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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张 强
通 讯 员 曾 涛

最美新时代革命军人

◎本报记者 乔 地 盛夏时节，一场信息化条件下的联合

作战演练在海拔 4000 多米的西部高原激

战正酣。

突然，“敌”方出动侦察机对我实施战

场侦巡，一旦得手，我方部署将被“敌”一览

无余。

情况万分紧急，时间分秒流逝。曾文

龙迅速进行判证、分析和评估……很快给

指挥所提出应对处置建议。指挥所据此周

密部署，最终“敌”目标一到达作战地域就

钻入我方布下的电磁“迷魂阵”，无功而返。

曾文龙，西部战区某保障队工程师。

几日前，他刚刚被授予“最美新时代革命军

人”称号。他说：“我的工作就是以电磁波

为武器，掌握和阻断敌人的信号，关键时刻

让敌人变成‘瞎子’‘聋子’，通过电磁压制

帮助我方克敌制胜。”

实现电子对抗保障
“开门红”

“信息化联合作战中，谁能夺取战场制

电磁权，谁就能一定程度上掌握战争主

动。”曾文龙内心深爱这个战位，更清楚肩

上的担子不轻。

2016 年 2 月 1 日，中央军委举行战区

成立大会，吹响了构建我军联合作战体系

的号角。曾文龙被任命为西部战区某保障

队业务室主任。

从军区到战区，简单两个字的变化却

蕴含着作战模式的彻底转变。战区成立

后，联合作战条件下的电子对抗保障，由以

往单一的数据保障，向提供多维综合信息

的指挥保障转变，由保障单一军种作战，向

保障多军兵种联合作战转变。

面对新的更高要求，曾文龙把“制胜联

合作战条件下的无形战场”当作目标，迈上

了能力升级、素质转型之路。

他开足马力，像海绵一样吸吮联合作

战和军兵种知识——系统梳理战区电子对

抗作战力量体系，调研摸底战区电子对抗

装备实力底数、背记相关性能参数；深入分

析研究世界经典电子战的作战特点及经验

启示，围绕未来联合作战需要破解仿真计

算、效能评估、作战协同等难题；紧盯新质

作战领域前沿攻坚克难，将大数据等最新

技术纳入研究领域。

那年，战区首次组织联合演练。筹备

阶段，曾文龙发现没有适合任务区域的基

础数据，作战计算无法展开。他立即组织

力量紧急整编、加载作战数据，像颗钢钉连

续一周“钉”在办公室，终于在正式演练前

将问题归零。演练中，他完成几十种场景

的仿真推演，创新提出 8 项作战计算指标

模型、1 项作战计算理论，实现了联合作战

指挥中电子对抗保障的“开门红”！

“谁先掌握谁就把握
了制胜先机”
“高原高寒地区是西部军人的主战场，

更是电子对抗保障力量的主阵地。”曾文龙

告诉记者。

为准确翔实地了解战场环境、感知战

场变化，曾文龙每年有一半以上的时间铆

在雪域高原。他 14 次赴高原边防执行任

务，行程 10 余万公里，翻越海拔 4000 米以

上雪山上百次，足迹踏遍了西部边防一线

最高、最远、最艰苦的点位。

以往，受地形、天气、设备等影响，采集

数据基本是“守株待兔”，有时蹲守十天半

月也一无所获。

“狡兔还三窟呢！这个地方采集不到

就换个地方，我就不信搞不定！”轮到曾文

龙负责这项工作时，他打起了“运动战”，并

优化了设备，采集数据的效率明显提升。

以往，受体制编制、成果利益等因素影

响，数据采集单打独斗、成果质量不高，难

以保障作战需求。

曾文龙借助战区联合作战指挥的优

势，想方设法推动联合作战机制落地落

实。他到厂家和部队调研，掌握不同军兵

种装备参数技术标准，打通信息共享链

路。利用训练监察时机，检查督促诸军兵

种一体筹划、一体联动，在短时间内就实

现了航天、航空和地面等多维力量的“联

合作战”。

近年来，曾文龙先后取得大量实用管

用成果，多项成果填补全军空白，为联合作

战指挥提供了有力支撑。

采访中，曾文龙说，去年的纳卡冲突让

他印象深刻，从这场战争可以一窥未来战

场，其中无人化智能化武器和电子战将占

据主导地位。

“新质作战能力已成为打开制胜之门

的秘钥，谁先掌握谁就把握了制胜先机。”

