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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这一年，，我们被青年力量带动向前我们被青年力量带动向前
◎本报记者 陈 曦

在2021年的中国，有这样一批中青年科学家，

他们年龄不大，却成为中国科技的中坚力量，成为

中国科技未来的希望。

他们中有人研究月壤，有人参与用二氧化碳直

接人工合成淀粉，有人奋战在新冠疫苗研制一线；

有人是全海深载人潜水器“奋斗者”号副总建造师，

有人是天问一号北京总调度，有人是抖音上最“烧

脑”的女主播……从他们身上，我们看到了科研人

员对工作更高层次的要求，也看到了青年一代的无

畏、勇气与奋斗。

是他们，为国家创造了许许多多举世瞩目的成

就，带领着人民走向更加美好的生活，让我们为青

年力量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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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玮杰：

空间站微低重力“模拟考”考官

2021 年 4 月 29 日，长征五号 B 遥二运载火箭成

功将空间站天和核心舱送入预定轨道。在进入太空

前，空间站早已在实验室里进行了上百次的实物仿

真实验。

在地球上给空间站进行微低重力“模拟考”的是侯

玮杰——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院 518 所试验与测

试技术研究室副主任，他和同事以最直观的方式实测

在太空微低重力环境中航天器的各项性能，把好航天

器飞入太空前的最后一道关。

2018 年，侯玮杰接到了为嫦娥五号进行微低重力

仿真试验的任务。为模拟太空的微低重力环境，他带

领团队制作出性能更加优良、载荷更大的重载气浮轴

承，填补了国内空白。

为了按时完成实验任务，侯玮杰每天“泡”在实验

室。实验室有 1200 平方米，每天做试验来回走几趟，

步数轻松过 3 万。实验室边上放着的各种大铁块——

实验用天平的砝码，团队成员每天要搬几十次、甚至

上百次。

目前，侯玮杰和团队成员投入到嫦娥七号的项目

中。“这次任务是开展月球极区环境与资源勘查。”他

说，“虽然这又是一条无人走过的路，但我们会勇往直

前、永不停歇。”

鲍硕：

“指引”天问一号奔向火星

2021 年 5 月 15 日，天问一号着陆巡视器携带“祝融

号”火星车，成功着陆于火星乌托邦平原南部。着陆成

功的那一刻，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爆发了热烈的欢

呼声、掌声。但此时，北京航天飞行控制中心总调度鲍

硕依然十分淡定，始终保持稳定的语速，准确地发出一

条条指令，直到确认任务结束才露出灿烂的笑容。

每完成一次任务，这位 90 后总调度要下达上千条

指令，每一条指令都直接决定着探测器的下一步行

动。这个岗位上 40 年来都没有过女性，鲍硕是第一

个。她承担着巨大的责任和压力，她发出的每一个号

令，都有可能影响着航天器的安全。

在同事眼中，鲍硕一进飞控大厅，就立马变成了一

个特别凶的“钢铁侠”：不吃饭、不睡觉、不休息，天天就

知道工作。嫦娥五号预定的月面工作为 48 小时，为了

能头脑清醒地挺过这段时间，她提前 30天调整作息，每

天只睡 3 小时，连续 20 小时不吃、不睡、不喝水。为了

专注于工作，她可以长达两个月不跟家里人联系。

生活中的鲍硕和同龄人没什么不同。工作起来她

会和同事就一个问题争到脸红脖子粗，但私底下她是

一个会用美颜相机自拍的萌妹子，还是某专业相声社

团的铁杆票友，手机里存有不少自己喜欢的相声演员

的照片。

得知网友们称自己为“90 后标杆”，鲍硕含笑摇头

说：“不敢当，别给我乱贴标签呀，为国出力不分年龄。”

