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之前的团队，我已经

有了较为确定的科研方向

并做了一些相关工作，转换

赛道其实有一定风险。选

址可能是天文领域中最艰

苦的工作之一，像拆盲盒，

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杨帆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助理研究员

杨帆在赛什腾山杨帆在赛什腾山 张春光张春光摄摄

为了赶进度，自 2018 年起，团队成员常在半

天之内从北京飞抵冷湖再登上赛什腾山。赛什

腾山顶的含氧量仅为北京的 60%，短期内海拔的

巨大差异，让团队几乎所有人都出现了耳鸣、心

跳加速、头疼等高原反应。

好在为了方便科研，当地人员在赛什腾山为

团队成员建了一个小木屋。“自此，我们和仪器总

算有了遮风避雪的地方。”杨帆说。

“仅有的太阳能和电池要供给各类仪器设

备，小木屋内唯一的取暖设备就是羽绒服、睡袋

和棉被。”杨帆说，自己和同事常常是穿着羽绒服

再用被子裹着全身、露出脸，守着仪器过夜。

冬日夜长，是观测天象的最佳季节，但冬天

的赛什腾山，山顶温度低至零下 20 多摄氏度。

“由于低温，带上山的自热食品因加热用的水袋

结冰而无法食用。这让长期生活在北方、习惯了

冬天有暖气的我，用了很长一段时间才适应。”杨

帆回忆道。

2018 年 10 月，台址正在做基建。为了调试

设备、监测夜间视宁度，杨帆在赛什腾山住了整

整一周，他和山上进行基建的工人同吃同住。期

间，他还遇到过狐狸乞食，听到过小木屋外狼的

嚎叫声……

由于调试光学设备不能戴手套，在户外作业

十几分钟团队成员的手脚已被冻得完全失去知

觉，上下山的过程也变得更为艰辛。“冬天上山途

中积雪最深的地方，我一脚踩下去，整条腿都被没

在雪沟里，只能用手把腿使劲拔出来。”杨帆说。

◎本报记者 张 蕴

青海冷湖，一个原本因石油资源枯竭而接近

荒废的小城，最近因被选定为世界级天文观测台

址，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8月 18日，《自然》杂志发布了我国科研人员

一项关于天文观测台选址的重大科学进展。中

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团队于 2018 年 1 月在

青海冷湖地区开启天文观测台选址工作，并建成

关键台址参数测量平台。经过连续 3年的监测，

相关研究人员发现，冷湖台址完全可与国际公认

的最佳天文台址比肩。

“那 3年，我们的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给未来

望远镜找到最适合落户的家。”说这话的是杨帆，

他是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助理研究员、上述选

址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

歌里唱天上的星星一闪一闪亮晶晶，但其实

多数天体是不会闪的。“一流的天文望远镜，要能

‘看’到天上最暗的星。这不仅需要望远镜‘视力

’好，更需要极佳的视野——晴朗的夜空，而冷湖

恰恰具备这一点。”杨帆说，他和团队要做的，就

是找到冷湖的最佳观测点，“让望远镜能在此处

看到最暗的星”。

8 月 26 日，杨帆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讲

述了这 3载的选址历程。

冷湖镇，曾是我国重要的石油重镇，但随着

资源日渐枯竭，昔日的采油小城逐渐失去光彩。

不过，此地海拔高、云量低、日照充沛、降水少、交

通便利又远离城镇的光污染，布局天文大科学装

置的优势十分明显。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首席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邓李才将目光投向了冷湖。2017 年末，他

