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任何科学技术的进步，

都离不开综合国力和社会力

量的提升。我们这代人赶上

了好时候，国家层面和社会

企业都给予我们很多帮助，

这激励我们做出更多出色的

成果。

王晓锋
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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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追梦人

◎新华社记者 冯 源

回忆起与天文学结缘，王晓锋想起了童年的

一个夏夜。“天气炎热时，我们家会把门板拆下来

架在长条凳上，放在院子里，我和哥哥、姐姐就睡

在上面，数着头顶的繁星，我很快就能睡着。”那

时的王晓锋虽然还不知天文学为何物，但已对宇

宙有了无限想象。

高考后填报志愿，他选择了北京师范大学天

文学专业。上世纪 90年代，天文学仍属小众、冷

门的基础学科，“班上人不多，最开始有 15个人，

后来转走了 2个”。

刚上大学的新鲜劲儿还没过，王晓锋便开始

担心起毕业后能干什么，于是他给自己定下了读

研的目标。“那时，同学们周末会出去玩，但我很

焦虑，不敢去，就只能学习。”本科毕业时，班上有

两人被保研，王晓锋是其中之一。

但读了研，困难才刚刚开始。那时，北京师

范大学尚无天文观测设备，“天文学研究依靠观测

驱动，需要一手数据”。在此之前，王晓锋的师兄

师姐会被导师推荐至拥有观测设备的中国科学院

国家天文台（当时为北京天文台）进行联合培养。

但王晓锋却被导师留在了身边，焦虑再次笼罩了

他。“当时真有点着急，就想老师为什么不送我

去？”他说。

接触不到一手数据，王晓锋只能自己摸索，

“当时导师给了我几篇预印本的文章，我就自己

边看边琢磨”。王晓锋试着将文献中的数据摘取

出来，进行二次分析。“我只能用别人的数据做一

些复现的工作，但连着几次投稿国际顶级期刊均

被拒绝，反馈意见都是缺少一手数据，没有创新

发现。”王晓锋对未来的学术道路感到迷茫。

就在博士即将毕业时，一个偶然的机会，王

晓锋得知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施密特望远镜

团组招收博士后。“当时，我就想着一定要去。去

了之后，我发现他们有一些近十年的超新星爆发

前数据，这让我特别惊喜。”他说。

终于有机会获取一手观测数据，王晓锋的潜

力被彻底激发出来。凭着学术积累和数次尝试，

他提出了Ⅰa 超新星光度校准的温度方法，引起

国际同行的极大关注。而后，接连两篇重磅文章

发表于《天体物理学杂志快报》。“这在天文学领

域差不多是仅次于《自然》《科学》的期刊。我感

觉自己的人生一下子‘开挂’了。”他回忆道。

王晓锋觉得，自己终于真正迈进了科研领

域，他也明白了读博时导师对自己说过的话：在

学术研究的道路上，导师负责把你领进门，修行

好坏主要在个人。

抓住机会闯入超新星世界

◎实习记者 都 芃

◎本报记者 李丽云 实习生 王思聪

王晓锋王晓锋：：破解宇宙破解宇宙““烟花烟花””的秘密的秘密

当某些类型的恒星演化至生命末期，发生剧

烈的高能爆炸，这种现象被称作超新星。爆炸的

光芒通常可以照亮整个星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

授王晓锋将其形容为“一场宇宙的‘烟花’”。王

晓锋想象过，如果人类能够站在宇宙的边缘，将

会看到宇宙空间中此起彼伏的“烟花”绽放，而他

就是追逐“烟花”的人。

在过去的一年，利用清华大学—马化腾巡天

望远镜（TMTS），王晓锋团队在观测到的 188 个

LAMOST天区中发现了超过3700个周期短于7.5

小时的周期性变源候选体，该发现对理解恒星（双

星）演化物理以及空间引力波源等研究具有重要

意义。10月 2日，详细介绍 TMTS第一年巡天结

果的文章在线发表于《皇家天文学会月报》。

喜事接二连三。不久前，第三届“科学探索

奖”获奖名单公布，王晓锋凭借其在超新星领域

的多项开创性成果名列其中。

2004 年底，王晓锋博士后出站，来到刚刚成

立的清华大学天体物理中心。他利用一台 80厘

米天文望远镜开展超新星搜寻和后续观测研究，

并在 2005年末成功发现了 3颗新爆发的超新星，

开创了国内高校天文发现的先河。但他并未就

此止步，他想去更大的平台磨炼自己。

2006 年夏，王晓锋进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从事博士后工作，那里是国际超新星观测