言谈间，曾文龙目光如炬，瞄着无形战场前

沿，他蓄势待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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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8月4日电（记者马爱
平）8 月的荣成，风景如画。随着机器轰鸣

声，串串牡蛎被拖上海面，送到了输送带

上，在海水的强力冲洗下，收获了干干净净

的牡蛎。“海洋牡蛎养殖也可以像收小麦一

样，实现了机械化收割。”在操作现场，山东

荣成市荣金牡蛎养殖合作社总经理闫荣金

高兴地说，“牡蛎机械化采收设备2—3人即

可完成采收生产，作业速度 8—10米/分钟，

产能 6—8 吨/小时，较人工采收提高效率

6—10倍，采收率提高到99%。”闫荣金说。

日前，山东省水产学会组织专家对“牡

蛎海上自动收获与清洁系统研发及产业化

示范”成果进行评价，并通过验收。评价专

家组一致认为，该系统为国内首创，成果整

体达到领先水平。

该平台研发团队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渔业机械仪器研究所筏式养殖机械化科技

创新团队负责人沈建介绍，在国家贝类产业

技术体系支持下，研究团队设计研制了牡蛎

吊养筏架牵引、水下提升输送、脱料、主筏架

导向、高压喷淋清洗等设备，集成研发了牡

蛎机械化采收作业平台，构建了筏式吊养牡

蛎机械化采收与清洗一体化作业系统。

“与传统人工作业方式相比，该系统生

产效率提高 10 倍，节省人工 90%，采收率

从 91%提高到 99%以上，有效解决了目前

牡蛎养殖收获生产中劳动力严重紧缺问

题。”评价专家组组长中国海洋大学水产学

院教授李琪表示，同时，与传统陆基清洗相

比，该采收设备减少了陆地污水排放，避免

了清洗用水的抽取、原料运输以及清洗后

废水的排放，实现了节能减排清洁生产；通

过降低养殖密度、采用延绳养殖新技术，构

建了牡蛎筏式宜机养殖模式；并设计建造

了牡蛎收获和清洗集成系统，实现了牡蛎

筏式养殖的机械化采捕，推动了海水养殖

机械化进程。

国内首创牡蛎机收平台“小麦式”收割将采收率提至99%

近日，云南省昆明市
启动 12至 14岁人群新冠
疫苗免费接种服务工作，
并按 21 天的间隔时间开
展 7 月 接 种 第 一 针 次 的
15—17 岁未成年人第二
针的接种工作。

图为8月4日，在昆明
市体育馆新冠疫苗接种点
内，家长带着刚接种完疫
苗的孩子前往留观区。
新华社记者 陈欣波摄

7 月 20 日前后，河南出现罕见大范围持

续降雨，造成部分地区农田积水，畜牧生产设

施冲毁，畜禽和鱼类冲失死亡。截至 8 月 2

日，全省已有 150 个县（市、区）1663 个乡镇

1453.16万人受灾；农作物成灾面积 872万亩，

绝收面积 380万亩。

连日来，该省农业农村厅、科技厅及省科

协等部门派出科技特派员等相关专家下沉田

间地头，实地查看农作物苗青、灾情及病虫害

情况，因地制宜，精准施策，全力推动灾后农

业生产恢复。

一张“明白纸”，让农
民明白洪水后怎样保秋苗
“玉米田里半米多深的水排完了，我就想

着赶紧施肥挽救。收到‘明白纸’的技术指

导，才知道一定不能碰根茎，更别说施肥了。”

8 月 1 日中午，新乡市卫滨区关堤乡柿园村村

民李久保感叹：“要不是有了这张‘明白纸’，

今年玉米肯定颗粒无收！”

