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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名院士入党心声

——徐銤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他出生才3个月，父亲给他起名
“銤”——既有钱、也有米，就是希望国家能强大。1961年，他从
清华大学工程物理系毕业，进入二机部原子能研究所工作。
1970年，他参加了我国第一个快堆零功率装置——“东风六号”
的启动实验，这次实验的成功实现了我国快堆研究技术“零”的
突破。他就是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快堆第一人徐銤。扫描二
维码，聆听徐銤的入党誓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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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刘莉）6月 26日，“时

代精神耀香江”之百年中国科学家主题展在

香港国际会展中心开幕。展览以历史照片、

实物、档案数据为主要内容，将科学家精神

融汇贯穿其中，立体呈现百年来一代代中国

科学家积极投身科学救国、科技强国的生动

故事和成就。该活动由香港中联办、香港特

区政府、中国科协、紫荆文化集团主办。

图为观众在展览上近距离观看首次入
港的嫦娥五号采集的月壤。

沈尚霞摄

百年中国科学家主题展

在香港开幕

◎本报评论员

◎人民日报 任仲平

“发芽了！全部发芽了！”颜龙安激动的眼泪一下子就涌

了出来，压在心口的这块大石头可算是落了地。

1971 年 2 月，江西、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 13 个省（市、

自治区）的 50 多名农业科技人员纷纷来到袁隆平的海南岛

基地——南红农场，开始跟班学习，参与全国水稻雄性不育

系选育攻关。33 岁的颜龙安便是其中一员。在南红农场得

到珍贵的“野败”资源后，他和助手便选取了不同品种的水稻

与“野败”杂交，人工对 300 多朵颖花进行异株授粉。“我每天

要花 10 多个小时一株一株、一穗一穗地观察水稻的生长，并

记录下来。实验记录就写了 10 万字。”颜龙安说。最终，他

获得了 48 粒种子。

带着这 48 粒种子，颜龙安回到了家乡江西萍乡。阳春三

月，48粒种子带着科研人员的希望播下田，但种子下田整整一

周却毫无动静。“坏了！这很有可能是种子烂了。”颜龙安越想

越急，一夜难眠。

第8天一早，他和助手李汝广冲进试验田，怀着忐忑不安的

心情从泥里找出一粒，捏了捏，还是硬的！这说明种子是好的。

他们赶快一粒一粒小心翼翼地把其余47粒种子全部挖出来。

问题出在哪儿呢？颜龙安四处咨询，闭门思考，终于找到

了问题的症结：带有野生亲缘的杂交后代种子可能休眠期较

长，须进行变温处理，打破休眠期。于是他向当地老农请教，

用牛粪堆催芽，结果还是不行。“只能试试最‘笨’的方法了。”

颜龙安和助手将种子一粒粒洗干净，用湿润的药棉裹紧，再用

塑料袋包好，7 个组合分成 7 包，放进自己贴身的内衣口袋里，

希望能用体温助力稻种发芽。一天、两天、三天……胚尖慢慢

地鼓了起来。枕着颜龙安和科研人员的心跳声，48 粒种子似

乎读懂了他们的期盼，7 天 7 夜之后竟然齐刷刷地探出了“小

脑袋”。

借助这些发芽的种子，1972年冬，颜龙安带领团队终于育

成了“二九矮 4 号 A”和“珍汕 97A”，并开始向全国提供不育系

种子。他也成为我国首批“野败”不育系育种第一人。据农业

农村部统计，1982 年至 2003 年，以“珍汕 97”不育系配组的杂

交稻累计推广种植 18.744 亿亩，占全国种植杂交稻总面积的

47.59%，增产稻谷 1874.4亿公斤。

（下转第三版）

颜龙安颜龙安：：心窝上发芽的心窝上发芽的 4848 粒种子粒种子

6月下旬，“时代精神耀香江”主题活动在

香港启动以来，无论是航天科学家进校园，还

是百年中国科学家主题展，都深深吸引着香

港社会各界特别是香港青少年关注的目光。

一场场报告饱含的家国情怀，一件件展品蕴

含的矢志追求，都彰显震撼人心的中国科学

家精神。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科学成就离不

开精神支撑。科学家精神是科技工作者在长

期科学实践中积累的宝贵精神财富。这种精

神，以“爱国、创新、求实、奉献、协同、育人”为

主要内涵，充分体现了胸怀祖国服务人民、淡

泊名利潜心研究的优良传统，勇攀高峰敢为

人先、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时代特征，追求真

理严谨治学、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道德情操，

成为中国科学家的独特价值坐标和独有精神

特质。

回首我国百年科学发展史，也是一部科学

家精神的书写史、见证史。从两弹一星、杂交

水稻，到嫦娥探月、蛟龙探海，再到载人航天、

科技抗疫……一项项辉煌成就、一座座科技丰

碑的背后，是钱学森、邓稼先、陈景润、袁隆平、

黄大年、南仁东、钟南山等一代代科技工作者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把

自己的科学追求融入民族复兴的伟大事业中，

汇聚起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磅礴力量。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环顾世