研究的中心。在那里，王晓锋做出了他在超新星

领域最具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此前，根据不同的观测结果，国际天文界认为

Ⅰa型超新星的形成存在两种理论模型。他们认

为一颗普通的白矮星无法引发超新星爆发，需要

吸积周边的伴星物质或与另一颗白矮星并合，才

能达到爆炸极限。相对应，这两种不同的模型分

别被称为单简并模型和双简并模型。此外，还有

观点认为，不同的Ⅰa超新星可能源于同一个爆发

模型，观测差异是由于观测角度的不一致造成

的。此争论在学界相持不下，谁也无法说服谁，而

王晓锋则用研究结果回答了这个问题。

2008 年 ，王 晓 锋 团 队 在 研 究 爆 发 于 近 邻

M100 星系中的一颗Ⅰa 型超新星 SN2006X 时，

发现其爆炸抛射物向外扩展的速度约为 16000

千米/秒（光极大时），而普通的Ⅰa型超新星则仅

为 10000 千米/秒。王晓锋针对这一差异，立即

对大量Ⅰa 型超新星的光谱数据进行了系统研

究分析。他将Ⅰa 型超新星进一步分类为高速

与低速两种类型，并以此分类为基础，结合超新

用研究成果“裁断”学界争论

王晓锋至今记得，当他去美国加州大学伯克

利分校，看到其数十年积累的巡天数据时的那种

震撼。“差距确实很大，我们的光学天文基础相比

要弱很多。”王晓锋希望尽自己所能推动国内该

领域的研究，“我觉得自己有一些责任在里面”。

以清华大学为中心，他组织起了跨单位、跨地域

的国内时域天文学组会，希望带动更多的年轻人

投入到超新星和时域天文学研究当中。

王晓锋培养的学生范围很宽，从高中生一直

到博士生，针对不同的学生他有不同的教育方

法。“高中生不要求有什么重要的科研成果，我主

要是引导他们发现问题、思考问题，培养基本的

科研思维。”而对于研究生，王晓锋则因材施教，

“有想法的学生就给他们空间让他们自己去做，

暂时没什么好想法的就多带一下。”虽然年轻时

对当老师不感兴趣，但如今的王晓锋显然在人才

培养上颇有心得。

展望未来，王晓锋认为，要做出世界级的科

研成果，我国还需要发展通用大口径光学红外望

远镜，“至少要媲美欧美十米级的光学红外精测

望远镜”。而接下来他最期待的，莫过于预计将

在 2024 年发射的中国空间站工程巡天望远镜

（CSST）。以此为基础，王晓锋将目标瞄准了哈

勃常数的精确测量。

“美国能测量哈勃常数，是因为他们有哈勃

空间望远镜，以此能分辨出河外星系的单个天

体 。”他 说 ，有 了 CSST，我 国 也 将 具 备 此 种 能

力。“CSST 的视场比哈勃空间望远镜要大 300

倍，这有助于我们进一步精确哈勃常数，以澄清

当前的宇宙学危机问题。”