踏上了冷湖“踩点”考察路。只是冷湖究竟是不

是一个光学天文台的理想“居所”，当时谁的心里

都没有底。

“你要不要跟我去冷湖选址？”一天，邓李才

向杨帆发出邀请。这一问，打破了杨帆循规蹈矩

的科研生活。

80后杨帆是一名“院二代”，其父母均为中国

科学院科研人员，从小耳濡目染，让杨帆自幼便对

科学研究产生了浓厚兴趣。博士毕业后，杨帆来

到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从事天文研究工作。

一番思想斗争后，杨帆惜别原团队——国家

天文台红外天体物理团组，加入邓李才负责的恒

星与恒星系统团组。

“在之前的团队，我已经有了较为确定的科

研方向并做了一些相关工作，转换赛道其实有一

定风险。选址可能是天文领域中最艰苦的工作

之一，像拆盲盒，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杨帆

回忆道。

2018 年 3 月，跟随邓李才的脚步，杨帆初次

来到冷湖。

从北京乘坐飞机，直飞青海德令哈，落地后

乘车 4 小时抵达冷湖镇，再前往选址所在区域。

望着眼前茫茫戈壁滩、高耸的石山，杨帆第一次

感受到“世界屋脊”——青藏高原的魅力。

冷湖地区日照充足、降雨很少、晴夜数有保

障，确实优势明显，但在总面积 1.8万平方公里的

区域里，台址究竟该建在何处，这成了摆在他们

面前的第一道难题。

此后一个月，为找到最佳观测点位，寻址团

队科研人员踏遍了冷湖戈壁荒滩，一座比戈壁滩

平均海拔高出 1000至 1500米的“石头山”——赛

什腾山走进团队的视野。

“赛什腾山海拔 4200 米，海拔越高大气层越

薄，大气对星象观测的干扰越少，沙尘相比山下

戈壁少。我们又调取了赛什腾山区过去几十年

的卫星云量数据，发现赛什腾山作为天文台址确

实很不错。”杨帆回忆道。

“选址像拆盲盒，谁也不知道里面是什么”

锁定赛什腾山后，下一步团队要做的，就是

验证他们的判断。“我们计划在赛什腾山搭建观

测设备，并对各项天文数据进行分析。”杨帆说。

可赛什腾山的研究条件，让团队上下再次犯

了难。这里不通车、无水无电无网络，天文设备

如何搭建？施工人员如何作业？如何给运维设

备供电？

“天文望远镜以及各种大型设备，由直升机‘出

马’运输，小型设备就靠手提肩扛。登赛什腾山需3

个小时、下山需两个半小时，我们上山前需带齐一

切有可能用到的设备，否则这一天就算白来一趟。”

杨帆说，“我这辈子的山，都在这里爬完了。”

上山不易，高原反应令人反应迟缓，加之在

寒冷气候下，背负重达十余斤的逆变器、各类仪

器替换设备。每一次爬赛什腾山，都是对科研人

员体力、脑力的多重考验。

利用仪器取得观测数据后，杨帆和团队其他

成员还要将数据传回北京，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此外，监测设备还需要维修、维护，于是他开启了

冷湖、北京两点一线的生活。

“我这辈子的山，都在这里爬完了”

论文在《自然》杂志发表后，杨帆表现得很平

静。“科研失败是常事，成功只是小概率事件。冷

湖如此优越的台址有幸被我们发现，这是整个团

队坚持不懈外加幸运的结果。”他说。

这种淡然部分来自于他的家庭。作为中科

院子弟，杨帆自小在科学院大院玩耍，很早便懂

得了科研的不确定性，“有成果出炉的高光，也有

数十年无果的低谷”。

少 年 时 ，杨 帆 便 给 自 己 作 出 了 清 晰 的 规

划——考大学、读研、读博、做研究。高考后，他

报考了北京师范大学生物系和数学系，在此之

前，天文对他而言，还是个陌生的领域。

由于热门系“满员”，杨帆就服从调剂来到北

京师范大学天文系。当时，他并不知该校有天文

系，而且还是当时全国仅有的两个天文系之一。

“在中科院数学所工作的母亲曾认真问过

我，是否考虑换专业学数学，这样将来毕业选择可

能更多。不过，经过一年的基础课学习后，我对天

文学产生了浓厚兴趣。因此，我坚定告诉母亲，我

喜欢天文。这个决定，让我走到了现在。”杨帆说。

博士毕业后，杨帆顺利入职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先后从事了 LAMOST（郭守敬望远镜）