“这张纸是我们结合实际情况整理出

来的农业技术防控重点列表。”关堤乡乡长

申岩说。

“大部分村民有排除田间积水的意识，

但对于专业的农田维护知识还是不掌握。”

关堤乡农业技术人员说，许多村民的自救方

式就是排除田间积水，甚至直接在根茎处施

肥，却不知道这样的做法只会让农作物受损

更加严重。

他们还通过各村广播、微信群大力宣传

秋粮作物的田间管理技术和补救措施。指导

农民对于基本绝收的地块，改种绿豆、白菜、

萝卜等生育期较短的作物；花生注意防治叶

斑病、茎腐病等病害发生，可选用三唑酮等杀

菌剂进行防治；对已退水地块要及时喷施叶

面肥；要及时划锄松土，降低土壤湿度，恢复

根系功能……

“无灾田块促增产，轻灾田块不减产，重

灾田块保成活，我们通过开展抢排、抢种、抢

管等立体式、精准式农田技术服务，农田已最

大限度减轻损失。”申岩说。

一场特殊的“田间抗
灾指导课”
“金银花叶子黄了，还落叶，咋办？”面对

种植户急切的询问，河南师范大学副教授李

建军细心指导：“要及时给金银花施叶面肥，

并添加些内吸性杀菌剂，减轻危害及病害发

生。”

另一位种植户问，强风暴雨后，金银花田

积水、植株倾斜，架子倒伏，怎么办？“可以通

过排水、中耕、扶正、叶面施肥等手段，把金银

花生产的损失降到最低。”李建军说。

8 月 1 日上午，河南师范大学科技志愿服

务队赴封丘县黄德镇贾庄村进行“科普推广

金银花良种良法优化集成配套技术”科普活

动。一看到专家，种植户们就像看到了救星，

纷纷围上来，一场“田间抗灾指导课”就地开

办。当地乡村干部说，对于遭受暴风雨侵袭

的种植农户而言，灾后技术指导给他们打了

一剂“强心针”。

洪涝灾害发生后，河南省科协及时组织

“最美科技工作者”、首席科普专家、农业专家

关键时刻冲上前，帮助农民抗灾自救，为减少

农业生产损失提供了强有力的科技支持。

早在 7 月 20 日，高级农艺师王安庆就在

“禾佳土肥”微信公众号发布“连续降雨状况

下的农作物水肥管理”技术指导意见，提醒农

户要及时采取应对措施，提前考虑解决土壤

湿度过高、积温下降、肥料淋失增多等问题，

把可能的损失降到最低。李峰研究员也带领

科研团队深入辉县食用菌大棚指导种植户开

展生产自救;苗子胜推广研究员组织农户开

沟疏渠，及时排除田间积水，减少淹水损失。

7 月 25 日，河南牧业经济学院胡华锋教

授约同河南农业大学王成章教授、河南省农

科院冯长松副研究员等，到黄河滩区苜蓿生

产企业对灾后牧草的病虫害防治、杂草控制、

肥料管理和补种重播等进行现场指导，并向

郑州丰裕农业种植有限公司赠送团队研发的

黄河滩区牧草专用肥。

从滩区回来后，还多次向受灾企业打电

话询问受灾情况和指导企业减灾复产，并及

时撰写灾后苜蓿生产技术措施和向省农业农

村厅进言献策，减轻牧草生产企业受灾损失。

河南：汛情过后 科技支撑农业生产恢复

近日，健康边疆行组委会和北京
援青指挥部通过北京援青机制，协调
首都优质医疗资源，会同青海玉树相
关部门开通了异地就医绿色通道。该
活动协调慈善基金、医院和爱心企业，
统筹解决患儿就医费用,将符合手术
条件的确诊患儿带到北京进行免费手
术治疗，实现玉树地区儿童先天性心
脏病患儿存量动态清零的目标。

右图 北京医疗专家与玉树先心
病患儿进行交流。

下图 完成治疗的青海玉树先心
病患儿。

本报记者 洪星摄

京玉携手 共献爱心

科技日报哈尔滨8月 4日电 （记者李丽
云）7 月 30 日，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