秦成峰：

研制抗疫新型“武器”

mRNA（信使核糖核酸）疫苗是近年来新兴的一种

疫苗形式，研发它的技术门槛较高，我国此前从未批准

mRNA 疫苗进入临床。多一件抗疫武器，就多一分胜

算。灭活病毒疫苗外，如果中国有自己研发设计和生

产的 mRNA疫苗，就会为抗击疫情增添更强大的底气。

军事科学院军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流行病研究所

研究员秦成峰及其团队正在推进国产 mRNA新冠疫苗

的研发工作，目前正在海外进行三期临床试验，或将实

现中国 mRNA疫苗“零”的突破。

秦成峰介绍，国产 mRNA 疫苗使用的是单人份的

预充针，热稳定性能显著区别于国外已上市的 mRNA

疫苗。在制造过程中，该疫苗使用了更优的呈递技术，

可降低疫苗对温度的敏感度，使得该疫苗可在 2 到 8 摄

氏度环境下储存，这将极大地提高了新冠疫苗的使用

便利性。

高中毕业后，秦成峰考入武汉大学，在那里他找到

了自己的研究兴趣点——病毒。由于秦成峰一直渴望

穿上军装，大学毕业后，秦成峰凭优异成绩被保送至军

事医学研究院微生物专业继续深造。此后，秦成峰系

统地学习了病毒学的理论和技术，为后来的科研工作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早在 2017 年，秦成峰就有一篇有关寨卡病毒的研

究论文，引发全球科学界的关注，该论文为全球应对寨

卡疫情提供了重要依据，助力疫苗和药物研发。那时，

他及其团队成员的平均年龄还不足 30 岁。如今，他又

勇立潮头，再一次让中国军人站在国际科学舞台上。

秦成峰说，科学研究就是对未知世界的探险，其中

充满了不确定性，这会让他们充满好奇心继续走下去，

也让他们对每一天、每一次的实验都充满期待，没准哪

次不经意间的发现，就会成为一个最终造福于人类的

科研成果。

蔡韬：

用二氧化碳人工合成淀粉的“魔术师”

2015 年，中国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副

研究员蔡韬接到了一项任务——人工合成淀粉、凭空

制造。“凭空制造？这可能吗？”当接到这一项目时，他

不相信能做出来。

自然反应中，淀粉合成与积累涉及约 60 步代谢反

应和细胞器间运输，如何将农业中复杂的合成途径简

化为工业生产所需的简单合成途径，是人工合成淀粉

面临的最大挑战。经过计算机算法挖掘和筛选，蔡韬

和同事在起点二氧化碳和终点淀粉之间，最终锁定了

30条可能的路径，每一条都包含 9到 12步重要反应。

向着未知的前路，蔡韬和团队成员一起摸索了

2000 多个日夜，直到 2021 年 8 月，沉寂了 6 年的团队将

他们的成果发表在《科学》杂志上。“这是一项里程碑式

突破，将在下一代生物制造和农业生产中带来变革性

影响。”论文审稿专家毫不吝啬地夸赞这项来自中国的

原创性突破。

蔡韬及其同事如同“魔术师”般的“点石成金”，让

我国在国际上首次实现了二氧化碳到淀粉的从头合

成，让淀粉生产从传统农业种植模式向工业车间生产

模式转变成为可能。

“目前我们取得的只是阶段性进展，后面还面临着

很多难题。”对这一重大成果，蔡韬谨慎而务实。接下

来，他们还将应对新的挑战，让这一成果从实验室走向

工厂。

杨帆：

给望远镜找到最适合的“家”

青海冷湖，一个原本因石油资源枯竭而接近荒废

的小城，2021年因被选定为世界级天文观测台址，得到

了前所未有的关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助理研究

员杨帆，就是选址团队的核心成员之一，他说：“我们的

目标只有一个，就是给未来望远镜找到最适合的家。”

他们踏遍了冷湖戈壁荒滩，决定在一座比戈壁滩

平均海拔高出 1000 至 1500 米的赛什腾山上搭建观测

设备，“让望远镜能在此处看到最暗的星”。

“我这辈子的山，都在这里爬完了。”杨帆说，3年来

他们克服在高海拔山上缺氧、寒冷、供电、饮食等困难，

终于建成关键台址参数测量平台。

2021 年 8 月 18 日，《自然》杂志发布了这项关于天

文观测台选址的重大科学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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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天文对他而言，还很陌

生。由于热门系“满员”，他服从调剂来到北京师范大

学天文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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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热爱是一切的起点，也是一切的答案。爱不停息，

