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奋斗百年路 启航新征程
·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

最新发现与创新

近期，一场极端暴雨，对河南多地市政、

交通、水利基础设施造成严重损害。仅郑州，

就约有长达 2500公里的道路需要进行排查和

快速处治。

为此，中国工程院院士、河南省科协特邀

顾问王复明通过“工程医院”平台向国内有关

单位发出倡议，希望能组织志愿检测队伍支

援郑州。目前已有中国中铁、中国电建、中国

水电、河南水利勘测院等省内外 13家单位，组

织了 31 支志愿队伍来郑。其中道路检测队

12 支，管道检测队 6 支、桥梁及隧道检测队 7

支，水库及堤防检测队 6支。

一场暴雨为何能给城市道路等基础设施

带来如此严重的损坏？

王复明表示，地下管网等地下设施是城

市的“生命线”，但又是隐蔽工程，其安全运维

普遍受到忽视。

很多城市地下管网的规划建设存在“先

天不足”，运行维护又“后天失养”，老旧的管

道发生渗漏、腐蚀、开裂、沉降后，如果得不到

及时处治，日积月累，渗漏水的淘蚀就会造成

管道周围土体松散、脱空，“由里及表”逐渐发

展，最后“积病成险”，一旦遭遇暴雨，就容易

导致道路塌陷事件发生。

“工程设施与人类似，人有‘生老病死’，

工程设施也有‘生老病险’。因此，工程设施

需要体检、需要养护，有‘病’要及时诊治，有

险要尽快排除。”王复明说，一直以来，地下设

施的检测修复技术发展缓慢，人才培养严重

不足，已成为新型城镇化发展亟待破解的“瓶

颈”问题。基于从事基础设施检测修复和应

急抢险几十年的实践，他逐步萌生了给基础

设施搭建“工程医院”平台的想法。

据悉，2017 年 11 月王复明创建的国内外

第一个“工程医院”在郑州成立。通过这一极

具原创性的创新平台，收集了国内基础设施

病害的各种“疑难杂症”案例，汇聚了大批行

业内的高端专家和专业团队，为基础设施病

害检测诊断与修复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技

术、产品及人才支撑，仅仅三年多时间，就在

国内迅速扩大到了 50多家分院。

在这次水灾救援中，“工程医院”展现出强大

的行业影响力，倡议发出后一呼百应，汇聚了一

支实力强劲的专业救援力量。王复明表示，这对

于探索形成“工程医院”服务城市基础设施安全

维护功能和模式，是一次难得的“实战”考验。

“当务之急，是让这支力量积极参与到对

郑州等地道路设施的全面排查中去，来一次

大体检，把多年积累的尚未出现坍塌的地下

隐患尽快处治，防止道路塌陷伤人事故。”王

复明说。汇聚力量办大事，集中优势办好事。

下一步，“工程医院”还将针对水利、交通

及人防工程管理部门的需求，组织更多的志

愿单位和专家，对河南省各地灾区的地铁、隧

道、公路、桥梁、堤坝、水库进行排查，根据轻

重缓急制定“对症施治”方案，供政府决策实

施，尽快消除安全隐患。

院士领衔，河南对洪灾后道路进行安全“大体检”

