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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迎霞

科技日报讯 （记者唐婷）故宫博物院收

藏医药文物共 3000多件，大致可以分为药物、

药具、档案、药方、仿单等五大类别。日前，故

宫博物院在永和宫正殿和后殿，推出“诚慎仁

术——清宫医药文物展”，以飨大众。

据介绍，此次展览是故宫医药文物首次

走出库房、面向大众的大规模展览。展览遴

选的文物，既有道地的中药药材，也有精心炮

制的中成药，还有来自异域的外国药物，以及

种类多样的医疗保健器具和各种名目的档案

簿册。

图为观众拍摄针灸铜人。
本报记者 洪星摄

逛故宫
看医药文物展

◎本报记者 王健高
通 讯 员 张海铎 董 雪

◎本报记者 陆成宽 刘义阳
何沛苁 赵卫华

新新 春春 走走 基基 层层

◎本报记者 管晶晶

◎本报记者 张盖伦 李 艳

电脑屏幕上，起伏的波形图骤然出现，几

乎同时，警报声响了。

地震了！

正在检查系统的杜广宝凝了凝神，根据

经验在心里快速判断着：P 波和 S波的距离差

不大，这个地震离我们较近；波动幅度大，这

个地震不小。

他们需要立刻做出处置。

此时是 2 月 13 日大年初二深夜。作为中

国地震台网中心（以下简称台网中心）预警速

报部副主任，杜广宝正在值班。

地震信息播报机器人已经开始工作，迅速

发出了消息：“中国地震台网自动测定：02月13

日 22时 07分在日本本州东岸近海附近（北纬

37.65度，东经141.97度）发生7.2级左右地震。”

