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父亲叫‘背头’，母亲叫‘阿珍’，它们的孩子叫‘米粒’。”杨有山指着

远方树梢上正在觅食的天行长臂猿说。长臂猿的警惕性高，在树冠悠荡、

跳跃速度非常快，跟踪监测难度很大。

杨有山是云南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赧亢管护站的

一名护林员，主要负责跟踪监测生活在该区域的天行长臂猿。“我们开展

跟踪监测时，要对天行长臂猿的活动范围、取食、排便等情况详细记录，连

它们吃什么果子和树叶、吃了多久也要记下来。”杨有山说。

天行长臂猿（也称高黎贡白眉长臂猿）是唯一一种由中国科学家命名

的类人猿，为国家一级重点保护动物，在国内种群数量不足 150 只，仅分

布于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等狭小区域。

杨有山跟踪监测这个长臂猿家庭已 12 年。对他和其他护林员的出

现，长臂猿已习以为常。“有时候我们在观察和记录，它们在树上淡定地吃

东西，或者自由悠荡。”他说。

由于长期跟踪监测，杨有山对天行长臂猿的生活习性有了深入了解。

“它们晚上睡在树杈上，清晨醒来之后，稍微挪一挪位置，就开始排便。”

前几年，科研人员在赧亢管护站开展天行长臂猿研究时，杨有山和同

事承担了一件特别基础而又重要的工作——捡长臂猿粪便。“我们戴着口

罩和手套，只捡 9 点前长臂猿拉的粪便。”杨有山说，2017 年的一天，一位

同事在工作时，脑袋被长臂猿刚拉的粪便砸中，逗乐了在场的护林员。

此后，每逢给学生开展自然教育时，杨有山都会讲“猿粪到头”这个故

事，往往能让大家开怀一笑。

“多年观察下来，感觉长臂猿家庭中‘老婆’的家庭地位更高，比如，移

动的路线一般都是跟着母猿走，理毛的时候，大多是‘背头’为‘阿珍’服

务。”杨有山说，它们的饮食也荤素搭配，除了吃果子和树叶，偶尔还会掏

鸟蛋，抓小鸟和蜥蜴吃。

“陪伴”天行长臂猿这么多年，杨有山最难忘的是监测到“米粒”的出

生。“2012年 12月 19日，那天我们刚好在跟踪长臂猿，‘阿珍’在树杈上待

了一个半小时左右，出来的时候，它的肚子下面就挂着一只小猿。”杨有山

说，刚出生时，小猿全身的毛都是白的，大概 70天后，毛色由白转黑。

保山市林业和草原局副局长蔺汝涛说，天行长臂猿实行“一夫一妻”

制，母猿平均每隔 3 年产 1 胎，怀孕期约为 7 个月，这也是其繁育率低、种

群数量少的原因之一。

近年来，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进一步强化对天行

长臂猿的保护工作，采取定猿、定人、定群的“三定”形式进行监测，保护区

还建了近 5000公顷的生物走廊带，改善了野生动物的栖息地质量。

高黎贡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山管护局副局长张富有说，现在，保护

区内天行长臂猿的数量比较稳定。截至 2020年底，保护区中共生活着 18

群 50只天行长臂猿。

“护林员这份工作，辛苦是肯定的，但我还是觉得和大自然有缘，所以

一干就是 12年。”杨有山说，“跟长臂猿处了这么多年，已经把它们当成自

己的孩子一样了，希望未来有更多新成员加入。”

杨有山：

把长臂猿当成自己的孩子

◎占 康 本报记者 付毅飞 何 亮
目前，新一代“飞天”舱外服的功能性能通过了空间站三次

出舱活动的考验，确保了航天员在轨出舱活动任务的顺利实

施。服装的适体性也已获得出舱航天员们的好评，他们一致认

为，进行适体性优化后的舱外服活动性更好、舒适性更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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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E O P L E