8 月 12 日，自然旗下的学术期刊《科学报

告》在线发表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

类研究所等单位研究人员关于新疆早白垩世

翼龙动物群中恐龙化石的最新研究成果。研

究人员对之前在新疆下白垩统地层中发现的

三件恐龙化石进行了研究，依据其中两件保

存较好的化石的特征，他们建立了两个恐龙

新属新种：中国丝路巨龙和新疆哈密巨龙。

“这是新疆下白垩统地层中首次报道的

多孔椎龙类恐龙，也是哈密翼龙动物群非翼

龙类脊椎动物的首次报道。”论文第一作者兼

共同通讯作者、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汪筱

林强调，中国丝路巨龙和新疆哈密巨龙的研

究增加了哈密翼龙动物群的多样性，同时也

增加了我国早白垩世蜥脚类恐龙的多样性。

新恐龙被命名为中国
丝路巨龙与新疆哈密巨龙

这次报道的三件恐龙化石发现于新疆哈

密吐哈盆地下白垩统吐谷鲁群胜金口组，都

属于蜥脚类恐龙中的多孔椎龙类，其生活时

代距今约 1.3亿—1.2亿年前。

由于化石长期暴露于极干旱强风沙的戈

壁地区，地表风化极其严重，三件标本仅残留

了部分表面破碎的椎体，抢救性采集后，技术

人员对尚埋藏在岩石中没有暴露地表的另一

侧进行了科学修理。

修理后显示，三件标本分别为 6节关联的

颈椎及颈肋、7节关联的尾椎和一段破碎的荐

椎，其中前两件标本分别命名了中国丝路巨

龙和新疆哈密巨龙。

“名称来源于化石产地以及这类恐龙巨

大的体型，代表了化石在中国新疆哈密发现，

哈密又是‘一带一路’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

镇，以此来纪念自古以来中国连通世界的伟

大的丝绸之路。”汪筱林说。

多孔椎龙类是蜥脚类恐龙巨龙形类中的

一支，生存于侏罗纪晚期至白垩纪晚期，其化

石在全球各大陆都有发现。“多孔椎龙类大多

体型庞大，如发现于阿根廷的阿根廷龙体长

就超过 30米。”汪筱林解释道。

2006 年以来，汪筱林领导的中科院古脊

椎所哈密科考队连续十多年在哈密戈壁进行

科考工作，发现了罕见的哈密翼龙动物群，这

一地区已经成为世界上分布面积最大和最富

集的翼龙化石产地，上亿数量级的翼龙曾经

在这里繁衍生息，是名副其实的翼龙伊甸园，

目前这里已经成为哈密翼龙—雅丹国家地质

公园，正在积极推进翼龙遗址博物馆的建设。

汪筱林说，此次研究的蜥脚类恐龙是哈

密翼龙动物群中首次发现的非翼龙类脊椎动

物，均产自于哈密翼龙化石的相当地层。

系统发育分析确认新
恐龙的分类位置

中国丝路巨龙保存了 6 节关联在一起的

较完整的颈椎，6节颈椎的总长度约 3米，是我

国山东蒙阴发现的体长约 15米的早白垩世师

氏盘足龙对应颈椎平均长度的近2倍。研究人

员保守估计中国丝路巨龙的体长超过20米。

汪筱林说，与中国丝路巨龙保存在一起

的还有一残破的哈密翼龙下颌，说明这些大

型的巨龙类恐龙与哈密翼龙共同生活在白垩

纪的天空和陆地。

新疆哈密巨龙保存了7节关联在一起的尾

椎，单个尾椎长度从210—320毫米不等，是蒙古

国发现的体长约12米的晚白垩世后凹尾龙对应

尾椎平均长度的约1.5倍。研究人员保守估计新

疆哈密巨龙的体长约为17米。 （下转第二版）

命名两个恐龙新属种 新疆哈密首次发现恐龙“巨无霸”

科技日报讯（记者陈曦 通讯员焦德芳）
日前，天津大学化工学院张雷教授团队和天

津医科大学口腔医院张旭教授团队合作，设

计出一种新型光敏剂——两性离子修饰的亲

水性卟啉，应用于光动力牙科治疗策略中，可

有效清除牙冠上 95%的变形链球菌生物膜。

该项研究成果发表于国际权威期刊《先进功

能材料》。

据介绍，香烟、有色食物和饮料的摄入都

会导致牙齿污染变色。受污染的牙齿为细菌

滋生提供了营养，大量细菌在牙齿上聚集、增

殖形成生物膜，从而又导致了牙菌斑、牙釉质

脱矿、龋齿和牙周炎等。而且这种生物膜一

旦形成就非常难以清除。

目前，光动力疗法是一种新型化学漂白

技术，其原理为：光敏剂在分子氧存在的情况

下被光激发产生活性氧。治疗过程中可以通

过精准调节光源、光敏剂位置和时间，实现“按

需生产”活性氧，避免对正常组织造成损伤。

原卟啉是光动力治疗中最常见的光敏剂，

但原卟啉难溶于水，这严重限制了其产生活性

氧的能力。张雷教授团队独辟蹊径，设计了一

种两性离子修饰的亲水性卟啉。由于两性离

子基团的高度亲水性，被修饰的原卟啉的水溶

性显著增强。实验结果显示，由于其合理的电

子供受体结构以及避免了分子聚集，使用这种

亲水光敏剂实施光动力治疗，活性氧产率提高

至原来的8倍。被咖啡、茶水、葡萄汁、蓝莓汁

染色的牙齿均实现了无损美白，牙冠上95%的

变形链球菌生物膜被有效清除。

据张雷教授介绍，“应用了新型光敏剂的

光动力牙科治疗策略具有无损牙齿美白和根

除生物膜的双重功效。可为牙齿美白，以及

预防和治疗生物膜诱发的牙菌斑、牙釉质脱

矿、龋齿、牙周炎等疾病提供更便捷、安全、有

效的方法。”

新型“亲水”光敏剂让牙齿美白除菌更高效

“作为长期跟踪美国社会和文化的学者，

我对 2020年以来，美国在阶层、种族、地区、代

际各方面的社会撕裂和不同的文化认同产生

的各种冲突感到很难受。”谈到美国的抗疫真

相时，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社会文化研究

室副主任魏南枝感叹，3500多万人感染，61多

万人因此丧生，“这是巨大的人道主义危机。”