界，国际环境错综复杂，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面

临重塑，围绕科技制高点的竞争空前激烈，科

技创新日益成为国际战略博弈的主要战场。

审视国内，我国已成为具有重要影响力的科技

大国，但关键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

有从根本上改变。推动高质量发展、实现人民

高品质生活、构建新发展格局都需要科技创新

的力量，都需要我们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也

更加需要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一代人有一代

人的精神。新时代、新征程，要激发全中国包

括港澳台在内的科技工作者，主动肩负起历

史重任，自觉践行科学家精神，把自己的科学

追求融入国家发展的伟大事业中，融入民族

复兴的伟大征程中。要在全社会营造崇尚科

学、尊重科学的氛围，充分发挥科学家先进典

型价值导向和示范引领作用，精心培育、有力

弘扬科学家精神。要更加关注青少年群体，

针对青少年身心特点和学习习惯，有针对性

地加强科学家精神的宣传教育，用科学家精

神涵养培育时代新人，让科学家精神从小就

闪耀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

让 科 学 家 精 神 闪 耀 新 征 程

新华社北京6月27日电 经中共中央批

准，“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将于 6 月 29 日上午

10 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

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首

次颁授“七一勋章”并发表重要讲话。

“七一勋章”是党内最高荣誉，以朴素、

庄重为主要设计理念，以红色、金色、白色为

主色调，使用冷压成型、花丝镶嵌、彩丝织锦

等工艺制作。章体采用党徽、五角星、旗帜、

丰碑与光芒、向日葵、大山大河、如意祥云等

元素。有别于国家勋章和国家荣誉称号奖

章的金属章链，“七一勋章”使用织物绶带，

采用向日葵、光芒、星光等元素。寓意在党

的阳光沐浴下，勋章获得者一心向党，全心

全意为人民服务，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砥砺

前行。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新华网将对颁授仪

式进行现场直播，人民网、央视网、中国网等

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和人民日报客户端、新华

社客户端、央视新闻客户端等新媒体平台同

步转播。

图为“七一勋章”。
新华社发

“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将隆重举行

6 月 26 日上午，香港国际会展中心，香港

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林郑月娥的一句话，引

起在场听众的会心一笑：香港人对探月感到

亲切，不是因为他们的行政长官名字里有“月

娥”两字，而是因为包括探月工程在内的祖国

航天事业，有香港人的参与和贡献。当天，

“时代精神耀香江”之百年中国科学家主题展

暨月壤入港揭幕仪式举行。

也许你不知道，嫦娥五号上抓取月壤的

表取采样执行装置就是由香港理工大学科研

团队参与研制、火星探测的落火监视相机也

有香港科研团队的智慧……今年是香港回归

祖国 24周年，近年来，香港与内地的科技交流

合作逐年深入。香港科技发展加速融入国家

创新体系。越来越多的香港科研人员和团队

参与到国家重大科技项目中，用他们的聪明

才智为国家的创新发展贡献力量。

“香港是国家科技建
设的一支重要力量”

