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什么疑难问题要在

“家里”解决，不能把问题留

到天上去，这是我们航天人

的一贯作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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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色力量

一盏台灯，一盆打稀的浆糊，浆糊里泡一只毛刷。

取出备用纸，用手撕出一角蘸上浆糊后，把它小心地衬在古籍上破洞

的背面，再一点一点移去多余的部分——

这一套动作，王金玉已在浙江省宁波市天一阁博物院里重复了 40

多年。

天一阁建于明嘉靖年间，原为明兵部右侍郎范钦的藏书处，是中国现

存最早的私家藏书楼，现藏各类古籍近 30 万卷。历经数百年岁月剥蚀，

这些古籍不少已发黄变脆，出现断裂、破损、虫蛀，需要专业技术人员时刻

精心呵护。

1978年，16岁的王金玉供职的宁波甬剧团进行人员调整，她因此被安

排到天一阁工作。“当时还不知道古籍修复是什么，只是喜欢唱歌跳舞。”王

金玉说，但经过学习后，原本好动的她却渐渐迷上了“进入禅定状态”。

让古书再复“青春”，让典籍重现“盛颜”——王金玉说，这是“修书人”

职业最大的魅力所在。

古籍修复要先进行准备工作。修复师需要去库房调研，针对古籍破

损情况提出初步方案。古籍出库后，修复师会以材质相近、厚度略薄、颜

色宁浅毋深的原则挑选修复用的手工纸，这样的纸天一阁共有近三百种。

准备就绪，修复师会先把古籍拆解，随后清理灰尘、抹平褶皱，接着一

一修补破损之处。破洞补好后，修复师还要对书页喷水、压平，单张书页

修补完成后再统一修剪、锤平，随后才能重新装订、加封面，初步完成一项

修复任务。

静心、细心、耐心、恒心，对一名合格的修复师而言，这四个“心”缺一

不可。古籍修复，每个步骤都要十分谨慎。连续几个小时伏案而坐，只是

为了“处理好书页上的几个小洞”，是再常见不过的事。

“破损的古籍就像是‘病人’，给它们诊断祛疾，不断地激起我内心深

处的责任感和成就感，不断激起我对华夏传统历史的敬意。”王金玉说。

2018年，王金玉率团队启动天一阁馆藏 58册《复庄今乐府选》修复项

目。这套书是清代文学家姚燮编选的历代戏剧类文学作品的总集，目前

分藏于浙江图书馆、国家图书馆及天一阁。

王金玉回忆，当时这 58 册书损坏较严重，其中有 19 册根本无法翻

阅。如果书册在未来要再次出版，破破烂烂的显然不行。

“一定要和时间来个赛跑！”思来想去，王金玉在修复前暗暗下了决心。

由于存放时间过长，受潮程度不一，《复庄今乐府选》是在曾被修补过

的基础上再次破损，并时常出现同一页纸的不同部分颜色不同的情况。

为避免出现页面不平整，修补方式不统一，王金玉没有直接开始修

补，而是先将被修补上去的部分小心揭离，让最原始的破损情况呈现出

来。另外，本着修旧如旧的原则，她挑选了几种不同颜色的修补用纸，尽

可能据实还原古籍原始状态。

去年 11 月，专家组认为图书修复后厚度适当，颜色和谐，展阅平整，

项目资料完整、规范，一致同意项目通过验收。

在同事眼中，王金玉的古籍修复技艺充满着创新与匠心，总有切合实

际的新想法和新思路。

“每一本书都是不一样的，永远都有新的情况要面对，新的经验可总

结，我没有做够、学够的时候。”王金玉说。

王金玉：

给破损古籍“诊断祛疾”