5责任编辑 许 茜

2021年 11月 22日 星期一
w w w . s t d a i l y . c o m

周一有约

◎新华社记者 姚 兵 张 雯

11月 7日晚，我国航天员翟志刚和王亚平身

穿新一代“飞天”舱外服行走太空，王亚平由此迈

出了中国女性航天员太空行走的第一步。

新一代“飞天”舱外服的一项突出特点，是

对软结构（即上下肢）进行了优化设计。在神

舟十二号任务中展示的前两套舱外服是对上

肢进行了适体性优化设计，此次任务中王亚平

所穿的舱外服对下肢也进行了适体性优化，更

适合体型瘦小的航天员。此外，新一代舱外服

还对手套进行了分型设计，王亚平在本次出舱

活动中使用的舱外服手套就是为女航天员定

制的 XS 号。

这项创新成果出自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

中心舱外航天服研制团队之手。他们在新一

代“飞天”舱外服出厂前的数月，顺利完成了优

化改造任务，让航天员们披上“飞天”战袍漫步

太空。

摆脱臃肿、笨重，让舱外活动更自如……这

是航天员心中理想的舱外服标准，也是设计师们

的研制目标。

2020年 2月，航天员在穿着水下服进行试验

后反馈，舱外服存在偏大、操作不便等问题。这

让设计师们坐不住了，开始设计适体性优化方案

并进行论证。

经过 9轮的反复修改，适体性优化方案终于

通过。2020年 3月底，上级拍板要启动舱外服软

结构适体性优化项目。这一消息让设计师们欢

欣鼓舞，但是研制时间由数年缩减为数月。

在产品研制之初，相关领导作出了一个大胆

的决定，把一群 30 岁出头的年轻设计师推向研

制舞台，承担软结构——上下肢和手套的适体性

优化设计，他们大都是首次参加型号任务。

进行上下肢的优化升级，就是将舱外航天

服臂展和下肢各缩短 10 厘米。这听起来容易、

做起来难，减尺寸的同时，还要保证航天服关

节部位的灵活性、让阻力矩更优化，设计难度

颇大。

航天员进行舱外活动主要靠上肢和手，而后

是下肢。依据需求的迫切程度，团队成员按照上

肢、手套和下肢的顺序进行交付。

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团队立下了军令状，

把任务量化到天，每天采取日报制。

每日对着电脑上的日报表挨个打卡，如果出

现“拦路虎”，也一定要在当天加班加点拿下，上

肢设计师冉倩干起活儿来雷厉风行。

“决不让问题过夜，延误后续时间！”凭着这

股子劲儿，冉倩提前了一个月通过评审。

手套的交付时间虽然略晚，但是手套设计

师尚坤的压力并不小。毕竟人的手型和手指

宽窄长短各异，要保证每个人都穿戴合适，真

是件难事。

既要针对原有的 S、M、L 三种型号的指叉贴

合度和虎口张开角度进行优化设计，还要将使用

人群多的 M 号细分为 M-1和 M-2型，此外还要

针对女性航天员新增 XS号。

XS 号手套设计，团队以前没有积累过相关

研制经验，只能从零起步，手套设计师尚坤负责

开垦这块“处女地”。首先要重新打造手模，当时

正赶上疫情，不能跟厂家面对面交流，只能通过

视频进行远程沟通，这给工作增加了难度。但尚

坤凭着过人的耐力，把 XS 号手套图纸一点点给

“拼”了出来。

下肢设计师刘东岳身兼多职，经常晚上加班

加点和备岗白立春一起接着干活。

下肢组件体积大，优化涉及尺寸数据多，尤

新锐设计师直面优化挑战

图 纸 设 计 定 型 后 ，如 何 把 二 维 图 形 变 成

三维，最终制作成实物？这就是服装车间的

活 儿—— 每个人的体型和手的尺寸都不同，要

让所有航天员都试穿戴满意，才是终极目标。

这次攻关任务时间紧、压力大，车间派来一

对工龄 20年左右的夫妻骨干齐上阵。

娇小秀气的妻子苏军燕是工艺设计师，负责

制板。一把直尺、一支铅笔和一个剪刀，在她一

双芊芊玉手的摆弄下，就把设计师的平面图形转

化成一片片或大或小、形状各异的样板裁片。

每张薄薄的裁片上画满了尺寸，被打上一个

个小孔，折上层层小褶，做好详细标记，再用袋子

精心分装好，送往她的爱人——缝纫组组长杨金

兴那儿。

杨金兴干的活可谓是“指尖上的艺术”。

宽敞的缝纫车间里，摆放着一排排缝纫机，

杨金兴埋头坐在桌前，手间飞针走线，挑、拈、

提……一系列动作，如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他

眼珠子瞪得老大，丝毫不敢分神，这个东北汉

子像呵护孩子一样地照料着他指尖的作品。因

为他手上的作品价值不菲，容不得丁点失误。

杨金兴出手的产品看不出手缝的痕迹，针脚

和机缝的一样。除此以外，杨金兴还将缝好的限

制层和外面的热防护层及里面的气密层进行粘

接、缝合和组装。光一个单品，图纸有一百多页，

工序就有数百道。

夫妻俩在工作上也是一对好搭档，工艺设计

和加工两道工序本来就是相辅相成，两人经常一

起交流心得，相互给出建议。由于两人配合默

契，设计和加工并行，极大提高了工作效率。

那时，苏军燕傍晚常在样板间内加班，9 岁

的女儿在一旁做作业，对门的杨金兴也在伏案

工作。

为了赶任务节点，他们两口子也是“白加黑”