去年 12 月，嫦娥五号带回 1731 克月球样

品。香港理工大学教授容启亮透露，在封装

月壤的装置上，有一个小小的香港理工大学

的标志，“它不仅代表我们研发团队，也代表

了中国航天中的‘香港力量’”。

香港科研团队多次参与祖国航天工程，

包括研制相机指引系统和表取采样执行装

置，以及提供地形测量和地貌分析。香港理

工大学吴波教授及其团队搜集大量月球遥感

数据，为嫦娥四号探月任务两个候选着陆区

制作高精确度和高解像度的地形模型。10多

年来，从“嫦娥奔月”到“天问探火”再到小行

星探测，中国航天重大工程中从不缺少香港

人的身影。

此外，国家轨道交通电气化与自动化工

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开发控制高铁

列车振动的技术，应用于京沪等高速铁路。

国家钢结构工程技术研究中心香港分中心，

建立国际钢结构工程技术平台，推动中国钢

材在国际建造业市场广泛应用。

“这足以印证香港是国家科技建设的一支

重要力量，可以承担更多国家重要的创科任

务，作出更大的贡献。”6月 23日在香港举行的

“航天科学家进校园”活动中，香港创新及科技

局局长薛永恒这样说。他介绍说香港基础科

研实力雄厚，共有 5 所全球一百强大学；设有

16 个国家重点实验室及 6 个国家工程技术研

究中心分中心；与中国科学院共建了22所联合

实验室，涵盖多个研发领域。香港的科研学者

屡获国家科学技术奖，香港的大学科研团队也

获邀参与多个国家重大科研项目。

香港科技大学副校长、中科院院士叶玉

如在 26 日的活动中介绍说，前不久她与几位

院士牵头成立了“粤港澳大湾区院士联盟”，

希望可以团结科学家的力量，共同探讨如何

进一步推动香港创科发展，为国家作出贡献。

科技日报记者从科技部了解到，目前已

有 300 余位香港科学家加入国家科技专家库

和国家科技奖励专家库，参与国家科技咨询

和重大科技项目评审等重要工作。香港科技

界也积极参与了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的

研究编制工作。

中央财政科技计划对
港开放不断深化

近些年，国家政策层面一直积极支持香

港科学家深度参与国家重大科技活动。

2018 年 5 月，科技部、财政部发布了《关

于鼓励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高

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参与中央财政科技计划

（专项、基金等）组织实施的若干规定（试行）

的通知》，支持港澳有关高校、科研机构的科

学家通过多种方式参与中央财政科技计划的

组织实施，中央财政科技计划资助港澳科研

机构的项目经费可以跨境在香港使用。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此前在接受采访时讲

到，国家重点研发计划 9个基础前沿类专项全

部对港开放申报。香港高校的科研人员可以

和内地科研人员一样，按照“一视同仁”的原

则，以项目负责人身份申报项目。2019年，两

地首次启动联合资助科研项目计划，首批项

目重点支持面向生物技术、人工智能领域的

合作。 （下转第三版）

香港科技界在国家科技自立自强中大有可为

（图片由本报记者王小龙制作）

新华社北京 6月 27日电 （记者范思
翔）27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周年活

动新闻中心在北京举办首场新闻发布会，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院长曲青山等向媒

体记者介绍新时代党史和文献工作。

“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成立以来，坚

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

为指导，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突出重点、统

筹兼顾，扎实推进党史研究、文献编辑、著

作编译等各项工作，不断开创新时代党史

和文献工作新局面。”曲青山说。

作为党的历史和理论研究的专门机

构，曲青山将近年来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

院所做的工作总结为三方面：一是深入学

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在一体推进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著作

的编辑、研究、翻译、宣传等各项工作中取

得了新成绩；二是聚焦党的历史和理论研

究主责主业，在协同推进文献编辑、著作

编译和党史宣传教育等工作中取得了新

进展；三是坚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全党党

史学习教育和“四史”宣传教育中取得了

新成就。

随后，曲青山等还围绕中国共产党百

年来的主要贡献、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在党史学习教育中参与的具体工作等内容

进行了归纳总结，回答了媒体记者提问。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活动新闻中心举办首场新闻发布会
聚焦新时代党史和文献工作

（一）广袤的中国大地上，一处处红色坐

标，见证中国共产党壮阔的世纪征程——

上海兴业路、浙江嘉兴南湖，此间曾著

星星火，到处皆闻殷殷雷。“我们党的全部

历史都是从中共一大开启的，我们走得再

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

河北平山西柏坡、北京香山，吹响进军

号角，为新中国奠基。“历史充分证明，中国

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不仅善于打破一个旧世

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

广东深圳，开山炮巨响犹在，拓荒牛砥

砺前行。“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历史上一次

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新时

期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

中国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回

顾中华民族的昨天，展示中华民族的今天，

宣示中华民族的明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

复兴是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事业，需要一代

又一代中国人共同为之努力。”

回望百年风云激荡，习近平总书记深

刻指出：“在百年接续奋斗中，党团结带领

人民开辟了伟大道路，建立了伟大功业，铸

就了伟大精神，积累了宝贵经验，创造了中

华民族发展史、人类社会进步史上令人刮

目相看的奇迹。”

山雄有脊，房固因梁。1921－2021，从

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小小红船到巍巍巨轮，

一百年前的红色火种，在革命、建设、改革

的道路上已成燎原之势，照亮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一世纪风雨兼程，九万里风鹏正举。

站在“两个一百年”的历史交汇点，习近平

总书记话语铿锵——

“中国共产党立志于中华民族千秋伟

业，百年恰是风华正茂！”

“只要我们党始终站在时代潮流最前

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

之中，就必将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这是百年非凡征程的精辟概括，更是新

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开辟未来的壮志雄心。

如同参天巨树，新芽岁岁破枝、枝干年

年伸展，百年接续奋斗展开了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的年轮，从昨天走向今天，从历史走

向未来。

（二）2021 年仲夏的首都北京，天朗气

清，惠风和畅。新落成的中国共产党历史

展览馆里，“‘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中国共

产党历史展览”全方位、全过程、全景式、史

诗般展现着中国共产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历

程。一件件文物、一幅幅图片、一个个场

景、一段段影像，穿过岁月、直抵人心。

中国人是带着八国联军攻占北京的耻

辱进入 20 世纪的。在救亡图存的艰辛探

索中，辛亥革命没有完成反帝反封建的历

史任务，北洋军阀的混战让苦难深重的中

国人民看不到出路，各种“主义”、各种“方

案”，都尝试过了，但都以失败收场。“灵台

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鲁迅的诗

句写出了无数志士仁人的爱国之情、忧国

之心。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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