中国地震台网中心是我国防震减灾事业

的重要枢纽，汇集地震监测、地震预报、速报

预警、公共服务等各项重要业务。已建成的

速报预警平台能够实时接收全国和全球多个

台站的共享数据，实现全国 2 分钟内、全球 10

分钟内有影响地震的自动速报。

如今，国内自动速报的平均位置偏差已

经由 20千米减小到目前的 10千米，平均震级

偏差 0.2级。国外地震速报能力不断提升，震

级下限由原来的 6.0 级下降到 5.0 级，速报数

量增长了超过 2倍。

杜广宝值班的地方叫综合业务大厅，位于台

网中心的地下三层。

一年365天，台网中心都有至少10名值班人

员全天24小时在岗。

如果是平时，即使轮完一个24小时的班，第

二天也没有调休，工作人员仍要正常上班。

杜广宝在地震台网中心已经工作了11年。

今年春节，他值了3个24小时的班——分别

是腊月二十九、大年初二和大年初五。

值班员的休息室和综合业务大厅就隔一

堵墙。入夜了，如果暂时没事，就能去那囫囵

睡一觉。

休息室里放着床、桌子、除湿机、加湿器

和空气净化器。这里是地下，夏天得除湿，冬

天要加湿。

就算忽略可能响起的警报声，你依然能听到

新风系统尽职尽责工作的嗡嗡声。桌上的电脑，

也得是开着的。

如果被纳入地震预警速报系统的台站监

测到了地震，那急促的、一声追着一声的警

报，就会迅速敲打着值班员的耳膜，将他们拉

回到完全清醒的状态。

值班时是睡不好觉的。有时候，一旦醒了，

就很难重新入睡。杜广宝说，前几年做过一个小

调查，在他们这个工作岗位上，六七成的员工都

有神经衰弱。

他们对跟警报声类似的声音会更为敏感。

即使在家休息，如果电视上或者谁的手机上出现

这种警报声，杜广宝就能立刻弹起来。

日本这场地震发生后，杜广宝在电脑上调出

地震的波形，和另一名值班员一道，快速进行地

震分析和研判，精准确定其位置、震级和烈度。

15 分钟后，中国地震台网速报微博发出

了正式测定消息，这是人工复核、校准后的发

布：02 月 13 日 22 时 07 分在日本本州东岸近

海（北纬 37.70 度，东经 141.80 度）发生 7.1 级

地震，震源深度 50千米。

同时启动的还有一系列应急程序。比如专

家会商。根据要求，震后30分钟要形成快速判定

意见，震后3小时内要形成会商意见。

大家都在各自岗位上忙碌起来。

杜广宝和台网中心的同事们，被称作公众安

全的“守夜人”。

已经当了20多年“守夜人”的综合业务处处

长李杰飞，对这一岗位，也有更深的感悟。

多年前他刚参加工作时，台网中心还只能针

对全国五级以上的地震做速报。那时，地震台站

建得不够多，监测能力也还不够强。

现在，覆盖全国范围的上千个测震台站已织

成一张紧密的网。

和许多年前相比，很多东西都变了：速报变

快了，人工干预也变少了。智能化是台网中心信

息化建设的关键词之一。但在现阶段，这样一套

庞大而聪明的系统，仍然离不开人。

“人民至上，使命至上，这个是不会变

的。”李杰飞说。

责任感，仍然压在台网中心所有人肩

头。这里，依然需要有人 24小时值守岗位，随

时响应；依然需要有人在公众看不到也想不

到的地方，默默完成

手头的工作。

大 年 初 三 的 凌

晨，日本地震的后续

地震警报响了三次。

杜广宝在一次次

翻身下床中，迎来了

又一个假期的清晨。

警 报 声 触 发 的“ 职 业 病 ”
—— 走 进 中 国 地 震 台 网 中 心

雪后西北的小村庄，银装素裹，远山如

黛。忽然，一阵悠扬的笛声打破了寂静。

演奏的人叫陈建军，宁夏科技厅驻中

卫市海原县关庄乡高台村扶贫工作队队

员。“快过年了，特别想家……最近水平大

有长进。”他不好意思地笑。

高台位于海原西南甘宁两省三县交界

处，是距离县城最偏远的村落之一，加上路况

不是太好，这段路途开车得走一个半小时。

陈建军和队友李群，分别在村里待了

一年多和两年多时间。而他们的第一书记

曾明，驻村扶贫已三年。

在海原县城附近的关桥乡方堡村，科

技厅还有一个驻村工作队。第一书记穆海

彬和队员李光耀、赵全仁，被誉为能说、会

写、猛干的“黄金三人组”。

2014年以来，宁夏先后从各级机关和企

事业单位选派第一书记和驻村工作队开展

驻村扶贫工作。其中，第三轮选派的1369个

驻村工作队和4203名驻村干部，直接帮助派

驻村引进帮扶资金和产业项目7亿多元。

科技强，则产业强。

“我们从来没忘记科技工作者的身份，

所以一开始就琢磨如何送好科技方、念好

土地经、铺好产业路、打好攻坚战。”曾明和

穆海彬告诉记者。

高台村的主导产业是种植旱作马铃

薯，但由于品种单一老化、病虫害虫多、种

植方式落后等原因，该产业一直处于低水

平发展状态，还成了主要致贫原因。

曾明和工作队从筛选引进新品种入

手，又将获自治区科技进步二等奖的主要

创新成果进行转化，示范推广“四位一体”

