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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荔湾区于 5月 26日至 27
日开展全员核酸检测。各级医务人
员紧急响应，在各街道、社区检测点
一线，冒着高温进行核酸检测工作。

图为5月27日，在广州荔湾区中
海锦佳华庭小区核酸检测点，荔湾区
骨伤科医院的医护人员给换班下来
的同事喷洒消毒液。

新华社记者 邓华摄

防疫一线的
“守护天使”

数说科协这5年

◎新华社记者 王 烁

5 年来，中国科协坚持开放、信任、团

结，不断推动建设信息共享机制。新冠疫

情暴发后，中国科协围绕全球抗疫大力倡

导共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组织 167 个

全国学会与 254 个对口国际科技组织建立

信息分享机制，在第 16届世界公共卫生大

会开设中国专场卫星会，推动 200 多种期

刊迅速向世界卫生组织提交授权书参与

COVID-19 数据库建设。中欧科技创新

合作发展论坛推动双方企业、科研机构共

同支持科学有序复工复产，为中欧关系发

展大局注入新内涵。 （代小佩）
（制图：杨凯 冷媚）

与254个对口国际科技组织建立信息分享机制

被子植物（有花植物）是植物界最进

化、种类最丰富的植物大类群，在现今陆地

生态系统中占据主导地位。被子植物的起

源和早期演化一直都是演化生物学中最重

要的科学问题之一。

被子植物化石在 1 亿多年前的白垩纪

地层中突然大量出现，似乎与进化论的观

点“生物演化是渐进的”相悖，达尔文对此

感到困惑不解，称之为“讨厌之谜”。

近日，南京古生物所史恭乐研究员领

衔的由中、美国际团队，在我国内蒙古发现

了一个特异埋藏的早白垩世植物化石群，

发现被子植物（有花植物）的祖先类群早在

距今约 2.5亿年前就已经出现，为解决被子

植物的起源问题提供了关键性证据。相关

研究进展于 5 月 26 日在英国《自然》（Na-

ture）杂志在线发表。

花朵的起源：世界级
科学难题之一

被子植物在现今绝大多数陆地生态系

统中都占据主导地位，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地

球生态环境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并与人类

的衣食住行密切相关。人类吃的食物，织布

所用的棉和麻，建筑所用的木材，绝大多数

都直接或间接地来自于被子植物。

“花作为被子植物的生殖器官，其起源和

演化是认识和理解被子植物起源的关键。”中

国科学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史恭乐研究

员向记者介绍道。花朵是被子植物区别于其

他植物大类群最重要的特征，要解密被子植

物的起源，必须理解花的起源和演化。

被子植物类群与苏铁目、银杏目、松柏

目、买麻藤目共同组成种子植物，其中后 4

类群胚珠受精时花粉直接进入珠孔管，也

被称为裸子植物。

既然被子植物与裸子植物有“亲缘关

系”，那么裸子植物的花朵的起源和演化能

否间接解决被子植物难题呢？

史恭乐介绍说，分子谱系学重建的种

子植物系统发育认为，现生裸子植物和被

子植物构成姊妹群，但二者在二叠纪之前

就已经分开。

“现生的种子植物很难为我们认识和

理解花的起源和演化提供参考。”史恭乐介

绍道。因此，只能在已绝灭的种子植物化

石类群中寻找被子植物的近亲和祖先类

群，这些类群中隐藏着花和被子植物的起

源和早期演化的线索。

内蒙古化石揭秘被
子植物起源之谜

2017年夏，史恭乐团队在我国内蒙古东

部的霍林河盆地发现了一个特异埋藏的早

白垩世硅化植物群（距今约 1.26亿年）。该

硅化植物化石不仅完整地保存了植物器官

的三维形态，还保存了植物体组织和细胞的

细节信息，正是古植物学研究的理想材料。

被子植物有两个特征：一是心皮，心皮

是包裹了一个或多个胚珠的雌性生殖器官；

另一个为包裹着胚珠杯状结构壳斗的一个

外组织层，它是被子植物不同于其他种子植

物的特征。研究清楚这些特征最早如何出

现，是明确被子植物起源的一个关键要素。

通过醋酸纤维膜撕片技术和先进的显

微断层扫描（CT）技术，团队重建了化石植

物的三维外观形态和内部解剖结构，并发

现已经灭绝的一类种子植物——盔籽。其

包裹种子的弯曲壳斗非常类似于被子植物

中的外珠被。

“被子植物的外珠被类似于豌豆的外

壳。”史恭乐形象地介绍。裸子植物的种子

仅有一层珠被，而被子植物的种子则具有

两层珠被，这被认为是被子植物区别于裸

子植物最重要的特征之一。

基于已发表的种子植物形态数据矩阵

和本次研究的新认识，研究团队又重新构建

了一个包括31个分类群和83个性状的形态

数据矩阵，通过不同方法的谱系发育分析均

显示，包括盔籽植物、开通植物、舌羊齿植物

等在内的，具有相似弯曲壳斗的绝灭种子植

物是被子植物的近亲，并很可能包括了被子

植物的直接祖先。而这一大类绝灭种子植

物的化石可追溯至晚二叠世，表明被子植物

