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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文
老照片里的“两弹一星”故事

——马背上的找矿队

1955年1月15日，一块“开业之石”拉开了我国核工业发展
的大幕。

为了开展铀资源的勘查和开发工作，起初根据中苏两国政
府协定，采取联合找矿方式，1955年，我国组建了两支铀矿专业
地质勘探队伍，分别是中南三〇九队和新疆五一九队，意在用地
质科学研究和勘探技术手段摸清我国铀矿的基本情况。

扫描二维码，了解马背上的找矿队故事。 （记者陈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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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发现与创新

◎龙跃梅

河北省最北端，一弯深深的绿色镶嵌于

坝上高原，这里就是塞罕坝机械林场。

8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省塞

罕坝机械林场，察看林场生态建设，听取河北

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和林场管

护情况介绍。

4年前，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机械林场

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称赞塞罕坝

机械林场是“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一个生动

范例，铸就了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

的塞罕坝精神”，号召“全党全社会坚持绿色

发展理念，弘扬塞罕坝精神，持之以恒推进生

态文明建设”。

59年来，这里从昔日飞鸟不栖的荒原，变

成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一片人工林——总经营

面积 140 万亩，其中有林地面积 115 万亩，森

林覆盖率达到 82%。

风过沙留，涵蓄降水，清流绵绵，塞罕坝

林场百万亩人工森林牢牢钉在北方风沙的

前缘。这里是滦河、辽河两大水系的发源地

之一，每年为京津地区输送净水 1.37 亿立方

米、释放氧气 55 万吨，是守卫京津的重要生

态屏障。

荒原染绿是自然科学命题，也是塞罕

坝人创造的精神奇迹。建场以来，国家累

计投资 18 亿元，现在林场资产总价值达到

206 亿元，经济收入由建场之初的年不足 10

万元增加到 1.6 亿元，林场自身实现了从无

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贫到富的同

时，职工的收入也明显增加，年均收入近 10

万元。林场通过生态建设将绿水青山变成

金山银山，带动区域协调发展，辐射带动近

4 万人受益。

（下转第三版）

筑 牢 京 津 冀 生 态 安 全 屏 障
——河北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见闻

塞罕坝林场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

迹，用实际行动诠释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

山的理念，以鲜活案例折射出——端好绿饭

碗，就是端上了金饭碗——这一真知灼见。

“建设生态文明，关系人民福祉，关乎民

族未来。”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

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生态环境保护，把生

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

一体总体布局，明确提出大力推进生态文明

建设，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

中央指引高瞻远瞩，河北实践熠熠生

辉。近年来，河北省委、省政府认真践行绿水

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坚定不移走生态优

先、绿色发展之路，全省生态质量和环境发生

历史性新变化。河北 2020 年 PM2.5 平均浓度

44.8 微克/立方米，比上年下降 10.8%，被生态

环境部考核评价为优秀等次，全面超额完成

“十三五”目标任务。

端牢绿饭碗，就有金饭碗。上半年，高新技

术产业增加值增速快于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增

速10.5个百分点；锂离子电池增长52.6%，太阳

能电池增长34.3%。同时，财政收入较快增长，

上半年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14.1%。

建设生态文明是千年大计，功在当代，利

在千秋。我们要把这条路走好，坚定不移沿

着生态文明之路扎实走下去，久久为功。我

们还要把这条路走“巧”，不断为生态文明建

设注入科技创新元素，清除路上的荆棘，让生

态文明之路更宽敞、更顺畅。

生态绿饭碗 就是硬核金饭碗

首都北京向北行驶400多公里，有一弯

“深绿”，像一只展开双翅的雄鹰，紧紧扼守内

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南缘，与河北承德、张家

口等地的茂密森林连成一体，筑起一道绿色

长城，成为京津冀和华北地区的风沙屏障、

水源卫士。这，就是塞罕坝机械林场。

8 月 23 日，习近平总书记来到河北省

塞罕坝机械林场月亮山，察看林场自然风

貌，听取河北统筹推进山水林田湖草沙系

统治理和林场管护情况介绍，看望护林

员。随后，习近平来到尚海纪念林，实地察

看林木长势，了解林场弘扬塞罕坝精神、推

动高质量发展等情况。

从茫茫荒原到莽莽林海，塞罕坝的绿

水青山见证着半个多世纪的沧桑巨变、改

地换天。

营造出世界上面积
最大的人工林

很难想象，20 世纪 50 年代的塞罕坝，

草木不见，黄沙弥漫，风起沙涌，肆虐地扑

向北京城。

三代人，59 年。“几代塞罕坝人以‘为

京津阻沙源保水源’为己任，驰而不息修复

生态，成功营造出了世界上面积最大的人

工林。相当于为每 3个中国人种下 1棵树，

创造出生态文明建设范例。”河北省塞罕坝

机械林场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程顺告诉科

技日报记者，“与建场初期相比，林场林地

面积由 24 万亩增加到 115.1 万亩，林木蓄

积量由 33.6万立方米增加到 1036.8万立方

米，森林覆盖率由 11.4%提高到 82%，单位

面积的林木蓄积量达到了全国人工林平均

水平的 2.76 倍，成为守卫京津的重要生态

屏障。”