和膜上覆土全机械化马铃薯种植技术，可

节水增效 30%、节约成本 15%以上。

方堡村种植香水梨历史悠久，核心区

300 亩的梨园内，百岁古树 428 棵。然而，

经过村民多年种植的百岁梨树，虫害不断，

枝叶无光，果实质量差、产量低。

科技人要用科技方！工作队遂制定了

“1233”科技扶贫助推计划。

产业兴，则乡村兴。

现如今，高台村围绕马铃薯种植成功

实现“五个一”产业发展目标：一个百亩良

种繁育基地，一个千亩新品种新技术推广

基地、一个科技服务工作站、户均帮扶一头

良种猪仔、人均帮扶一亩地以上籽种肥料，

建档立卡户全部脱贫销号。

方堡村的建档立卡户也全部脱贫，村

民人均收入达到 9800 元，香水梨种植面积

两年内实现倍增，“关桥梨花节”连续举办

3 届。穆海彬因此获评农业农村部全国产

业扶贫 100个脱贫典型和 100个帮扶典型。

村民富起来的不止口袋。

“以前‘等靠要’，现在比着干。村里有

个出了名的懒汉，以前连身份证都不愿办，

去年主动种了 10亩马铃薯，还积极参加我

们的薯王大赛呢。”李群满是欣慰。

他们更要让老乡对科学理念入脑入心。

村民赵志刚家的马铃薯种子贮藏窖，

自从安装了智能监测仪，他再也不用为温

度、湿度、二氧化碳浓度等指标犯愁了。打

开手机 App，各个数字一目了然，还能随时

进行调整。

“这就是科技的力量啊！”老赵笑不拢嘴。

新落成的科技服务工作站里，马铃薯主

要品种标本和村里种植的各类种子展示，花

花绿绿煞是好看。能为村民提供咨询服务

的专家简介和联系电话也非常醒目。

“除了科普知识宣传和科技咨询服务，

最关键的是建立起农产品销售平台，解决

了‘最后一公里’问题。”曾明说。

虽然“穷帽子”已摘，但利用主导产业

支持农村持续稳定发展，一刻都不能歇。

单说方堡村，为了将香水梨产业做大

做强，驻村工作队对接中国农科院、宁夏大

学等科研院所，解决香水梨冷链存储、后熟

管理、精深加工等方面的问题。

同时，他们聚焦关桥梨花小镇品牌建

设，打造“春赏花、夏垂钓、秋摘果、冬滑冰”

的旅游产品。昔日荒芜的后山现已栽种多

个果树品种，成了名副其实的“花果山”。

两个扶贫队一刻都不敢松劲。

李光耀的女儿还不到三岁，每晚只能

通过视频缓解舔犊之苦；赵全仁是个有着

近十年经验的“老扶贫”，誓要站好这最后

一班岗；畜牧兽医专业出身的陈建军，又操

起了老手艺；而厨艺相对精湛的李群，更是

客串起了队友的大厨。

“点子王”穆海彬还有更大的雄心。

他计划在前山集中规划肉牛养殖示范

区，推动方堡村形成“前山养殖、后山种植”

的两翼产业发展规划。

科技人和小山村的故事，续集更精彩。

六
个
科
技
人
和
两
个
小
山
村

腊月二十九，北京怀柔天高云淡，晴空万里。

人们都在忙着采购年货，喜迎新春佳节

的时候，岳海霞却一大早从中关村坐班车来

到怀柔科学城，忙起了测试工作。

因为任务紧急，前些天还在担心能否如

期完成测试的岳海霞，如今一扫阴霾，心情就

像那天的天气一样，“放晴”了。“各项测试进

展都很顺利，任务肯定能如期完成。”岳海霞

充满自信。

岳海霞是中国科学院空天信息创新研究

院（以下简称空天院）副研究员，从 2006 年开

始，一直从事合成孔径雷达集成测试工作。

临近上午 10：00，记者赶到位于空天院怀

柔园区的合成孔径雷达测试实验室时，岳海霞

正在电脑前忙碌。看到记者进门，岳海霞满脸

微笑地从工作台上站起来，热情地跟记者打招

呼。实验室进深三间，外面是测控间，中间是

吊装间，里面是微波暗室。岳海霞负责的合成

孔径雷达集成测试工作就在这个实验室进行。

与光学遥感观测利用可见光探测成像不

同，合成孔径雷达利用微波成像，具有全天

时、全天候监测能力，能够透过云、雨、雾、沙

尘暴等，直接观测地表信息。

当前，合成孔径雷达在资源调查、减灾救

灾、环境保护等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比如，

在抗洪救灾中，合成孔径雷达就大有用武之

地。“发生洪涝灾害时，利用光学卫星或雷达卫

星可以快速了解洪水灾害的影响情况。”岳海

霞说，然而，如果降雨一直持续，光学卫星就会

因为云雾遮挡，难以对地表进行全面有效的观

测。此时，装有合成孔径雷达的气象卫星就可

以发挥自身优势，持续监测受灾区及周边水域

水体变化，为防灾减灾提供决策参考。

在测控室听了合成孔径雷达的“简介”后，

为了尽早进入实验室的“心脏”——微波暗室，

一探雷达测试的究竟，记者伸手就想开门。

站在记者身旁的测试老师看到这一幕，像

触电一样，“唰”一下就把记者拉住，提醒道:“进

入吊装间和微波暗室之前，必须先穿上防护

服，戴上防护帽，在除尘间‘吹风’除尘。”

