验室做科研

这件事，张兵觉得没有什么特别。因为在

平常，就算是周末，他们科研人员的大部分

时间也是在实验室中度过。

张兵所在的免疫化学研究所位于上科

大著名的人字楼。这栋楼里已经在生命科

学领域诞生过多项重要的基础研究成果。

上海科技大学免疫化学研究所特聘教

授饶子和院士团队的“揭示抗结核新药的

靶点和作用机制及潜在新药的发现”入选

2019 年度“中国高等学校十大科技进展”

和“中国生命科学十大进展”。张兵是该研

究论文的第一作者，于 2019 年 1 月 25 日论

文发表于国际权威生命科学期刊《细胞》。

巧合的是，成果发布的时间正是 2019 年的

农历春节前夕。

该研究首次勾画了小分子抑制剂如何

精确靶向 MmpL3 质子内流通道的三维图

像，这不仅为结核病、麻风病等由分枝杆菌

引起疾病的药物研发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

础，更为新型抗生素的研发、解决全球日趋

严重的抗生素耐药问题开辟了一条全新途

径。此后，研究团队引入新的合作伙伴，继

续开展抗结核新药的研发。目前，上海科

技大学已与和径医药科技（上海）有限公司

签署转化许可协议，双方将合作开发针对

MmpL3靶点的抗结核药物。

2019 年，作为上科大首届博士毕业生

张兵已经在这个课题上研究了 6 年之久。

抗结核靶点成果登上《细胞》后，作为第一

作者或通讯作者，张兵相继在《科学》《科学

进展》发表文章，如今三篇论文被引用逾

720次。

2020 年的春节，张兵过得也并不轻

松。因为新冠疫情突发，在形势还不明朗

的时候，饶子和院士就召集团队进行新型

冠状病毒关键药靶蛋白的结构、功能与药

物开发的研究。为了抗疫，张兵克服了各

种困难，正月里赶回了学校，积极参与新型

冠状病毒关键药靶的相关研究工作中。他

回忆说，研究团队中一部分人员从 2020 年

1 月中旬一直持续到七八月份，20 多个人

基本上每天晚上干到凌晨三四点，最终获

得了一系列重大突破。大家的想法就是期

望集结全球科学家的力量早日找到抗新型

冠状病毒的特效药。

值得注意的是，春节期间，同在上科大

免疫化学研究所的“新冠关键药靶的结构、

功能与药物开发”课题组研究人员还一直

坚守在实验室。去年这个团队已筛选出多

个具有较好抗病毒活性的小分子，目前他

们正积极对小分子结构和活性进一步优

化，并开展相关的动物试验。

抗结核科研斗士的三个春节

◎方 杰 本报记者 叶 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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