据中国林科院评估，林场的百万亩人

工林海每年可产出物质产品和生态服务总

价值为 155.9 亿元；每年可为滦河、辽河涵

养水源、净化水质 2.84亿立方米；每年可固

定二氧化碳 86.03 万吨，释放氧气 59.84 万

吨，近十年与建场初十年相比，塞罕坝及周

边地区年均无霜期增加 12天，年均降水量

增加 69毫米，大风日数减少 30天。

2017 年 8 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塞罕坝

林场建设者感人事迹作出重要指示指出：

“55 年来，河北塞罕坝林场的建设者们听

从党的召唤，在‘黄沙遮天日，飞鸟无栖树’

的荒漠沙地上艰苦奋斗、甘于奉献，创造了

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用实际行动诠释

了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铸就了

牢记使命、艰苦创业、绿色发展的塞罕坝精

神。他们的事迹感人至深，是推进生态文

明建设的一个生动范例。”

（下转第二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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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讯（记者矫阳）8月 23日，国产

“深江 1号”泥水平衡盾构机在长沙下线。盾

构机全长 130 米，总重量 3300 吨，开挖直径

13.42米，将用于粤港澳大湾区重大交通基础

设施项目——新建深圳至江门高铁珠江口隧

道工程。

“深江 1号”是首台用于高铁海底隧道施

工的国产盾构机，刀盘上涂装“醒狮”元素，凸

显广东地域文化特色，由中铁十四局和中国

铁建重工集团联合研制，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采用了多项世界首创技术。

用于施工的珠江口隧道位于东莞、广州之

间的珠江入海口，全长13.69公里，海域段长约

11.05公里，盾构区间最大埋深 106米，最大水

压力1.06兆帕，为目前中国最大埋深、最大水压

海底隧道，为深江高铁重点控制工程。“在超高

水压环境下海底换刀，对盾构机性能提出了很

高的要求。”中铁十四局项目负责人李兵说。

珠江口隧道属于复合地层超高水压长距

离隧道，地质条件极端复杂，环境敏感点多，

周边环境水腐蚀性较为严重，盾构机在掘进

中要安全穿越多条断裂破碎带、基岩凸起及

软硬不均等多种复合地层。“完成掘进任务

后，盾构机于洞内原位解体，并确保盾构机完

好率。”李兵说，此工法属国内首创，对拆机与

运输都是新的挑战。

针对工程超高水压、超硬岩地层、连续穿

越断裂破碎带、海水腐蚀性强等海域隧道施

工难点，研制团队在刀盘结构、刀具类型、驱

动密封、盾壳设计、环流出渣、耐压耐腐蚀等

各方面都进行了针对性研究与设计，最终研

制出了这款“深江 1号”。

深江高铁位于粤港澳大湾区中心，正线

全长 116.12 公里，设计时速 250 公里，珠江口

隧道设计时速 200 公里，是全国“八纵八横”

高速铁路网沿海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

首台用于高铁海底隧道国产盾构机下线

科技日报北京 8月 24日电 （记者刘
艳）记者从世界 5G 大会组委会获悉，延期

举办的 2021 世界 5G 大会将于 8 月 31 日—

9月 2日重启举办，开幕式将于 8月 31日在

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亦创国际会展中心举

行，8 月 30 日组委会将举办“会前会”。当

前各项工作已重启，大会各论坛及展览活

动遵照原定会议流程。

2021 世 界 5G 大 会 由 北 京 市 人 民 政

府、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科学技术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共同主办。作为全球首个