“在日常测试中，我们进入吊装间和微波

暗室时，防护、除尘，这些环节一项都不能

少。”更换防护服时，岳海霞强调。

穿过吊装间的大型吊装设备，进入微波

暗室，眼前的场景着实让人大吃一惊。

暗室看起来很酷，甚至有些科幻，和我们

平时见到的实验室不同，这里的墙壁和屋顶

上，布满了犹如“钉子”一样的蓝色方锥。有

密集恐惧症的人，如果看到这些密密麻麻的

“钉子”，可能会感到不适。

实际上，这些整齐密布的“钉子”是由吸

波材料做成的棱锥。岳海霞解释道：“它们主

要是用来吸收测试天线发出的微波，避免测

试人员受到辐射伤害。”

“作为一名雷达测试师，我们必须认真负

责，这样才能既保证人员安全，又确保雷达上

天后可以正常工作。”如今，岳海霞已经在合

成孔径雷达测试领域“深耕”十多年。

这些年，岳海霞真切地感受到，党和国家

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国家的科技投入越来越

大，科研人员的待遇也越来越高。”岳海霞说，

“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我将用自己的行动，

为我国合成孔径雷达事业的发展贡献自己的

力量。”

雷达上天前 在这个布满“钉子”的实验室测试

进入 2 月以来，天气渐渐地暖起来，年味

儿也渐渐浓起来了，苏北小镇上到处弥漫着

喜气洋洋的过年气氛。

牛年春节前的一天，是江苏省盐城市大

丰区白驹镇朱舍村部分农户与江苏兴明农润

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委托服务的田地面积、领

取分红的“大日子”。村民们一大早聚拢在文

化礼堂，个个喜笑颜开。

“我家将近 6 亩地全部委托了，总共分红

8274 元。以前自己种，一年忙到头，苦得很，

也挣不到多少钱，现在是旱涝保收，把土地委

托江苏兴明农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农民经

济收益比自己种收入还要多。不用种地了，

我就出去打工，没想到土地委托出去，一下子

挣了双份钱！”白驹镇朱舍村五组的村民周根

华高兴地说。

“还是兴明公司为农民着想和国家收益，

搞科学种植、规模种植，品牌发展，就是比我

们自己小打小闹挣得多！”将自家的 5.3 亩土

地都进行委托服务的周生华数完自己分得的

7420元现金，也竖起了大拇指。

这样的喜庆氛围，与一年前截然相反。

2019 年，当江苏兴明农润科技集团计划

在白驹镇搞这种新型的土地委托服务模式

时，遇到了不少阻力。

“改革开放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才

能让咱农民丰衣足食，现在却要把土地集中

起来拿给‘外人’经营，这不是要开倒车吗？”