究所陈化兰院士及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邵峰

院士共同在《国家科学评论》在线发表题为

《H7N9 流感病毒通过激活 gasdermin E 介导

的肺上皮细胞焦亡引发致死性细胞因子风

暴》的研究论文，在国际上首次揭示 H7N9 感

染引发细胞因子风暴及高致死性机制，这一

发现将有助于开发针对 H7N9 病毒的特效抗

病毒药物。

H7N9 流感病毒于 2013 年在中国出现，

造 成 1560 多 人 感 染 ，对 人 的 致 死 率 接 近

40%。H7N9 患者肺部的“细胞因子风暴”与

预后不良和死亡直接相关；然而，引发细胞因

子风暴的潜在机制尚不清楚。

该研究发现 H7N9 病毒在小鼠肺中的有

效复制会激活 Gasdermin E 介导的肺泡上皮

细胞焦亡，焦亡细胞释放的内容物随后引发

细胞因子风暴。Gasdermin E 敲除的细胞被

H7N9 病毒感染后死亡方式由焦亡转变为凋

亡。更重要的是，Gasdermin E 敲除的小鼠被

致死性 H7N9病毒攻击后，可完全存活。

Gasdermin E 的激活是 H7N9 病毒诱发

肺细胞因子风暴、导致感染者死亡的关键独

特机制。这一机制的揭示不仅提高了人们对

烈性流感病毒致病机制的认知水平，更为开

发针对 H7N9 病毒的抗病毒药物打开一扇大

门，提供了新思路。

当前，甲型流感病毒在自然界广泛传播，

并继续对人类健康构成挑战。有些亚型禽流

感病毒已跨越禽—人物种屏障并感染了人

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H5N1 和 H7N9 禽流

感病毒已导致人类严重疾病和死亡，令人担

心这些禽流感病毒一旦引发人流感大流行，

可能造成灾难性后果。了解这些病毒引起的

感染发病机制将有助于抗病毒药物的开发。

H7N9病毒感染引发细胞因子风暴机制揭示

科技日报合肥8月4日电（记者吴长锋）
记者从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获悉，该校高能核