5G 领域的国际盛会，世界 5G 大会见证并

助力了 5G从加速建设、深化应用到融合发

展的进程，已成为推动全球 5G产业发展和

应用场景创新的重要交流平台。

以“5G 深耕，共融共生”为主题，2021

世界 5G大会将继续搭建 5G领域国际交流

合作及产业链协同创新的桥梁，构筑 5G深

耕行业的展示及推广平台，助力打造 5G与

其他行业领域共融共生，蓬勃发展的良好

局面。

2021 世界 5G 大会由论坛、展览展示、

5G 应用设计揭榜赛等组成。开幕式、主论

坛、11 场主题论坛组成的各会议论坛将勾

勒出 5G 全面落地消费市场及行业领域的

全场景进展，重点诠释热点垂直行业与通

信行业的深化协同。

大会期间推出的 5G十大应用案例，既

为 5G 深耕行业典型场景“复盘”，也为 5G

应用落地提供了样本。

和大会同期举办的展览展示，将全面呈

现5G全产业链的技术进步和产品创新，5G

在各行业的优秀落地案例亦将集中展出。

8 月 4 日，世界 5G 大会组委会发布通

知，为进一步从严从紧做好首都疫情防控

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

原定 2021 年 8 月 6 日—8 日举办的 2021 世

界 5G大会延期举行。

2021世界5G大会8月31日重启

“在 2019年的生物样本中，一些国家报告

了新冠病毒的踪迹。”世界卫生组织在不久前

发表的声明中表示，下一阶段研究应包括对

2019 年各国潜在病例的排查，比如世卫组织

已经与意大利开展合作。

世卫组织为什么会呼吁各国努力在 2019

年的病例里“翻故纸堆”呢？

因为不少国家在这些病例中都检出了新

冠病毒，而且都早于武汉！比如世卫组织在

声明中特别提到的意大利，实锤就不止一个！

意大利：在2019年 10
月前后已有一波感染高峰

2020 年初意大利新冠病毒传播之快、确

诊病例增长速度之快、本土病例出现之早，都

让当地的科学家怀疑新冠病毒至少几个月前

就形成了当地的传播，只是未被发现。

例如，意大利 2020 年 1 月底就进入紧急

状态、并采取防控措施，可 20 天后，意大利北

部的疫情仍旧突然开始快速扩散。

可见，新冠病毒早前隐秘流行，被当成其

他病诊治了。最开始感染艾滋病病毒被当作

患上卡波西氏肉瘤，感染脊髓灰质炎病毒被

视作先天残疾……

学者们从其他类型患者的保留样本中推

进新冠病毒溯源。2020 年 11 月，《肿瘤杂志》

刊登了意大利国家肿瘤研究中心学者的研究

《意想不到！意大利大流行前检测出新冠病

毒抗体》，研究人员在保留的肺癌患者血液样

本中，找到了新冠病毒的抗体。

更令人信服的是，在与活病毒的中和实

验中，有多个 2019 年 10 月的抗体显示出了消

灭活病毒的能力。

研究者还对阳性患者的感染趋势和分

布 区 域 做 了 分 析 ，数 据 显 示 ，在 2019 年 10

月前后意大利已经有一波感染高峰，超过

十分之一的样本显示了感染初期的抗体。

显示阳性的患者大部分来自意大利的伦巴

第大区，这与意大利疫情最严重的区域吻

合。

有可能由于发表杂志影响因子不高，也

有可能人们难以改变先入为主的观点，这项

研究在当时没有受到足够的重视，因而没有

起到病毒溯源“里程碑”的作用。

（下转第二版）

多项研究显示：意大利新冠病毒流行早于武汉

追寻总书记足迹 践行生态文明思想

◎通 讯 员 周贵连
本报记者 刘廉君

8月 24日 19时 15分，我国在
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用长征二号丙
运载火箭/远征一号 S 遥二上面
级，成功将融合试验卫星 01/02星
送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
成功。

新华社发（汪江波摄）

融合试验卫星

01/02星成功发射

“当前，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

新征程已经开启，西藏发展也站在了新的历

史起点上，只要跟中国共产党走、坚定走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同心协力，加强民族团

结，我们就一定能够如期实现第二个百年奋

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今年 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西藏考察时指出。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就民族工作作出一系列重大决策部

署，推动我国民族团结进步事业取得了新的

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一次次到民族地

区调研，一次次同各族群众面对面交流。在

雪域高原、天山南北，在祖国北疆、西南边陲，

都留下了总书记的坚实足迹和深深牵挂。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民族团结进步的重要

论述，立意高远，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对于做

好新形势下的民族工作，加快民族地区发展、

促进各族群众共同富裕，构筑各民族共有精

神家园、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凝聚起共

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磅礴力量，具有

十分重要的指导意义。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
国家，民族团结是各族人
民的生命线

我们伟大的祖国，幅员辽阔，文明悠久，

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们留给我们的丰厚

遗产，也是我国发展的巨大优势。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国五十六个民族

是历史形成的客观存在，是不以人的意志为

转移的存在。我国少数民族有一亿多人，处

理好民族关系始终是国家政治生活极为重要

的内容。多民族、多文化恰恰是我国的一大

特色，也是我国发展的一个重要动力。我们

伟大的祖国是五十六个民族共同开发的，中

华民族的未来也要靠五十六个民族共同来开

创。”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

族迎来了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同时，面

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我们更要团结一致、凝

聚力量，确保中国发展的巨轮胜利前进。

2013 年 3 月 17 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

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指出：

“实现中国梦必须凝聚中国力量。这就是中

国各族人民大团结的力量。中国梦是民族的

梦，也是每个中国人的梦。只要我们紧密团

结，万众一心，为实现共同梦想而奋斗，实现

梦想的力量就无比强大，我们每个人为实现

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全国

各族人民一定要牢记使命，心往一处想，劲往

一处使，用 13 亿人的智慧和力量汇集起不可

战胜的磅礴力量。”

2014年 3月 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全

国政协十二届二次会议少数民族界委员联组

会时强调：“国家的统一，人民的团结，国内各

民族的团结，这是我们的事业必定要胜利的

基本保证。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关系，最根

本的是要坚持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推动

民族互助，促进民族和谐。我们要坚持各民

族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主题，深入

开展民族团结宣传教育，牢固树立汉族离不

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

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思想观念，打牢民族

团结的思想基础。” （下转第六版）

共 享 民 族 复 兴 的 伟 大 荣 光
—— 习 近 平 总 书 记 关 于 民 族 团 结 进 步 重 要 论 述 综 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