地干，节假日也不例外。每天晚上，苏军燕九点

半下班带女儿回家，杨金兴十一点半再回家，每

日如是。

在这样的工作强度下，产品修改的迭代周期

非常短，从设计修改到加工成品，从以前的一个

月缩短到一周。

夫妻档默契配合大幅缩短工期

一个人，在一个空旷的测试间，面对测试台

上的一个缓缓转动的上肢结构试验件，盯着显示

屏上连续跳动的数字……每天重复做两三千次

这样的测试，连续 20余天，从早到晚。这就是上

下肢测试员白立春的工作常态。

产品定型后，要经历性能和寿命测试，测试

产品的关节活动性、气密性、重量、外形尺寸等方

面，每件产品要经过数万次的测试。

这是一件极其枯燥单调的活儿。用白立春

的话说，“这非常熬人。如果没有信念支撑下去，

真是很难坚持”。

如果说上下肢的测试是个熬人的活，那手套

的测试就是个既熬人还消耗体力的活。

手套放在测试箱里充上压，模拟太空环境。

测试操作员要把整只胳膊塞进测试箱，戴上手

套，体验抓握和腕部转动效果。充上 40 千帕大

气压的手套，像个膨胀的面包，每次抓握和转动

都不那么轻松，胳膊还要一直架着。

据手套测试员刘少杰说，一天这样做数千次

下来，手都会水肿。

这支团队的终极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为了

航天员能穿上更合适的舱外服、更自由地飞翔。

目前，新一代“飞天”舱外服的功能性能通

过了空间站三次出舱活动的考验，确保了航天

员在轨出舱活动任务的顺利实施。服装的适体

性也已获得出舱航天员们的好评，他们一致认

为，进行适体性优化后的舱外服活动性更好、

舒适性更佳。

靠信念支撑完成“熬人”测试

““神十三神十三””航天员出舱航天员出舱““感觉良好感觉良好””
离不开他们打造的离不开他们打造的““飞天飞天””战袍战袍

◎安 强 宋 兵 本报记者 张 强

在村民眼里，唐以金很“愚”。这位 77岁的老人是广西桂林市全州县

全州镇邓家埠村人，10多年来倾尽家产“复活”一座座古民居。

“愚公移房”的故事，在 2009年唐以金买了一批房子中开篇。位于全

州县永岁乡和好铺村的清代古建筑群，因修建高铁面临被拆毁的命运。

地处湘桂走廊的全州县，在 2000多年的文化交融中形成了独特的古

建筑风格。和好铺村 14 栋古民居占地 2600 平方米，是结构精巧、雕梁画

栋的建筑群，这些让 16岁开始学木工的唐以金深深着迷。

“前辈留下的这些文化遗产不可再生了。”唐以金计算，这建筑群有

1000 多根木头，要 200 亩土地种 60 年的树木才能满足工程的木工用料需

求。他决定买下再整体搬迁。

真正拆解时，是一场智力与手艺的考验。虽然这组古民居并未列入

文保单位，但唐以金严格按照有关技术标准和要求进行拆除，并请相关部

门进行现场指导，每拆一个木构件都拍摄影像资料。

“拆解古建筑必须懂得榫卯结构的奥妙，如果强行拆除，损坏的榫卯

结构就无法复原。”唐以金意外发现其中蕴藏的“密码”，每一个榫卯结构

的结合部位都有先辈工匠用竹笔留下的标记索引，标明何处与何处连接。

为了这些房子找到“新家”，唐以金跑遍全县。他以置换自家 6 亩田

地和出资方式定下灌阳河西岸的新址，“这里没有路就修了一条路”。

2010年，他开始按照 1∶1修复古建筑。

2年后，用 40多天拆解下来的数万个构件，“拼成”一座座青砖青瓦飞

檐翘首的民居在灌阳河西岸伫立。“复活”100栋古民居的愿望，在这位老

人的心中种下。

这个心愿意味一辈子好不容易在建筑业积攒的财富，将在数年内尽

数投进守护古民居的梦里。过去几十年，老伴黄让英跟着唐以金在工地

上，两口子吃了不少苦。黄让英说：“刚开始家人都是反对‘复活’古民居

的，后来看着这个老头实在可怜，我们得帮帮他。”