在魏南枝看来，美国抗疫失败背后更让

人深思的是美式民主的真实性与代表性。“美

国的疫情防控从一开始就沦为了党派斗争的

牺牲品，美国的政党政治利益高于民众的生

命利益。”她说，疫情期间，美国救股市不救人

命，政治和经济寡头们对美式民主政治运行

的实际影响力已经远远超过中产阶级和底层

民众，美式民主日益退化为一种受特殊利益

操纵的讨价还价的寡头政治制度。

“一切为了资本，是美国抗疫失败的根本

所在，也是美式民主的代表性正在日益退化

的原因所在。”魏南枝说。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应急中心监

测预警与风险评估室副主任涂文校表示，美

国宣扬自己“抗疫第一”令人很不理解。“全球

有识的科学家、美国政治专业人士，甚至包括

美国部分前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去年就

已经纷纷指责美国抗疫存在的问题。”他说，

美国抗疫不尊重科学、领导层信息混乱，让美

国人民无所适从，也抵消了很多防疫的努力。

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

院副研究员汤蓓认为，美国抗疫失败更深层

的原因是其卫生安全理念的局限性、狭隘性。

汤蓓分析，美国很早就把传染性疾病问题

写进国家战略报告当中，其很多做法也被世界

各国所效仿，但美国一直有个根深蒂固的看

法，即其威胁是来自海外，更准确一点说是来

自发展中国家。所以，“在整个卫生体系设计

中，美国总是片面地对发展中国家设置很多要

求、义务和责任，并且要去监督、排名，甚至‘点

名批评’。”她说，而对于本国发生的问题，往往

采取“灯下黑”的态度，没有办法去反思。

“一个不负责任的、不受国际社会约束的

美国对整个国际社会是一个真正的威胁。”汤

蓓说，在全球化时代，任何一个国家的抗疫失

败都会有全球影响，但是美国国内国际两种

霸权决定了其失败造成的影响更加严重。

“这次的疫情是个警钟，美国的失败实际

正在将人类拖向深渊，国际社会对此要有非

常清醒的认识。”汤蓓说。

汤蓓最后强调，全球公共卫生不能成为有利

可图的商业模式，不能成为国际政治斗争的牺牲

品。“中国主张的是一种美好生活的政治观，我们

希望看到全球真正形成一个卫生健康共同体，人

类社会变成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她说。

“传染病无国界，需要全人类团结一致、共

同应对才能将其危害降低到最低水平。”涂文校

呼吁，针对每一次突发公共卫生事件，都要客观

回顾事件发生前、发生过程中和发生后的准备

和应对得失，总结好的经验加以传承、失败的教

训进行避免和改正，避免未来重蹈覆辙。

魏南枝猜测，8 月 24 日是拜登政府将提

供有关新冠病毒起源调查报告的截止日期，

估计拜登政府在这段时间会推出各种各样所

谓的报告、溯源证人等，“如果说甩锅、推责能

解决问题，美国因为新冠肺炎而毙亡的数字

绝不会高达 61万。”她说。

魏南枝认为，在世界卫生组织的调查已

经给出结论的情况下，美国反复推责，是反科

学的，更是美国以自己利益为主导的霸权逻

辑的再次表现。

“我们现在应对的是全球公共卫生危机，

美国应该做的事情是什么呢？承担起应该承

担的对内对外的两层责任，促进全球抗疫合

作，让这场历史上罕见的全球卫生公共危机

赶快结束。”魏南枝说。

专家学者谈美国抗疫真相——

美国应承担起对内对外的两层责任 促进全球抗疫合作
东 京 奥 运 会 期 间 ，“ 太 空 出 差 三 人

组”——航天员聂海胜、刘伯明、汤洪波从

空间站发回视频，对参加奥运会的体育健

儿表达了祝福。随后，多位中国体育代表

团成员通过视频方式感谢航天员们在太空

中的关注，并表示载人航天精神也一直激

励着他们。

2003 年，航天英雄杨利伟乘坐神舟五

号飞船完成飞天壮举。是年 11 月 7 日，胡

锦涛在庆祝我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圆满成

功大会上指出，伟大的事业孕育伟大的精

神。在长期的奋斗中，我国航天工作者不

仅创造了非凡的业绩，而且铸就了“特别能

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

献”的载人航天精神。

中科院院士、中国航天科技集团科技

委主任包为民表示，载人航天是世界高新

科技中最具挑战性的领域之一。我国载人

航天工程在起步晚、基础弱、技术门槛高的

情况下启动，仅用 20多年就敲开了建设空

间站的大门。这不仅是航天技术快速发展

的成果，更依赖于一种强大的精神动力，这

就是广大航天人在夜以继日的“攀高峰”