每逢重大节日，在广西的一些壮瑶村寨，人们会以敲打铜鼓的方式祈

求风调雨顺、五谷丰登。而这种制造精美的铜鼓，曾一度因为制造工艺的

失传面临着传承危机。后来，在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壮族铜鼓铸造代表

性传承人韦启初等铜鼓爱好者的反复试验之下,铜鼓铸造迎来了“新生”。

记者走进韦启初位于广西环江毛南族自治县的铜鼓铸造厂，烧得火

红的锻造炉里流淌着炙热的铜水，工人们把铜水注入铜鼓模具之中。一

旁的成品展示区，数十个已经制作完成的铜鼓正在等待包装，运往各地。

“现在的产品是出来一批卖一批，很抢手。”韦启初说。

韦启初出生在一个铸造工匠家族，高祖父是清朝时期的民间铜鼓铸

造师，但到韦启初父亲这一代，家族已经转为铸造铁锅、铝盆等日常用品

为主，铜鼓铸造技艺逐渐失传。

在我国南方少数民族地区，铜鼓是颇具代表性的文物，与当地各民族

的社会、经济、文化生活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独特的铜鼓文化。20 世

纪 90年代，韦启初和父亲一起在广西、贵州等地做生意，发现当地少数民

族群众使用的铜鼓历史都在百年以上，而且数量急剧下降，铜鼓这种少数

民族文化“活化石”面临失传的风险。但对于铸造铜鼓的工艺,无任何文

献记载，也没留下任何铸造模具。

韦启初说，当时经常有群众四处打听是否有铜鼓出售，但铜鼓铸造技

艺几近失传，市面上只有少量古老的铜鼓出售，他和父亲决定自己研究铜

鼓铸造。

铜和铁、铝的特性不一样，用模具简单拼装起来的铜鼓虽然外形与传

统的铜鼓相似，但敲击时的声乐效果达不到要求。为了做到原汁原味复

制，韦启初走访了数十个还在使用铜鼓的少数民族村寨，对现存的铜鼓进

行了反复研究和试验。为筹钱购买试验用的原材料，韦启初甚至卖掉自

己的拖拉机。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经历上千次试验失败后，1997年，韦启

初利用砂模铸造法铸造出一面铜鼓。这面铜鼓无论是外观还是声乐效

果，都与传统铜鼓十分接近。

20 多年来，韦启初不断对铜鼓铸造工艺进行改良，小至 0.39 厘米微

型礼品铜鼓，大到 6.68米巨型铜鼓，这些铜鼓无论是鼓形、花纹、鼓声、质

量等都已达到民间使用要求。他的铜鼓铸造厂现有近 50名工人，年产铜

鼓达两万面，产品除了能够满足少数民族群众演奏需求，还作为艺术品走

进更多群众的生活之中。

韦启初：

让铜鼓铸造技艺迎新生

◎新华社记者 黄浩铭

这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男人帮”。

“有人说我们是修电脑的，你可要替兄弟们

‘申冤’呀。”宁夏科技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网

络技术科（以下简称网络技术科）的一名技术人

员，一见到科技日报记者就笑说着。

信息系统是支撑宁夏科技管理的地基之一，

而网络技术科技术团队则是站在幕后，为整个自

治区创新服务默默提供支撑的“螺丝钉”，为宁夏

科技管理打下了坚实的信息化“地基”。

日前，该技术团队获得 2021 年“全国工人先

锋号”荣誉称号。捧回大奖，久居幕后的“男人

帮”第一次走到了台前。

宋洪涛：拄拐杖与公司
沟通技术细节

宋洪涛算是“男人帮”里的老大哥，同事们都

叫他“涛哥”。学化学的他，最后入了计算机行，

完全出于热爱。

宋洪涛刚参加工作时，整个宁夏科技管理系

统，除了一个门户网站，便再无其他。2012 年

后，随着标准化机房扩建，科技管理信息化建设

被逐渐提上了日程。

彼时，整个自治区的科技项目申报都在线下

进行，周期长、过程繁，还存在较多人为因素。

为何不用信息化手段解决这些问题？以宋

洪涛为主要负责人的网络技术科开始谋划宁夏

科技管理信息系统。

“顶层设计要根据各个科技项目的管理办法

进行。虽然我们也参考了外地的经验，但因为业

务流程不同，没法照搬，我们只能自己从零开始

做。”宋洪涛说。

这项“烧脑”的工作持续了 3年。