光谱巡天先导巡天输入星表设计制定工作、正式

巡天的银河系巡天部分制定输入星表以及利用

巡天数据研究银河系结构相关工作，还参与了一

些低面亮度星云的搜寻及性质研究工作。

科研之外，作为一名青年科研人员，杨帆十

分注重科研工作和生活的平衡。杨帆的爱好十

分广泛，喜欢带家人自驾游、运动健身，在他看

来，充分享受生活，才能更好地投入科研工作。

“这是整个团队坚持不懈外加幸运的结果”

踏遍冷湖戈壁踏遍冷湖戈壁
他给望远镜找到最适合的家他给望远镜找到最适合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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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记者 熊 丰

周一有约

◎本报记者 龙跃梅 通讯员 李诚斌

身处浓烟滚滚的爆炸和放火重特大案件现场，以赤胆忠心挺身而出、

逆行向前；在痕迹物证、仪器试剂陪伴中挥洒热血，让疑难物证拨云见日、

悬案积案起死回生……

从警 36 年来，他先后完成 400 多起重特大爆炸和放火案件的现场勘

验工作，开展 2000 多起案件的检验鉴定工作，研究建立了一系列爆炸和

放火物证检验鉴定方法，使我国爆炸、纵火案件的物证检验技术达到国际

先进水平。

对党忠诚，不负从警誓言，这就是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公安部物证鉴

定中心涉爆案件侦查技术处处长、警务技术二级总监孙玉友毕生的选择。

执着追求“警察梦”