王晓锋认为，任何科学技术的进步，都离不开

综合国力和社会力量的提升。而他作为一线科研

人员，受惠于此，感受颇深。“我们这代人赶上了好

时候，国家层面和社会企业都给予我们很多帮助，

这激励我们做出更多出色的成果。”他说。

王晓锋要感谢的，还有浩瀚宇宙。“每当因为

一些琐事烦恼时，我就会抬头看看星空，和这亿

万年的宇宙相比，我们人类的那些事又算什么

呢？”他说。

王晓锋还有个愿望，他希望能用肉眼目睹一

次完整的超新星爆发。“上一次记载人类观看到

超新星还是在 1604年，下一次是什么时候，谁也

不知道。”王晓锋有足够的耐心等待，他知道，在

宇宙深处，总有“烟花”在悄悄绽放。

期待目睹完整的超新星爆发过程

在浙江自然博物院安吉馆，一副近乎完

整的中国缙云甲龙骨架化石是不少观众必看

的展品。它是目前我国南方地区发现的保存

最完整的甲龙类化石。

很难想象，在与观众见面前，它埋藏在地

层里，已经“散架”了近 1 亿年。是浙江自然

博物院的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把这头恐龙

“修”好的。

他们“修恐龙”的工作室就在京杭大运河

边上，浙江自然博物院武林馆区的地下库房

里。

目前，这个团队正在“修”另一头恐龙。

在两张工作台上，技术人员余潮河和刘安浩

各自手持气动笔，细心地在恐龙化石上打磨。

“现在做的工作就是用气动笔把围岩从

化石上剥落下来。”浙江自然博物院副研究馆

员郑文杰说。

有的恐龙死亡后，遗体被泥沙覆盖，肌肉

腐烂后留下骨骼，在漫长的岁月里，骨骼变成

化石，和它周围的沉积岩牢固地结合在一

起。郑文杰说，恐龙化石修复的主要工作，就

是要尽可能多地剥离围岩，让化石呈现出来。

“修复工作要非常细心静心，有时一节椎

体就要花上一个月的时间。”刘安浩一边和记

者讲述自己的心得，一边给化石露出的部分

涂上保护试剂。有时化石开裂了，还要在裂

缝里注入黏合剂进行加固。

“现在的工作，是室内精细修理和保护阶

段。”浙江自然博物院研究馆员金幸生说，恐

龙化石修复一般分 5 个阶段，首先是野外发

掘保护和初步修理，然后是室内精细修理和

保护，接下来要做科学研究、骨架复原和整体

复原。

“化石的野外发掘是个由粗到细的过

程。”金幸生说，“一开始可以用机器把化石外

围的大块岩石切下来，接下来就要像石匠一

样，纯手工操作，一点点去凿了。”有的时候，

化石在地层里就露出一点儿，下一步往哪个

方向挖，如何不伤到化石，靠的全是研究人员

的知识积累。

恐龙的骨架在地层里会被挤压，也会散

架，能够找到一副基本完整的恐龙骨架化石

是非常难得的，特别是恐龙头骨。金幸生说：

“很多恐龙块头大，但是脑袋特别小，骨头特别薄。而且恐龙的头骨是许

多小骨头‘拼’起来的，很容易散开。要能有一件‘龙头’出土，它绝对能去

当‘镇馆之宝’。”

在修理中国缙云甲龙化石时，郑文杰就有了这样的惊喜。“当时一

点点地把头骨从围岩中剥离出来，真是非常高兴。”他指着一台双筒显

微镜告诉记者，为了修好头骨，他们还要在显微镜下，用超声波修复笔

进行修复。

“最后大家看到的完整的恐龙骨架是用铁架子托起来的，所以化石修

复既是个动脑的活儿，又是个动手的活儿，石匠、木匠、电焊的技术都要懂

一些。”金幸生说。

中国缙云甲龙化石是 2008 年至 2014 年在浙江省缙云县壶镇陆续挖

掘出土的。从 2013 年到 2019 年，浙江自然博物院的 4 人团队花了 5 年时

间，共修复了 5 头甲龙的化石，一共有 300 多件。他们首次在浙江发现了

甲龙类恐龙尾锤化石、近乎完整的甲龙头骨化石，还同时发现了甲龙成年

和幼年个体化石。

正在修复的这头恐龙的化石，也是和中国缙云甲龙化石一起出土

的。金幸生估计，它应该是个大块头，估计有十几米长、几十吨重。“化石

从缙云运到杭州，装了两卡车。”

从 1962 年浙江首次发现恐龙化石以来，目前全省已有至少 16 个县

（市）发现了恐龙化石，且发现了 7种新的恐龙化石。同时，浙江还发现了

不少恐龙蛋化石和恐龙足迹化石。

我们为什么要保护古生物化石？两位研究人员告诉记者，古生

物化石是地质工作者研究地层的重要“路标”。而它更大的意义还

在这里——

“如果把地球的历史浓缩成一天，人类只在最后的短暂时间里‘拥有

戏份’。研究古生物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了解地球生物的演化过程，知道

人类从何而来，明白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地位。”郑文杰说。

“现在许多人都知道，恐龙灭绝的原因很可能是小行星撞击地球。研

究古生物，还可以帮助我们研究远古自然界中的巨变灾变，也许未来的人

类也会碰到灾变，现在的研究不断积累起来，会给子孙后代提供依据。”金

幸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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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又到了冯国军“南飞”的日子。

每年这个时候，这位黑龙江大学现代农业

与生态环境学院研究员冯国军都要带上他的

“宝贝”——油豆角种子，去海南南繁基地进行

种植。

“育种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我们已经在海

南育种近 30 年。”冯国军说，目前该团队利用春

季温室大棚等北方设施和海南南繁育种基地开

展“南繁北育”，一年就可完成 3个世代的育种工

作，大大提高了育种效率。

“油豆角是美食，是黑龙江人的‘乡愁’，我研

究的是油豆角的‘芯片’——种子。”冯国军向科

技日报记者介绍，他的团队已收集油豆角种质资

源近 500 份，育成新品种 21 个（其中包括黑大冠

系列油豆角新品种 11 个），申报品种保护权 6

个。目前，这些品种已推广到全国近 20 个省、

市、自治区种植，年种植面积达 50 万亩，帮助近

10万农民增产、增收。

高温棚室里苦练育种“绣花功”