2018 年 6 月，经过三期建设的宁夏科技管

理信息系统，搭建起了全域科技管理网络体

系，纵向连接国家及各市县、横向连接各科研

院所及创新主体，实现了区、市、县三级科技项

目全覆盖以及决策、咨询、执行、评价、监管一

体化管理。

宋洪涛患有严重的痛风，那几年经常拄着

拐与开发公司沟通技术细节，因此收获外号

“铁拐宋”。

截至 2020 年底，宁夏网上科技项目受理量

由 2017 年的 674 项增至 12204 项，增长了 18 倍；

成果登记由 269项增至 399项，增幅达 48%。

不久前，宋洪涛因表现出色，升任宁夏科技

发展战略和信息研究所副所长。“希望‘从零起步’

的团队精神能传给后人，一届一届这么干下去，

为全自治区科研人员做好服务。”他说。

尤振华：为“裸奔”系统
缝制衣服
“祝贺，科室在网络安全实战攻防对抗演习

中，获评优秀。”听到结果，网络技术科技术骨干

尤振华长舒一口气。

科室 6 人，两个科班出身，他就是其中之

一。正是由于这一“特殊”身份，尤振华对自己的

要求也更为严格。2017 年，他全盘接手宁夏科

技厅的网络安全工作。

“你们整个网络都是‘裸奔’的。”彼时检查人

员的这句话，让尤振华惊出一身冷汗。

用检查人员的话说，这好比一间屋子开了很

多窗子和门，主人却完全不清楚，“太吓人了”。

尤振华开始认真自查，在增加网络防护措施

的同时，还专门出了一本制度汇编。“我要给‘裸

奔’的系统，穿上我亲手缝制的衣服。”他说。

尤振华的努力没有白费。2018 年，宁夏科

技厅就荣获全区网络安全等级保护工作先进单

位称号，次年蝉联这一荣誉。

“我这人其实不太自信。第一年拿奖，总觉

得是运气；第二年又得上了，我便想，或许自己的

活儿干得真不错。”尤振华笑了起来。

去年，宁夏举行“护网 2020 网络安全实战

攻防对抗演习”，宁夏科技管理信息系统作为

被选中的 170 多个靶标之一，防守能力要接受

全面检测。

为了应战，尤振华仅防护策略就列了 200 多

条，分析报告写了 6 篇。那段时间，他基本天天

熬夜，把一张折叠行军床放在办公室。

得知获优秀防守单位的当天，尤振华给了自

己一个奖励——美美睡一觉。

谈及未来，科室负责人尤振华说，他计划把

系统的短板再补一补，为宁夏实现科技管理向创

新服务转变做更多支撑。

苏红军：追求极致不怕
推倒重来
“如果你认为网络技术科只跟电脑打交道，

那就是大错特错。”“男人帮”里的苏红军，一上来

就给记者上了一课。

苏红军说，干这一行必须要边干边学，再忙

也得挤时间“充电”。近年来，科室共承担科技项

目 20余项，在国家公开刊物发表学术论文 26篇。

最引以为荣的，是由团队领衔的国家科技支

撑计划“西部民族地区电子农务平台关键技术研

究与应用”项目，获得了 2011年宁夏科学技术进

步奖一等奖。

“很多事情看似和现在的工作无关，但技术

发展很快，你不做就没有想法，就会落后。随着

信息化应用水平越来越高、应用范围越来越广，

我们发现可做的事很多。”苏红军说。

2019 年，苏红军作为负责人承担了科技部

中央引导地方项目——宁夏科技厅数据统计分

析平台的建设工作。这是宁夏有史以来第一次

规范分析科技创新活动中产生的业务数据，从而

为科技决策提供支撑。

该平台开发之初，苏红军虽然也跑了很多业务处

室，征集了很多需求，但最终的成品与设想差距非常

大。于是，苏红军做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推倒重来。

当时，一些人对此不理解，小修小补就好，何

必把平台搭建两次？可苏红军有自己的坚持，要

做就要追求极致。“你有一个蓝图，它在开始实施

的时候很明确，但结果却偏离了最初的方向，总

不能让它别别扭扭地上线吧？”他说。

经过了试运行和最后的升级改造，去年 11

月该平台正式上线。各中艰辛，苏红军没有多

谈，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这就是我的工作，吃再多

苦也是应该的”。

创系统、造平台
“男人帮”为宁夏科技管理打下信息化“地基”