1963 年，孙玉友出生在吉林省公主岭市。18 岁那年，他以优异的成

绩考上了兰州大学化学系。

“我很喜欢自己所学的专业，但心中一直有一个‘警察梦’。”1985 年

大学毕业时，公安部物证鉴定中心需要引进鉴定方面的专业人才，学校便

推荐了品学兼优的孙玉友。

第一次跟着同事到爆炸案件现场，刚参加工作的孙玉友从没见过如

此惨烈的场面。

偌大的废墟，血肉模糊的尸体，弥漫的浓浓血腥味……看着同事们一

个个镇定自若、有条不紊地投入到现场勘查中，孙玉友鼓起勇气投入工作。

当勘查到一堆零乱的杂物旁边时，一具被炸裂的尸体映入眼帘，他终

于没忍住吐了出来。“习惯就好了！”同事朝他投来鼓励的微笑。

“我想知道我们在实验室能破案吗？”孙玉友曾心存疑惑。“小孙啊，你

可别小看实验室的工作，我们负责勘查现场，提取相关检材，通过鉴定后

确定与案件的关系，为办案提供侦查方向或作为证明犯罪的证据。”当时

的鉴定中心领导亲切地对他说。

逐渐地，孙玉友被身边前辈和同事们献身刑事技术的忘我精神感染

和折服。他一头扎进实验室，分析在现场提取的微量物证，确定和排除与

案件相关的元素。一有现场，他就主动请缨，珍惜每一次与专家一起出勘

现场的机会，认真地记录和总结参与办理的每一起案件。

“有权威刑侦专家前辈在身边率先垂范和指导，他们是我成长路上的标

杆，不仅让我看到了自身的差距，也让我确定了人生努力的方向。”孙玉友说。

在废墟中还原真相

“对于刑事技术警察来说，案发就是号令，现场就是战场。在一些爆

炸和火灾现场，尽管浓烟滚滚，小爆炸时有发生，但是为了尽快查明事实

真相，我们不能害怕、不能后退，只有逆行向前。”孙玉友的话语铿锵有力。

2008 年 1 月，深圳宝安区一制衣厂突然起火，造成 7 名女工死亡，另

有 2 名被烧伤。案件发生后，深圳警方通过现场勘查，提取到大量物证，

但都无法证实起火的原因，紧急向公安部求助。

案发第 4天，孙玉友赴深圳对现场进行复勘，因火灾面积大加上救火

时被大量水冲洗，现场遭到严重破坏。他弯着腰，在现场反复勘验了一整

天，却没发现可疑物证。

天色渐渐暗淡下来，他站起来伸了伸蹲得麻木肿胀的双腿，盯着这个被

烧得面目全非的现场，陷入了沉思：是圈定的范围错了？还是关键物证被水

冲洗掉了？凭着多年积累的工作经验，孙玉友坚信，它们就藏在某个角落里。

第二天一早，他便来到现场。用手中的小铲子一点点拨开地面和平

台上燃烧后堆积的残渣，当寻觅到一楼楼梯口倒数第三级台阶时，他的目

光盯住了台阶外沿所钉木条的细小缝隙中几粒光亮的小碎粒。

他小心地用镊子将其一一夹取出来放在物证袋里，这是几粒玻璃碎

渣。经过与周围被震裂破碎的玻璃门窗碎片进行比对，发现两者的材质

有所区别，他判定这几粒玻璃碎渣是外来品。

孙玉友兴奋地带上这些材质去检验鉴定，认定这是酒精瓶底部的玻

璃碎片。制衣厂是不用酒精的，这些材质从何而来？孙玉友大胆推测这

是一起携带酒精到现场实施纵火的案件。

深圳警方以此为方向，通过缜密侦查，很快锁定并抓获了犯罪嫌疑人。

凭着敏锐的观察力、严谨的分析力，孙玉友先后破获多起纵火重特大

案件。他还将实战中遇到的有关爆炸、纵火及枪弹残留物检验方面的难

题转化为科研课题，取得了丰硕成果。

无悔的忠肝义胆

作为公安部特邀刑侦专家和应急管理部的火灾调查专家，在调查重

特大爆炸和火灾案件时总能看到孙玉友的身影，而完成这两类工作任务

却要面对多项特殊困难。

一方面，爆炸现场有可能存在着未爆炸弹、有毒有害气体、被炸建筑

物随时倒塌的危险。另一方面，由于爆炸和火场高温的巨大破坏，加上后

期灭火救援，造成很多有价值的痕迹物证灭失，使得现场勘验变得十分复

杂和困难。

“总有人问我，是什么让你在这么艰苦和危险的岗位上一直坚守？我

的回答是，源于我对党和人民的无限忠诚，对公安事业的无限热爱，对专

业技术的不懈追求。”