不少年纪大的老人不同意土地委托服务，

他们担心失去依靠。还有一些村民因为要照

看孩子没有外出务工，也要继续耕种土地。

江苏兴明农润科技集团的总经理王兴明

和他的同事们在朱舍村挨家挨户动员，每天翻

来覆去地讲规模农业，讲土地委托给公司，进

行公司化运营管理，公司负责科学种植，增产

增效的收益分给农民……嗓子都讲哑了，总算

宣传组织了 36户农民，土地连片 119.08亩，开

始创建了示范区，规模化种植小麦和水稻。

“将农民手里零星的土地联片起来，便于

机械化耕作，用我们的管理方法和技术去帮

农民种田，省去了很多人工的成本。这一规

模化、集约化生产经营方式，可以节约种植成

本，实现增产增效。而产出的效益扣除工人

工资及其他成本费用，效益部分全都拿来分

给农民，增加收入让农民共同富裕。”王兴明

对记者如是说。

一年多来，江苏兴明农润科技集团有限

公司运用新型模式科学管理的手段和方法，

选择安排懂农业、懂种植、懂管理的优秀人员

负责种植与管理，减少中间环节。一方面，集

约化生产让农民不再出“蛮力”；另一方面，规

模化种植又实现了增产增效。2020 年，这连

成片的 119.08 亩土地，收获小麦 94706 斤，水

稻 135000 斤，平均亩产量增长 12%。产量的

增加，直接鼓了农户们的钱袋子，每亩土地的

分红收入达到了 1400 元，比之前承诺的 1000

元/亩还增加了 400元/亩，而比村里把土地流

转给种粮大户更是增加了 600元/亩。

农业现代化新型模式正在加快推进，集约种

植、高效农业在白驹镇朱舍村取得了明显成效。

改良土壤、精准施肥、高效节水、科学种

植……白驹镇朱舍村的村民数着分红的现

金，感慨着农业发展的加速度。36 户已参与

农户得到的实惠，吸引了更多农户前来参

加。在这次分红大会上，有 40 余户原本在观

望的农民纷纷主动要求将土地委托给江苏兴

明农润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统一经营。

“过去由合到分，是解放生产力的必然要

求；如今由分到合，是现代农业发展的内在规

律。”在王兴明看来，要实现现代农业产业的

一体化和智能化就必须形成一定规模，沿着

高效农业、科技兴农的路子走下去，农业才能

成为有奔头的产业。

盐城市白驹镇：走出高效农业新路

蓝天、大海、白云、海鸥、远处的琅琊台

景区……早上七点多，海边的风光如同一

幅油画。大年初六一大早，青岛西海岸新

区琅琊镇东港头网格村村民王亮，驾驶着

拖拉机将渔船拉倒齐腰深的海水中，再将

拖拉机开到岸上，就和同伴一起驾船忙着

打捞养殖的扇贝。

两个多小时后，满载而归的小船靠了

岸，一早就有十几辆来自潍坊、烟台的冷藏

车等着拉货……

“收成咋样？”

“以前也就挣三四十万元吧，去年得七

八十万元，加入合作社后，收入蹭蹭涨。”王

亮高兴地对记者说。

以前，由于养殖户们分散经营，自己联

系客户，养殖规模不足，导致价格也上不

去。“成立了合作社，养殖规模上去了，我们

出去对接烟台、潍坊等大客户，并按照客户

的要求，进行统一管理，品质上去了，价格

也提高了。以前一斤扇贝三四块钱，去年

接近五块钱。”琅琊镇将军台社区党委副书

记、东港头股份经济合作社党支部书记解

传波告诉记者，养殖规模上去了，购买种苗

也能把价格降下来，降低养殖户成本。

去年 5 月至今，东港头网格村水产养

殖专业合作社成立以来，充分利用海水资

源规模化发展扇贝养殖。水产养殖专业合

作社还积极组织社员出去学习，开阔眼

界。王亮说：“以前就养了五千多笼，出去

一看，扩大规模才能形成竞争力，于是就又

养了五千多笼。”

在海边，记者看到很多辆拖拉机后面都

有一个托盘拉着小船。这是咋回事？解传波

说：“以前出海，要根据潮汐的时间。出去学习

后我们引进运船拖拉机，解决了出海与潮汐

不适应、单日出海次数有限等问题，使日均扇

贝出售量增多，劳作周期也大大缩短。”

王亮告诉记者，目前，网格村渔业合作

社现有社员 53户，全村养殖面积从 8000亩

扩大到 16000 亩，全年共生产扇贝 1300 万

斤，去年整个合作社年产值达 3600 多万

元，纯利润约 2800万元。

“一艘船少了，客户要的扇贝多了，弄

不上来，今年想再买一辆拖拉机和一条小

船。”望着离开的最后一辆冷藏车，王亮和

记者谈起了今年的打算。

解传波接过话说：“近年来，青岛西海

岸新区通过推行村党支部领办合作社发展

村集体经济模式，推动产业提挡升级，由合

作社统一开发、管理，统一品牌、经营、销

售，有效弥补一家一户规模小、升级难的弊

端，不断提升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同时

不断充实海洋、农业等专业化干部人才，助

力乡村振兴。”

加入合作社 收入蹭蹭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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