的祖先类群早在距今约2.5亿年前就已经出

现，并不是在白垩纪突然出现的。

“被子类植物基干类群及其关键特征

的识别在一定程度了回答了被子植物和花

朵的起源问题。”史恭乐介绍道。同时相关

研究是中国古植物学对被子植物演化理论

认识的重要突破，为理解被子植物白垩纪

之前的演化提供了关键证据，部分回答了

达尔文的“讨厌之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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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重庆5月27日电（记者雍黎）
全球首个集成电子探针和 X光探针的多维

度多尺度表征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超

瞬态实验装置项目在西部（重庆）科学城开

工。5月27日，重庆市·四川省共建具有全国

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2021年重大项目集

中开工活动举行，此次川渝共有集中开工项

目40个，总投资1054.5亿元。

超瞬态科学是当今前瞻科学问题，也是

未来科学发展的主要引领性方向之一。超瞬

态是研究非平衡态（或亚稳态）下物质的结构、

功能及演变过程，是解决物质科学从“结构的

观察”迈向“功能的控制”的关键手段。

作为肩负原始创新重任的“科学重器”，

超瞬态实验装置是国际上首次提出两种探

针相互耦合的大科学装置，目的是充分发挥

电子探针在空间尺度、光子探针在时间尺度

的各自表征优势。重点将解决先进制造、先

进材料、新能源、电子信息等领域共性关键

技术需求，开展高温燃烧机理、3D打印、新材

料、极紫外光刻、新燃料电池、癌症早期诊断

与放疗等基础研究和产业技术融通创新。

据了解，本次共40个重大项目集中开工，

总投资1054.5亿元，其中重庆共有20个项目。

重庆首个大科学装置开建

“恩师毕生都致力于水稻杂种优势利用

研究，也一次次引领团队向着更超高产的目

标推进。从现在看，这一研究对助力粮食增

产，依然有很大潜力。下一步，我们应该持

续加强亚种间杂种优势和理想株型塑造这

两方面的基础理论研究，同时特别重视将理

论研究通过技术转化为实实在在的高产能

力。”5 月 27 日，“学习袁隆平崇高风范，把科

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报告会在袁隆平生前

工作和生活过的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举

行，会上，杂交水稻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邓

启云说。

没有特别布置的会议室，人员因“超载”

而加了足足两排塑料凳。

集体默哀、观看袁隆平作词的《我有一个

梦》MV，简单开场白后，尚未走出哀伤情绪的

他的科研“后代”们，认真严肃地聆听着报

告。除了发言者，会场再无一丝杂音。

简单朴实无华，一如袁隆平在这里工作

生活时的写照。

谈及杂交水稻，他眼
里永远都有光
“袁老师一辈子只做一件事——杂交水

稻。说起杂交水稻，他眼里永远都有光，并

且‘滔滔不绝’。因为专注执着，他才能挺过

杂交水稻科研发展过程中无数次的挫折和

失败。几十年如一日，才有了今天我国杂交

水稻技术的世界领先。作为科技工作者，我

们要学习袁老师这种‘咬定青山不放松’的

精神。”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党委书记张

德咏说。

袁隆平离世前，曾在三亚住院治疗。有

一天，张德咏去医院向他汇报工作，时间已是

晚上 9点多。尽管很晚了，但他依然和张德咏

交流了 40 多分钟，耐心细致地交代中心要抓

的重点工作。

“袁老师是我们中心的家长。他走了，我

们都很难过。我觉得，学习是对他最好的纪

念，传承是对他最好的缅怀。我们会传承先

生未竟事业，竭力做好世界粮食安全事业中

的中国担当。”

“我和袁老师相处了 12年，他每次看到我

的第一句话都是杂交水稻。他常说电脑里、

书本里都长不出水稻，要种好水稻就必须下

田。他也是这么做的。前几年他身体好的时

候，每天都下田观察水稻长势，风雨无阻。我

做栽培工作，那时候下田次数都没有他多。

这两年，由于身体原因袁老师出差次数少了，

但他经常打电话询问试验田情况，特别是水

稻快成熟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打好多个电话

来问。”中心栽培室主任李建武说。

“我们做栽培工作的经常被人调侃，‘远

看像种田的，近看像卖炭的，仔细一看是做水

稻科研的’。”李建武说起来很无奈，“栽培工

作又脏又苦又累，有时候我都想放弃。但袁

老师几十年如一日都坚持下来了，我们这点

苦算什么？现在袁老师走了，但他的精神就

是我们团队的凝聚力。再苦再累再难，我们

都会接续他的‘禾下乘凉’和‘杂交水稻覆盖

全球’梦想。”