当“搬”来的房子越来越多，这片土地“长出”数千平方米的建筑群。

在有关部门的支持下，全州县思源民俗博物馆于 2015年正式挂牌。“我有

些地产，最后卖掉也来做这个事。”唐以金说，至今已耗费约 8000万元。

“我不是这家博物馆的拥有者，只是一位管理者。”白日里，唐以金和

黄让英接待免费参观的游客；晚上，下班回来的小女儿和小女婿与老人分

居建筑群两端不起眼的房子里，终年守护这些建筑。

在博物馆展区外堆放的建筑材料如一座座小山，那是没来得及重建

的 10多栋房子。多年来与时间赛跑的唐以金，如今不得不放慢脚步。随

着年事渐高，唐以金的身体渐渐衰弱。

“我每天早上就喝一点茶，中午吃一点饭，尽可能把日常开销降到最

低。”唐以金说，自己想把最难的事做完，未做完的事留给以后的管理者，

一代一代接力守护。

博物馆取名“思源”，寓意“饮水思源”。在这位年过古稀的老人看来，

文物保护是承前启后、继往开来，只有起点没有终点。

他十余年倾尽家产

只为“复活”古民居

◎新华社记者 胡佳丽 吴思思 郭轶凡

过去十年，国防科技大学电子科学学院副研

究员李清江的科研工作就围着“忆阻器”转。

这是智能芯片中一种有“记忆”的电阻开关，

它会根据电压或电流历史而动态改变电阻状

态。“忆阻器是一种新型电子元件，其特性与人类

大脑中的信息处理基本单元——神经突触很相

似，它具有超小的尺寸、极快的擦写速度以及超

长的擦写寿命。”李清江对科技日报记者说，他及

团队成员要做的就是通过设计优化忆阻器，给智

能芯片装上最灵敏的“突触”。

近日，共青团中央公布了 2021 年“全国向上

向善好青年”名单，李清江榜上有名。

证明经典理论无误

谈到科研路上的“关键点”，李清江说起了 8

年前的一个深夜。

2013 年，德国学者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

论文，展示了某型忆阻器的非零交叉特性，而这

与忆阻器经典理论不一致，由此提出忆阻器理论

存在错误，引发国际学术争议。

那天深夜，刚刚留校任教的李清江在查阅文

献时，看到了这篇论文。这给他带来巨大的冲

击，以至夜不能寐。

李清江反复思忖，如果德国学者的质疑为

真，则无异于给原始理论判了“死刑”，但真是如

此吗？“不信邪”的他开始了反复的理论分析、实

验测试、结果比对……

一次又一次的结果都表明德国学者的结论

是正确的，但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到底是哪里

出了问题？

一次测试中，极度疲惫的他忘记关闭直流电

信号，但就是这次“不小心”，让他发现了问题的

关键。他紧盯着忆阻器测试仪器上出现的规律

曲线，敏锐地意识到该现象可能预示着器件中存

在共生特性，这让他极度兴奋。他连夜撰写测试

方案、反复进行实验验证，最终成功揭示了忆阻

器非零交叉特性的物理机理，并首次实测证实了

器件中忆阻、忆容和忆感三种记忆特性的共存，

进而证明了经典忆阻器理论无误。

相关研究成果被“忆阻器之父”、美国加州大

学伯克利分校教授蔡少棠评价为“忆阻器研究中

的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工作”，认为其对忆阻器的

设计、制备与电路应用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突破智能芯片技术瓶颈

2018 年，在一次项目研讨会上，李清江了解