“油豆角杂交授粉难度大，操作如绣花，而且

还是在高温下绣花。”谈起最初的油豆角育种，冯

国军感慨道。

传统的油豆角品种虽然口感好、品质优，但

这些品种产量低、不抗病，平均亩产仅 1000 多

斤，且局限于东北地区种植。该品种虽然很畅

销，但农民从中获益并不多。

“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要育出高产、抗病的品

种。”为攻克油豆角杂交授粉难题，那时每日清晨5

点多，冯国军就会赶到大棚进行授粉，太阳一出来

棚室温度高达30多摄氏度，冯国军用镊子给油豆

角进行人工杂交授粉，期间大气都不敢喘一下。

“油豆角是自花授粉作物，它的繁殖器官极

具保守性，龙骨瓣紧紧包着柱头，授粉时剥开花

瓣去雄非常困难，稍有不慎就会伤到柱头，使人

工授粉失败。”冯国军说，“要进行人工杂交授粉

必须选择大蕾期授粉，适于授粉的时间仅限于早

上 5时到 10时，非常有限。同时，油豆角落花、落

荚现象严重，自然座荚率不到 30%。这些因素都

造成了给油豆角进行人工授粉极其困难。”

经过成千上万次的实践，冯国军终于总结出

最有效的授粉方法，提高了油豆角授粉的成功

率，攻克了油豆角育种的第一道瓶颈。

初步建立油豆角的遗传转化体系

30 年前，冯国军刚开始搞育种时，手里的种

质资源不过几十份。“必须要拿到更多的种质资

源，才能从优中育优。”他想出了一个妙招：与东

北农业大学合作开展寒假公益活动，请家在农村

的同学代为收集油豆角种质。

就这样，仅用一个寒假，冯国军就收集到了

覆盖黑龙江各地的农家油豆角种质资源 800 多

份，经鉴定入库 300多份。

如今，冯国军的油豆角育种研究已从传统的

杂交育种升级到分子育种，迈进了新时代。

在新育种时代，冯国军团队利用新技术，已

构建出了油豆角高效再生体系，并筛选出两种再

生体系的最佳营养基配方，初步建立起油豆角的

遗传转化体系；构建出油豆角品种资源的分子指

纹图谱，可实现种质精准鉴定和品种权保护。

把油豆角变成脱贫攻坚“金豆”

2017 年，为帮助农民脱贫，黑龙江省泰来县

泰来镇宏程村第一书记钱程慕名找到冯国军。

在详细了解宏程村土壤、气候、交通及农民种植

习惯等信息后，冯国军帮助他们筛选出适宜种植

的油豆角品种，制定了栽培技术方案。同时，他

带领团队走进宏程村，入村进户、走到田间地头，

给种植户讲解种植技术。

2017 年，宏程村通过庭院种植油豆角项目

带动脱贫人口 19 户 42 人，贫困户总种植面积为

10 亩，亩均收入达 3679.6 元；2019 年带动脱贫人

口 10户 19人，建档立卡贫困户总种植面积为 5.6

亩，户均实现增收 3310元。

在宏程村，油豆角成了脱贫攻坚的“金豆子”，宏

程村成了远近闻名的“油豆村”。如今，无数个“油

豆村”出现在黑龙江省。冯国军团队用他们精心培

育的油豆角种子，带着黑土地农民脱贫奔小康。

此外，冯国军团队还通过新品种选育大大提

高了品种的适应性，打破油豆角只能在东北种植

的地域局限。

南繁北育30年
他制出高产、抗病的油豆角“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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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幸生（左）和刘安浩正在商量修复化石的思路
新华社记者 冯源摄

星爆发时其所处寄主星系的位置以及爆炸前所

在星族位置等信息，进行统计研究。王晓锋最终

发现，高速Ⅰa 型超新星与低速Ⅰa 型超新星具

有不同的本征亮度，它们也存在着完全不同的诞

生环境。而后他进一步研究发现高速Ⅰa 型超

新星的前身星具有较高的金属含量、较丰富的星

周物质以及较明显的爆炸非对称结构；而低速Ⅰ

a型超新星则没有这些特性。

这一结果从观测上完美呼应了两种理论模

型，高速Ⅰa 型超新星可能来源于单简并演化，

而低速Ⅰa 型超新星则主要来源于双简并演

化。这一成果使得寻找性质更均匀的Ⅰa 型超

新星亚类成为可能，对于超新星宇宙学应用有重

要意义。

相关成果发表后，在国际天文界引发热烈反

响。美国天文学会前主席克雷格·惠勒（Craig

Wheeler)在文章发表两天后发来邮件说：这是个

了不起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