杨帆的路继续。

盖志琨：

从“雪藏”化石里发现史前巨鲨

在受疫情影响无法外出科考的日子里，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盖志琨从一枚核

桃大小的瓣齿鲨牙齿化石开始，读出了一个史前巨鲨

跨大洋迁徙的故事。

本来，盖志琨只想“拓展一下自己的研究视野，做

一个两三页的简报就差不多了”。但随着研究逐渐深

入，他发现这颗牙齿并不简单。它是在中国首次发现

的瓣齿鲨属牙齿化石，这大大扩展了瓣齿鲨在北半球

的古地理分布范围，并为瓣齿鲨跨古特提斯洋迁徙提

供了重要的化石证据。相关研究成果于 2021 年 8 月

25 日在国际学术期刊《地质学报（英文版）》以封面文

章发表。

盖志琨将部分功劳归于好运，因为他清楚，有所发

现只是少数时刻，一无所获才是科研中的常态。

盖志琨选择古生物研究，同样是个巧合。高考前

因食物中毒，他被调剂到了没填报过的地球科学系，学

了一个他“没听说过的专业”——资源环境区划与管

理。大学 4 年，盖志琨逐渐摸到一点门路，他打算继续

读研。为了避开令他苦恼的数学，他选择了古生物学。

就这样闯入古生物世界，盖志琨也不知道自己有

没有兴趣。但他相信一个简单的道理：“你先要把事情

做到极致，才能谈是否有兴趣。”