到我国某重大航天工程的星上处理机存在架构

复杂、能耗高、智能化程度低等问题，极大制约工

程的效能发挥。

会后，他找到某航天工程团队技术专家深入

探讨，了解星上处理机的架构、功能，同时思考可

能的解决方案与技术细节。

经过半个月的研究，李清江提出解决问题的

新思路：利用新型忆阻器开发下一代智能计算芯

片和智能星上处理机，并与团队成员论证方案的

可行性与预期效益。

“忆阻器属于世界前沿研究，但它还没有迈

入应用阶段。方案虽可行，但能否成功，谁也无

法预料。”有人提出质疑。

“我们一定可以！”李清江暗下决心。

为了不耽误进度，李清江和同事日夜奋战，

仅用 2年时间就突破了多项核心技术，成功设计

出多核可配置忆阻器类脑计算芯片，首轮流片即

成功。他还以此芯片为基础，开发出国内首套红

外图像智能处理机样机，并在某系统星载预处理

中得到应用验证，处理能效相比现有系统提升了

1个数量级。

为打赢未来战争培养人才

获悉李清江入选“全国向上向善好青年”名

单，他身边的领导、同事一点都不意外。

“清江老师是我的榜样。”李清江课题组成员、

国防科技大学讲师宋兵说，“对待科研工作，他非

常严谨，不放过每处细节，并且善于从容易被忽视

的地方发现问题。我在攻读博士学位时，每当遇

到实验瓶颈，他总会认真帮我看实验记录，并给予

我启发，使我顺利攻克了高开关比选通管设计制

备关键技术，完成了博士学业。后来留校和他成

为同事，在一起共事的过程中，我更能体会到他对

细节的执着，这种精神一直影响着我。”

自留校任教以来，李清江荣立个人二等功 1

次、三等功 2 次。同时，他还积极指导学生参加

学科竞赛，由他指导的学生获得了全国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3项。

在一次竞赛中，学员汪泳州在电路调试时，由

于电路的输出总是难以达到预期效果，产生了挫败

的心理，工作也没了动力。李清江鼓励他：“失败只

是暂时的，要勇于面对失败，从失败中吸取经验。”

随后，两人一起重新设计电路，对比仿真与

测试结果，一点点分析优化，最终达到了题目要

求的指标。

“我们要为打赢未来信息化战争培养高素质

电子信息技术人才，精准对接技术‘供给侧’与战

场‘需求侧’，为服务强军备战提供人才支持和最

优技术方案。”李清江说，下一步，他将与团队一

起攻关基于传感器与类脑智能处理一体化集成

的感存算一体芯片。

李清江：给智能芯片装上最灵敏的“突触”

航天员翟志刚身着水下训练服航天员翟志刚身着水下训练服（（舱外服之一舱外服之一））进行水下出舱训练进行水下出舱训练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供图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供图

手套设计师对舱外服手套进行测试手套设计师对舱外服手套进行测试 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供图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供图

其多种状态下的尺寸测量工作十分耗时、费力。

但刘东岳从没怕麻烦，每次他都钻进服装仔细测

量内部容腔高度数值，反复穿脱体验触感，通过

亲身体验获得了更好的优化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