同样感受的，还有中心研究员马国辉。

上世纪 90年代中后期，因科研经费匮乏，

从事水稻栽培工作的马国辉一度想离开。他

清楚地记得，有一天，袁隆平像往常一样去田

间“打卡”，他拉着自己坐在田边，边抽烟边跟

他说，科研要耐得住寂寞，希望他留下来继续

坚持。

此后，马国辉担任中心党委书记期间，袁

隆平依然要求他在长沙和三亚各种一丘高产

田，与中心年轻专家“PK”，不能因科研管理

工作而耽误科研。后来，马国辉退休，袁隆平

又嘱咐他“退位不退科研”。

“现在，我还在做第三代杂交稻攻关和耐

盐碱水稻配套技术研究，并有了阶段性进

展。虽然我已年过六旬，但我会像他给我起

的绰号‘马似驼’那样，像骆驼般负重前行，不

负他的期望。”

心怀天下，敢为人先，
他的科研从不“藏着掖着”

1970年，袁隆平助手在海南三亚发现“野

败”。为尽早实现杂交水稻“三系配套”，他没

有藏着掖着，将珍贵的“野败”材料分发给全

国相关协作单位。此后，全国大协作，在 1973

年迅速成功实现了杂交水稻三系配套育种，

并很快育成了“南优”等系列籼型杂交水稻高

产组合，使杂交水稻快速走向大面积生产，也

让中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生产上成功利用

水稻杂种优势的国家。

张德咏在报告中还谈及，杂交水稻在中

国大面积推广后，袁隆平带领团队积极融入

“一带一路”倡议，为近 80 个发展中国家培养

杂交水稻技术人才 14000余人。现在，全球已

有 60多个国家和地区开展了杂交水稻试验试

种和推广。

“博士毕业到现在已 20多年，我坚持应用

研究，相继选育出了中国第二、三、四期超级

稻代表性品种。我们缅怀袁老师最好的方

式，就是学习他的精神，破除‘四唯’，真正把

科技论文写在祖国大地上。我希望我们团

队，未来能像他那样，扎实推进理论突破，并

致力于将理论突破转化为技术和材料的原始

创新，助力新品种产量潜力大幅提高。”邓启

云说。

把论文写在大地上，是对袁隆平最好的悼念

时至今日，不少兰考人仍清晰地记得焦

裕禄下葬那天的场景：十里八村赶来的乡亲

们，聚在兰考县城北郊的一处沙丘下，大家胸

戴白花，眼含热泪，在寒风中久久站立……

50多年过去，兰考的变化翻天覆地。但

是，焦裕禄书记和那块土地上所发生的一

切，永远镌刻在人们的心中。

焦裕禄，1922年8月16日出生在山东省淄

博市博山县崮山乡北崮山村的一个贫苦家

庭。日伪统治时期，焦裕禄家中的生活越来越

困难。焦裕禄曾多次被日寇抓去毒打、坐牢。

后被押送到抚顺煤矿当苦工。1943年秋天，他

终于逃出虎口，到江苏宿迁给地主当长工。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焦裕禄从宿迁

回到家乡。当时他的家乡虽然还没有解放，

但是共产党已经在这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

活动。在焦裕禄的主动要求下，他当了民

兵，并参加了解放博山县城的战斗。

1946 年 1 月，焦裕禄加入中国共产党。

不久，参加区武装部工作，领导民兵坚持游

击战。之后，调到山东渤海地区参加土地改

革复查工作，曾担任组长。

解放战争后期，焦裕禄随军离开山东，来

到河南，分配到尉氏县工作，一直到 1951年。

他先后担任过副区长、区长、区委副书记、青

年团县委副书记等职。而后又先后调到青年

团陈留地委和青年团郑州地委工作，担任过

团地委宣传部部长、第二副书记等职。

1953 年 6 月，焦裕禄到洛阳矿山机器制

造厂参加工业建设，曾任车间主任、科长。

1962 年 6 月任尉氏县委书记处书记。同年

12 月，焦裕禄调到兰考县，先后任县委第二

书记、书记。

兰考县地处豫东黄河故道，是个饱受风

沙、盐碱、内涝之患的老灾区。焦裕禄踏上

兰考土地的那一年，正是这个地区遭受连续

3 年自然灾害较严重的一年，全县粮食产量

下降到历年最低水平。“吃别人嚼过的馍没

味道。”焦裕禄从到兰考第二天起，就深入基

层调查研究，在一年多的时间里，跑遍了全

县 140多个大队中的 120多个。

在带领全县人民封沙、治水、改地的斗争

中，焦裕禄身先士卒，以身作则。风沙最大的