与“极致”前行，盖志琨觉得，自己才刚刚出发。

叶光富：

最年轻的“神十三”航天员

2021 年 10 月，翟志刚、王亚平、叶光富 3 名航天

员执行神舟十三号载人飞行任务，叶光富是最年轻

的一位。

叶光富从小的梦想，就是当飞行员。叶光富上高

三时，空军招飞的消息传到他所在的学校。从小就梦

想飞行的他报名参选，成功进入空军长春飞行学院。

作为空军飞行员，他共有 1100小时战斗机飞行经历。

2010 年，叶光富加入航天员队伍。虽说飞行员是

最接近航天员的职业，天空和太空仅一字之差，但是要

完成从飞行员到航天员的转变，却是像登天梯一般步

步艰辛。

除了要完成基础理论学习、航天环境耐力与适应

性训练、救生与生存训练等 8大类上百门挑战身心极限

的科目训练，以及严格而常态化的考试，更要面对心理

的煎熬和挑战。

对叶光富来说，最有挑战性的要数出舱活动水下

训练。他穿上水下训练服后，人服加起来近 500 斤重，

需要在水下持续作业五六个小时。每次训练后，他戴

的两层手套和内衣都被汗水湿透。

出发前，叶光富说自己最大的心愿，就是在闲暇之

余，透过舷窗好好看看地球这颗蓝色星球。

而对于下一次任务，叶光富期待自己能承担出舱

重任，我们祝他好运。

刘烨瑶：

“奋斗者”号中书写奋斗人生

打开“奋斗者”号副总建造师、中国科学院声学研

究所高级工程师刘烨瑶的手机相册，海底照片占据了

存储空间的 3/4，拍摄地点大多分布在人迹罕至的海

洋上。这些透过舷窗拍摄到的深海装备、海底生物，

以及一块泥地，不规则分布的海底岩石，都成了他每

天的牵挂。

从 2006 年进入中国科学院声学研究所，到 2020 年

11月，“奋斗者”号下潜到万米海底，再到 2021年 10月 5

日，“奋斗者”号首次实现常规科考应用。刘烨瑶已为

载人深潜事业奉献了 16载青春岁月。

“蛟龙”号 2009 年第一次海试时，刘烨瑶和同事三

人在潜水器里经常一待就是两三个小时，期间不仅要

克服夏季高温、起伏晃动等困难，还得争分夺秒、不分

昼夜进行科研攻关。随着“高速数字水声通信系统”的

研制成功，“蛟龙”号可以将生命支持、电池状态、速度

位置等关键数据转化成数字信号，定时传输给母船，保

障载人深潜不断实现技术突破。

到“深海勇士”号海试时，有了前期技术、操作经验

的积累，下潜变得很顺利。刘烨瑶和同事们在 40 多天

中下潜了 20 多次，海试时间从 4 年缩短到了 2 个月，效

率显著提高。

“奋斗者”号海试时，水声通信成了和母船“探索一

号”之间沟通的唯一桥梁，它可以实现潜水器从万米海

底至海面母船的文字、语音及图像的实时传输，确保目

标搜寻及地形探测等作业任务顺利开展。

“我全程参与了 3 个潜水器的海试工作，感到非常

荣幸。”刘烨瑶说，“这也是我人生目标逐渐清晰的过

程，时间越久，对它的感情越深，国家的事也就成了自

己的事。”

杨蔚：

让月球“长”了 8亿岁

2021 年 10 月 19 日，中国科学院发布了对嫦娥五号

月球科研样品取得的最新研究成果，这是首批由我国

科学家主导独立完成的嫦娥五号月球科研样品研究成

果。其中就有中国科学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80后

研究员杨蔚所在团队参与完成的工作。

2020 年 12 月 17 日，满载月球故事的嫦娥五号返回

器在内蒙古四子王旗着陆，带回了 1731克月球样品，很

多科学家都希望能从这些比黄金还要珍贵的样品中

“看到月球的过去”。

一个装有 3克黑色月壤粉末的玻璃小瓶，就这样送

到了杨蔚和同事的手上。

“要知道，有些 80后自从进入研究所就在研究相关

技术，十年磨一剑，只待今天！”杨蔚说。在重大机遇面

前，加班加点、废寝忘食变得不值一提。这支队伍仅消

耗 0.15 克月壤，在 7 天内就完成了相关实验分析工作，

14天内完成了 3篇相关论文稿件，拼出了“中国速度”。

杨蔚和同事们的研究成果让人们对月球演化有

了 全 新 认 识 。 嫦 娥 五 号 带 回 的 玄 武 岩 形 成 年 龄 为

20.30±0.04 亿年，这意味着，月球最“年轻”的玄武岩，

形成于 20 亿年前。进一步说，月球直到 20 亿年前仍

存在岩浆活动，这比科学家此前估算的“寿龄”还多了

8 亿岁。

对于所取得的成就，杨蔚没有过多渲染，只是说：

“人的一生遇到这种大事的机会不多，我们确实有一种

使命感。每个人身上但凡有一点绝技，都特别想贡献

出来。”

科研之外，杨蔚是马拉松爱好者，跑步是他喜欢

的解压方式，而他的科研之路还很长，祝他跑得稳、跑

得长。

周思益：

抖音上最“烧脑”的女主播

“最近有好多小朋友问我，有没有 UFO（不明飞行

物）。”说话慢条斯理、看上去还像小学生的周思益，自

称“幼儿园老师”，叫粉丝“小朋友”。

29岁的周思益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论物理系博

士后，研究方向为宇宙学、弦理论和场论，触及现代物

理最前沿领域。

最近几个月，周思益成为短视频平台抖音上的一

名科普创作者，她用通俗易懂的语言，把深奥的宇宙奥

秘掰开揉碎讲给粉丝。

周思益出生在湖北武汉，爷爷是高中物理特级教

师，爸爸学电气自动化，开的公司专营大型机械的自动

化控制，她很小就展现出对物理的兴趣和天分。

但遗憾的是，周思益的父母并不支持她从事科研

工作，“女孩子不适合学物理”这种话，她从小不知道听

了多少遍。

在周思益看来，不少人对女性学物理存在偏见，正

因如此，她在抖音的简介中写道：“喜欢给孩子讲有趣

的物理知识。特别是给很可爱的小女孩讲物理。”

周思益的粉丝中，有国内顶尖的物理学研究者，也

有高中生、初中生，他们常在粉丝群里就量子力学、黑

洞、暗物质等问题讨论得热火朝天。她的一条关于引

力波速度的短视频，曾引发上百位网友对科学问题进

行讨论：“引力波可以穿过黑洞吗”“引力波也会有衍射

现象吗”……

做得越久，周思益越相信，短视频平台受众基数远

大于传统知识问答群体，会让科学家的思想传播得更

广，吸引更多青少年未来从事科研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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