身穿白色文化衫、蓝灰色牛仔裤，半边框的

金丝眼镜后，一双眼睛不大却有光。高高瘦瘦的

赵瑞给科技日报记者留下的第一印象是：安静、

斯文。

今年 34岁的赵瑞是北京理工大学宇航学院

的副教授，参与了天问一号探测器的相关研制工

作，为它在地球搭建了一个火星大气“演练场”。

“发射当晚，我根本睡不着觉，几乎每隔一小

时就摸出手机看看。直到第二天早上 7点多，看

到成功着陆的新闻，心里的这块‘大石头’才落了

地。”赵瑞说。

5月 15日 7时 18分，天问一号探测器成功抵

达火星。广袤无垠的火星大地，终于迎来了首位

中国“访客”。自此，我国在行星探测领域进入世

界先进行列。

为了成功着陆的这一刻，无数科研人员夜以

继日、奋力攻关，赵瑞就是其中之一。他利用自

主研发的高超声速飞行器气动仿真软件，进行飞

行器力/热/噪声载荷环境预测，为我国天问一号

探测器的结构设计提供相关的气动载荷参数。

虽时隔一月有余，但赵瑞回忆起当时的情

景，仍手指微颤、激动不已。“成功着陆那天，赵老

师走路都带风。”一位学生告诉科技日报记者。

陨石降落时，常拖曳着一道耀眼的尾焰，那

是高速物体遭遇空气阻力时迸发的火花。

迄今为止，人类进行火星探测任务的成功率

还不到一半，其中大部分问题都出在探测器进入

火星大气层、下降和着陆阶段。天问一号探测器

投向火星怀抱时，就像陨石坠落一样，与火星大

气擦出“火花”。

火星与地球的距离远达 3亿公里，通信时延

接近 18 分钟。探测器要在 9 分钟内将时速从 2

万千米降低到零，且这段时间地面人员无法干

预，探测器只能靠自己。很多人用“恐怖”二字来

形容天问一号从进入火星大气到最终着陆的这

9分钟。

为了闯过“恐怖 9分钟”，探测器需要被设计

成什么结构？选用何种材料？这些问题都与其

进入火星大气层时所受到的力、热甚至噪声等因

素息息相关。赵瑞就是要模拟这一过程，为设计

探测器的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总体部门（以下

简称总体部门）提供准确参数。

这是我国首次开展火星探测任务。此前，该

领域很多相关研究，在国内都处于空白状态。当

总体部门找到赵瑞时，他不假思索接下重担，决

定勇闯“无人区”。

“我是党员，我所在的团队也有很多党员。

急难险重的活儿，党员不上谁上？”赵瑞说。

在赵瑞以往的研究中，模拟地球大气的工作

居多，却从未涉足过火星。火星大气的主要成分

是二氧化碳，与地球大气成分差别很大，火星大

气密度只有地球大气的 1%。探测器进入火星大

气时整个流场环境也与地球相差甚远，需要重新

设计针对火星大气的气动仿真软件。

代码是仿真软件的“零件”，赵瑞和团队成员

的设计工作，从打造“零件”开始。几千行的程序

代码，赵瑞与团队成员需要一行一行敲定。那段

时间，他们整日泡在实验室里，几乎天天晚上都

是过了零点才回家。

仿真软件重建后还要利用国外已有实验数

据进行验算，以验证该软件的准确性。其间，若

有一个数据对不上，就要把大部分软件参数重新

校核。改了多少遍？赵瑞已记不清了。以至于

后来，但凡是国际报道中出现过的相关重要数

据，赵瑞都烂熟于心。

最终，赵瑞所在团队创建了具有我国自主知

识产权、适合多类大气再入的通用气动分析软件。

从零起步，模拟火星大气

对赵瑞来讲，较真儿，是一种习惯。

更早之前，他曾是探月三期再入返回任务的

气动专家组成员，负责评审其他单位的相关研究

工作。

赵瑞是一个特别爱“挑刺儿”的评委。

探月返回舱以接近第二宇宙速度的高速返

习惯较真，对别人更对自己