面对这些困难和挑战，孙玉友说，我们始终坚持向科技创新要战斗

力，注重把各种新技术、新方法用在实际案件中，如现场快速检验技术、人

工智能技术、大数据技术等，都取得了良好效果。

泡在实验室，是孙玉友工作的常态，随时赶赴现场不知归期更是常

态。36年来，他从来没有完整休过一次年假，更没有好好陪过家人。

“我现在再也不轻易提休假和陪家人出游的事了，他们也习惯了我的

长期缺席。”提起家人，孙玉友总是很愧疚。

经过一代又一代民警的不懈努力，我国刑事技术已经实现了从原来

“老三样”——一把手电筒、一台显微镜、一个勘查箱，向拥有 DNA、电子

物证、视频侦查等一系列新技术手段的跨越。

“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刑事技术警察，我将继续战斗在打击爆炸、涉火

犯罪的最前沿，始终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必胜，把自己的一腔热

血奉献给党和人民的事业。”孙玉友说。

孙玉友：

在灰烬废墟中寻迹觅凶

“我国人口老龄化日益明显，老龄人口健康

和医疗问题给家庭与社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

加强与人体衰老相关的慢性疾病的防治势在必

行。”一见面，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研究员

谢黎炜便给记者上了一课。

不少人觉得，人岁数大了，身体肯定会每况

愈下。“老年人生理机能的退化不可阻止，但我

们希望利用微生物技术，让人们衰老的速度慢

一点、再慢一点，最终实现‘健康老龄化’。”谢

黎炜说。

近日，谢黎炜团队在国际学术期刊《恶病质

杂志》上发表了研究论文。该研究首次报道了

衰老骨骼肌 Tfr1-Slc39a14 的功能转化可促进

骨骼肌铁离子吸收、蓄积并诱发骨骼肌铁死亡

的发生。

因参加创新大赛与生物结缘

1984 年，谢黎炜出生在陕西西安。小时候，

谢黎炜最大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科学家。

和生物结缘，源于谢黎炜上高中时参加中

学生创新大赛。当时，他从新闻报道中得知全

世界科学家对艾滋病束手无策，于是他发挥想

象力，写出了自己的“治疗方案”：用基因编辑

手段将艾滋病病毒（HIV）基因组序列从人类基

因组中“剪”下来。

自此，谢黎炜开始利用课余时间，翻阅大量

有关基因编辑技术的书。遇到不懂的问题，他会

询问自己的高中生物老师，在这位老师的引导

下，谢黎炜越来越痴迷于生物研究。

然而，一心想研究生物的谢黎炜，大学却与

生物专业失之交臂。由于发挥失常，他的高考成

绩不理想，未能进入自己理想大学学习生物专

业，而被调剂到了自动化专业。

虽然没能学生物学专业，但谢黎炜并未就此

放弃。大学 4年期间，他几乎将学校图书馆里所

有与生命科学有关的书都看了个遍。

通过不懈努力，谢黎炜在大四上半学期收到

了 4所美国高校发来的录取通知书。2007年，谢

黎炜选择到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攻读

生物学学士学位，就此开始了长达 10 年的海外

求学之旅。

每天“泡”实验室超过12小时

“作为一位科研人员，我始终不会忘记踏出

国门那一刻的雄心壮志。”谢黎炜说。为了能在

留学期间学到更多东西，他想尽办法“榨干”每一

分、每一秒。

读博时，由于使用实验室的人员较多，大家

在上班时间一起做实验，设备就会不够用。几次

下来，谢黎炜发现，上午 11 点之后，很多人去吃

午饭，实验室人就少了；下午 5 点以后大家就陆

续回家了，实验室也没多少人。

于是，每天上午 11 点前，谢黎炜就吃完午

饭，然后来到实验室开始做实验。而后，近一个

半小时的时间，实验室里没有其他人，他可以专

心做试验。另外，下午 5 点到凌晨 1 点，这段时

间实验室也没什么人，他就抓住这块“黄金时

间”做实验。

“这样我每天就有约 8 个小时的实验时间，

而且只有我 1个人在做实验，能够最大程度地保

证工作效率。”谢黎炜说。

留学期间，他先后在 5个实验室，跟了 6位不

同的导师学习，接触到了来自美国、加拿大、印度

等国的老师。

“择其善者而从之。”他认为，每个导师都有

自己的工作方式和方法，要学习他们的长处，补

自己的短板。

获得博士学位后，谢黎炜分别在美国密歇根

大学医学院和乔治亚大学分子医药中心从事博

士后研究。那 4年期间，他共发表高水平学术论

文 12篇，并且获得一项美国新药专利。

“那时，我几乎每天工作 12至 15小时。回国

前，我都在不断奔跑，能跑多快就跑多快。”谢黎

炜说，在美留学的每一天，他都在和时间赛跑。

按照心中理想建起团队

在海外生活学习 10 年后，2017 年谢黎炜决

定回国。经过慎重选择，2017 年 8 月，谢黎炜加

入广东省科学院微生物研究所，组建了肠道微生

态与健康研究团队，研究总体方向为肠道微生态

和代谢疾病。

新的工作、新的开始，谢黎炜踏上了新的赛

道。“从成为团队负责人的那一刻起，我就下决

心，一定要建一支符合自己理想的团队。”他说。

“在选择团队成员时，我会给他一定的压力，

一定数量的课题，看看他成长能力如何。一个月

之后他可以选择我，我也可以选择他，双向选

择。”谢黎炜说。

回国 4 年，谢黎炜团队围绕运动、能量代谢

与疾病的干预治疗等研究方向取得了丰硕的成

果，在国际期刊发表了多篇高质量论文。

“我和团队一直在向前奔跑，其中的酸甜苦

辣都是珍贵的记忆。科研没有止境，我们还在不

停地奔跑，想看看最前面的风景。”谢黎炜说。

谢黎炜：用微生物技术按下衰老“慢进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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