时候，他带头去查风口，探流沙；大雨瓢泼的

时候，他带头蹚着齐腰深的洪水察看洪水流

势；风雪铺天盖地的时候，他率领干部访贫问

苦，登门为群众送救济粮款。他经常钻进农

民的草庵、牛棚，同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他

把群众同自然灾害斗争的宝贵经验，一点一

滴地集中起来，成为全县人民的共同财富，成

为全县人民战胜灾害的有力武器。

焦裕禄的心里装着全县的干部群众，唯

独没有他自己。他经常肝部痛得直不起腰、

骑不了车，即使这样，他仍然用手或硬物顶住

肝部，坚持工作、下乡，直至被强行送进医院。

1964年 5月 14日，焦裕禄被肝癌夺去了

生命，年仅 42岁。他临终前对组织上唯一的

要求，就是“把我运回兰考，埋在沙堆上。活

着我没有治好沙丘，死了也要看着你们把沙

丘治好”。1966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追认焦

裕禄同志为革命烈士。

焦裕禄去世后，一代代共产党人在兰考

接力奋斗，不仅实现了焦裕禄治好沙丘的遗

愿，更是让这片土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

化。2017 年 3 月，兰考成为河南首个脱贫摘

帽的贫困县，利用焦裕禄当年带领大家栽下

的泡桐树制作乐器、家具等，也成为兰考致

富奔小康的一项重要产业。

“保持劳动人民的本色，发扬艰苦奋斗

的精神，我立志成为像焦裕禄一样的人民公

仆……”焦裕禄纪念园里，一群又一群青年

党员面向焦裕禄的墓碑，庄严宣誓。

（新华社郑州5月27日电）

焦裕禄：生也沙丘，死也沙丘，父老生死系

在距离中国“石油工业摇篮”玉门油田

老君庙采油厂不远的玉门老城区，“玉门铁

人干部学院”教学楼庄重大气，来这里学习、

参观的人络绎不绝。

2018 年，为深入挖掘“铁人精神”，玉门

依托老城和玉门油田丰富的工业遗迹和红

色资源，建设玉门铁人干部学院。这里已成

为甘肃知名的红色教育基地。

1923年，王进喜出生于甘肃省玉门。苦

难的经历和恶劣的生存环境，练就了他刚毅

坚韧的性格。1938年，15岁的王进喜来到玉

门油矿当小工。

1950 年，王进喜通过操作考核，成为新

中国第一代钻井工人。这段时期，很多钻机

因为没有钻头而停钻，他便组织青年突击队

从废料堆里找旧钻头，擦去锈，修修配配，拼

装成可用的钻头，既为国家节省了开支，又

不耽误生产，经验在全油田推广。

1956年，王进喜加入中国共产党。1958

年，他带队创出月进尺 5009米的全国钻井纪

录。1959年，王进喜被选为全国劳动模范和

全国“工交群英会”代表，前往北京参加国庆

观礼。他看到公共汽车上背着煤气包，倍感

压力和责任。“国家都没有油用了，石油工人

还有什么资格受表扬？”他说。

1959 年 9 月，松辽盆地发现大油田的

消 息 传 来 ，王 进 喜 随 即 报 告 ，要 求 参 战 。

得 到 批 准 后 ，他 带 领 1205 钻 井 队 昼 夜 兼

程，奔赴大庆。他组织全队职工把 60 多吨

重的钻机设备化整为零，“人拉肩扛”搬运

并安装钻机。为解决供水不足，王进喜带

领工人破冰取水，“盆端桶提”运水保钻。

打第二口井时突然发生井喷，他又不顾腿

伤，带头跳进水泥浆池里用身体搅拌。经

过全队工人的奋战，终于压住了井喷，保

住了钻机和油井。

由于常年奋战一线，王进喜积劳成疾，

1970年因病医治无效逝世。

“铁人”王进喜用生命践行誓言的大无

畏精神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石油人。记者在

玉门油田采访发现，当前石油人正用实际行

动演绎着“铁人精神”的传承与坚守。

如今，王进喜奋战过的玉门油田，已经

走过 82 年开发建设历程，面临油气资源枯

竭的现状。耄耋之年的玉门油田立下原

油产量重上百万吨、建设百年油田的“双

百”之志；同时，加快建设电解水制氢项目，

加快能源转型，为保障国家能源安全继续贡

献力量。 （新华社兰州5月27日电）

王进喜：“铁人”长眠，精神永存
◎新华社记者 王铭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