赵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拼命三郎”，他的

“拼”，多体现在型号研制任务期间。如果没有任

务，他多会正点上下班，回家做饭、看娃。

赵瑞的爱人就职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

共同的兴趣爱好和报国情怀让两颗年轻的心紧

挨在一起。

“我俩不论谁有任务在身时，都会把这个任

务当成是家庭的一个大工程。”赵瑞说，“能够得

到她和父母的支持，我是幸运的。”

“我从小就对浩瀚的太空很着迷，小时候的

理想是做航天员，现在从事航天相关科研工作，

也算是一直在坚守航天梦。”赵瑞告诉记者，给自

己的儿子取名为赵航，航天的航。

去 年 ，赵 瑞 还 参 加 了 我 国 第 三 批 航 天 员

选拔。

第三批备选航天员中既有空军飞行员，也有

来自科研院所的航天飞行工程师，还有来自科研

单位的载荷专家。因此，近视的赵瑞有了一线希

望。无奈因长期任务压力落下的老胃病，让赵瑞

止步于第三轮体检测试。

赵瑞经常陪 6 岁的赵航搭乐高积木。有一

次，父子俩想拼一个航天飞机却怎么也拼不对。

于是，儿子吐槽道：“爸爸，你不是设计飞船的

吗？怎么连玩具都拼不好。”

好在，赵航在家里吐槽归吐槽，在外面还是

实力“护爹”的。

赵航会自豪地对同学说：“我爸爸是设计飞

船的。”儿子脸上骄傲和自豪的神情，让赵瑞高兴

不已。“自己的工作能被家人认可并引以为傲，幸

福感满满。”

傍晚，赵瑞与妻子手挽赵航漫步公园，夕阳

的余晖温柔地描摹出这个三口之家的轮廓。在

众多默默无闻的航天人、科研人中，他们或许是

最平凡不过的。然而，就是无数个这样在平凡的

岗位上兢兢业业、开拓创新的航天人，凝聚成了

一股极不平凡的中国力量，叩问苍穹、勇拓天疆。

回归家庭，是爱人也是父亲

““码码””出火星大气演练场出火星大气演练场
他帮天问一号挺过恐怖他帮天问一号挺过恐怖99分钟分钟

回地球，再入大气时存在强烈的气动加热过程，

空气会发生电离，不同的离子碰撞在一起会产生

不同的化学反应。因此，前期模拟时就要用到不

同的仿真模型。

曾有一家单位仅用了某一种仿真模型，被赵瑞

“揪住不放”，追问为何用这种，而非其他模型。直

到这家单位给出了详细原因，赵瑞才让其“过关”。

他对别人要求严苛，对自己更狠。

天问一号探测器研制期间，总体部门最初找

来三家单位“背靠背”进行气动仿真研究，要从中

选出“最优解”。

作 为 三 家 团 队 之 一 ，赵 瑞 所 在 团 队 估 算

的气动加热数据比其他单位预测的数据高出

5%。“第六感”告诉赵瑞，似乎哪里有些不对。

经过反复验算，赵瑞找出那个“自己都不确

定是否存在的问题”：某个参数设置不合适。调

整之后，气动仿真模型更适用于工程设计。最终

该方案在三个团队的方案中脱颖而出，被总体部

门采纳。

“有什么疑难问题要在‘家里’解决，不能

把问题留到天上去。”赵瑞说，这是航天人的一

贯作风。

20202020 年年 77 月月 2323
日日，，长征五号遥四运长征五号遥四运
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载火箭在中国文昌航
天发射场点火升空天发射场点火升空，，
实施我国首次火星探实施我国首次火星探
测任务测任务（（天问一号任天问一号任
务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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