物理课题组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家实验室和

山东大学等单位的联合研究团队，首次在高

能重离子碰撞过程中观测到源自纯能量的物

质/反物质对的产生，并发现该过程中存在真

空双折射的迹象，研究成果日前发表在《物理

评论快报》上。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首任系主

任赵忠尧先生是人类物理学史上第一个发现

反物质的物理学家，并观测到正负电子对的湮

灭现象。1934年，科学家布雷特和惠勒提出这

个现象的反过程，让两个光子通过撞击结合在

一起，有可能变成物质，形成电子和正电子。

这种把光变成物质的过程是爱因斯坦质能方

程的直接反映，表明能量和质量是可以相互转

化的。长期以来，人们期望通过超强功率的激

光碰撞来观测这个过程，然而两个光子发生碰

撞的概率非常低，其所需的最低激光功率仍然

比目前功率最高的激光系统要高几个数量级。

在布雷特和惠勒提出这个反应过程时，

激光并没有被发明，他们提出可以通过加速

重离子到相对论能区并碰撞来实现光生物

质。RHIC-STAR 的研究团队利用相对论重

离子碰撞来寻找布雷特－惠勒的产生过程，

在海量数据中找到 6000 多正负电子对，通过

分析这些候选事例的配对质量和角分布以及

与理论计算的比较，证实这些正负电子对源

自布雷特－惠勒过程。更进一步，该研究团

队观测到正负电子对的角关联呈现 4 阶余弦

振荡，这是真空双折射现象的有力证据。

中国科大 STAR 研究团队，主导研制了

基于 MRPC 的飞行时间探测器，极大拓展了

STAR 实验上带电粒子的鉴别能力，在该实

验研究中发挥了关键作用。该校查王妹在实

验和理论分析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RHIC-STAR 是基于美国布鲁克海文国

家实验室相对论重离子对撞机（RHIC）上

STAR 实验的大型国际合作组，由来自 13 个

国家 67个单位的 706位科研人员组成。

我科学家首次观测到源自纯能量的物质/反物质对产生

这是一场“有味道”的活动。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近日，第六届

中国创新挑战赛（宁夏）在中卫市举办技术需

求专场对接活动，专门聚焦绿色食品产业。

绿色食品，科技先行。该活动由科技部

火炬中心和宁夏科技厅共同主办，宁夏生产

力促进中心承办，科技味浓烈。

为了深度挖掘产业技术需求，精准聚焦

技术难题，宁夏生产力促进中心和宁夏技术

转移研究院先期深入区内绿色食品企业，挖

掘技术需求 50余项。

“根腐病可以说是枸杞最大的病虫害，我

们深受困扰。”宁夏杞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副

总经理邱绚波告诉记者。

这家拥有占地1500亩标准化枸杞种植基地

的公司，在实践中遇到了“卡脖子”难题。他们在

枸杞栽培过程中发现，不管施肥还是打药，只要

某个环节做得不到位，就会导致根腐病的发生。

用邱绚波的话来说，“这是个很麻烦的问

题”，企业一直苦苦寻求解决方案。

企业想从根子上解决的技术难题还有很

多。活动主办方经过多次筛选凝练，最终确

定 25项优质技术需求，面向全国公开发布。

小杂粮精深加工与营养调控关键技术、

智能化豆类色度识别设备研究开发、亚麻籽

饼粕提取高纯亚麻木酚素研究、冷链配送保

鲜技术对鲜牛肉品质的保证、酿造食醋品质

提升及包装升级、金银花废弃物在饲料方面

的开发利用、黑小麦高产栽培技术及产品深

加工、果酒的褐变及酿制过程中功能项成分

损失……无一不是企业所需、所急、所想。

技术需求发布后，各路科研团队踊跃揭

榜，共征集到国内 15 所高校和科研院所的 24

项解决方案。

对接环节中，宁夏技术转移研究院还组织

天津科技大学、山东农业大学、北方民族大学等

高校及科研院所的专家教授分别走访了宁夏虹

桥有机食品有限公司等12家代表性企业。

最终，天津坤禾生物科技集团股份有限

公司不但揭了宁夏杞泰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的

榜，双方还达成了合作意向并现场签约。

“他们自有的技术结合我们公司的需求，

大家将一起进行实践和摸索。”邱绚波表示。

现场签约的还有宁夏拓老七粮油食品有

限公司与北方民族大学等。对此，宁夏生产

力促进中心主任赵功强称，此次活动“组织区

内外重点高校、科研院所协同创新，将推动我

区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

高质量关乎乡村振兴的全面推进和农业农村

现代化的加速发展。今年年初，宁夏确定重点发展

的九大产业，绿色食品便是其一。随后，科技厅结合

科技工作实际，制定了《自治区绿色食品产业高质量

发展科技支撑行动方案》（以下简称《方案》）。

基础较为薄弱、结构不尽合理、精深加工

产品少、产业链延伸不够……当前，宁夏绿色

食品产业发展依然制约重重。

宁夏将充分利用建设国家绿色农业发展先

行区的政策机遇，发挥特色农产品优势，以粮油

类、畜禽肉类、乳品类、葡萄酒类、枸杞类、果蔬

类为重点，开展绿色食品产业科技支撑行动。

一方面加强科技攻关，一方面加强交流

合作。《方案》指出，宁夏力争到 2025年实施科

技研发项目 50项以上，取得科技成果 50项以

上，培育各类科技型企业 60家以上，新建各类

科技创新平台及新型研发机构等 20 家以上，

引进 30名国内外知名专家来宁服务。

“我们将以研发功能食品、营养食品、保

健食品为重点方向，加快推进绿色食品产业

链现代化，研发加工一批安全优质、绿色生

态、营养健康和食药同源的新产品。”《方案》

负责推进部门、宁夏科技特派员创业指导服

务中心副主任曾明说。

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有了

“四化”加持，宁夏绿色食品产业期待一个优

势互补、互利共赢的科技发展新格局。

宁夏这场技术需求对接活动，有味道……
“十四五”开新局·破难题

◎本报记者 王迎霞
实 习 生 赵 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