“啃骨头”过程中铸就的载人航天精神。

横空出世背后的艰辛

1958 年，一群年轻人准备去莫斯科航

空学院学习。大部分人获得批准，只有一

位未能如愿。因为他是研究导弹总体技术

的，苏联拒绝接受他。

这名年轻人叫戚发轫。后来他成了钱

学森的学生，并接过钱老的衣钵成为中国

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1992 年 9 月 21 日，

中央决策实施载人航天工程，59 岁的戚发

轫被任命为神舟飞船总设计师。

我国航天事业起步晚、基础薄，相比美

俄有着数十年的差距，中国载人航天工程

该走怎样的发展道路？工程首任总设计师

王永志说：“我们要横空出世，一起步就要

赶超到位。”

科技人员将赶超目标锁定在俄罗斯

“联盟-TM”飞船上。这是当时世界最先

进的载人飞船，性能优越、技术成熟。

回想起艰苦攻关的岁月，戚发轫说：

“我们白天做晚上做，星期天星期六也做，

过年过节也做。”说得轻描淡写，背后的艰

辛谁能想象？

1996 年，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准备试

制神舟飞船相关产品，为了赶上任务的进

度，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王连友所在

班组需要在 10 天内完成飞船金属壳体的

组合加工。当时，专为此次任务引进的设

备刚组建好，外方技术人员认为中国工人

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掌握设备操作能力，加

工大型复杂产品。然而，王连友和工友们

24 小时吃住在机床边，硬是抢在节点前完

成了加工任务。

面对一系列全新领域和尖端课题，航

天人啃下一个个硬骨头，获得了一大批具

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核心技术，使我国在一

些重要技术领域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神舟飞船自设计之初就采用了当时国

际 上 最 先 进 的 三 舱 设 计 ，同 时 针 对“ 联

盟-TM”飞船的缺点进行了改进和重大技

术创新。这样的成果让俄罗斯专家赞叹不

已。

勇于跨越创造中国奇迹

随着中国载人航天工程不断推进，飞

行任务不再是神舟飞船的“独角戏”，而开

始了神舟、天宫的“双人舞”。其中，天宫一

号目标飞行器的登场，实现了我国一次重

大技术跨越。

2011 年 9 月 29 日傍晚，我国载人航天

工程总设计师周建平望着酒泉卫星发射中

心的发射塔架，内心并不平静。

按照我国载人航天工程“三步走”战略

部署中原本的计划安排，此次发射本来不

在计划之列。

对于以空间交会对接为核心任务的载

人航天工程第二阶段，我国最初方案是将

神舟飞船轨道舱改造后留轨飞行，作为目

标飞行器与后续神舟飞船进行无人、有人

空间交会对接。相比航天大国早期交会对

接的试验方法，该方案已向前迈进了一大

步，并且技术风险较小。 （下转第三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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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8月12日电 国务院新闻

办公室 12 日发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

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

白皮书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中国共

产党和中国政府为增进人民福祉、提高全体

人民人权保障水平、实现国家现代化而实施

的一项重大国家发展战略。中国全面建成

小康社会，夯实了人权基础，丰富了人权内

涵，拓宽了人权视野，意味着人权的全面发

展和全民共享，谱写了中国人权事业的新篇

章，创造了人类尊重和保障人权的奇迹。

白皮书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开辟

人权事业新境界，消除绝对贫困实现基本

生活水准权，以发展促人权增进经济社会

文化权利，实行良法善治维护公民权利政

治权利，促进社会公平保障特定群体权益。

白皮书说，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

近五分之一。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是

世界人权事业发展史上的重要里程碑。中

国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伟大进程中，所

创造的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成功做法和经

验，为增进人类福祉贡献了中国智慧、提供

了中国方案。

白皮书指出，人权保障没有最好，只有

更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奠定了中国人

权发展进步的新起点。在全面建设社会主

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将把

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

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继续带领全体人

民为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和更高水平

的人权而奋斗。中国必将为世界人权事业

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中国人权事业发展的光辉篇章》白皮书

◎本报记者 陆成宽

◎本报记者 乔 地

8 月 12 日，为降低交叉感染风
险，北京南站引进了智能雾化消毒机
器人，通过简单设置即可实现自主消
毒，加大消毒频率，对候车区、站台、
卫生间等部位由每 4 小时消毒一次
调整至每2小时消毒一次。

右图 雾化消毒机器人在消毒区
域工作。

下图 保洁人员在对站台进行消
毒。 本报记者 周维海摄

消毒机器人

亮相北京南站

◎本报记者 操秀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