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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习记者 孙明源

从 7 月初开始，浙江省杭州市临安区科
学技术协会与临安区多个中小学共同组织形
式多样的科普夏令营活动，丰富学生们的暑
假生活。近年来，杭州市临安区科学技术协
会开展科技教育资源走进学校、青少年走进
科普教育基地活动，提升青少年科学素养。

图为7月5日，参加科普夏令营的学生们
在了解动植物知识。 新华社记者 徐昱摄

暑假来了
走进科普夏令营

◎本报记者 付毅飞

◎本报记者 张佳星

◎本报记者 颉满斌

对中国工程院院士、北京工业大学教

授彭永臻来说，1973 年是个很重要的年

份。这一年他上了大学，并且申请加入了

中国共产党。在坚定信念跟党走的同时，

彭永臻也迈入了自己的科研生涯，最终成

为污水处理领域的顶尖专家。

农场里走出来的大学生

1968—1973 年，彭永臻是黑龙江生产

建设兵团 53团的一名知青。每年夏天，他

在工地上建造房屋，待到冬天，他就去森林

中参加采伐。出生在 1949 年的彭永臻身

强力壮、踏实肯干，靠一季度 412立方米的

突出伐木业绩获得了兵团三等功。在艰辛

劳作的同时，彭永臻也没有放下学习。他

回忆说，做知青那些年他几乎每天都是看

着书入睡的。彭永臻的努力在 1973 年得

到了回报。当年 4 月，他坚定地提交了入

党申请书，很快就得以顺利入党。

“那个年代还没有‘杰青’‘优青’这些

学术称号，对于我们青年来说，入党就是最

大的肯定、最高的荣誉。”彭永臻回忆说。

在申请入党几个月后，彭永臻又得到了宝

贵的大学入学机会。由于时代原因，当时

高等教育办学、招生都不稳定，渴望学习的

彭永臻十分珍视这次机会。在 53 团组织

的文化考试当中，彭永臻得到了 3 门学科

全甲、排名并列第一的好成绩，得以作为工

农兵大学生进入哈尔滨建筑工程学院（今

哈尔滨工业大学）学习。在那个教育机会

非常稀缺的时代，院校、专业的选择空间都

很小。“假如给我一个读中专的学习机会，

我也会很珍惜。因为我对学习、进步、创造

价值的渴望是无限的。”彭永臻说。

虽然“选择有限”，但是彭永臻还是在

求学过程中一步步找到了自己的研究方

向。彭永臻在大学里的专业是给水排水工

程，这个从生产建设兵团（现农场）基建工

地中走出来的知青从此就和“水”较上了

劲。1984 年，作为新中国第一届获得硕士

学位的年轻学者，彭永臻到日本留学了两

年。看到日本当时先进的污水处理技术，

彭永臻既感到震撼，也有了干劲。他决心

在污水处理领域继续深耕，让中国的技术

造福于中国的环境。

让中国污水处理技
术领先世界

在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历程当中，中

国的污水处理技术几乎从零起步，逐步发

展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彭永臻及其团队在

其中作出了重要贡献。“我们在一些方向上

已经做到了行业领先。例如我们做的污水

脱氮除磷，在国内外率先提出‘主流城市污

水部分厌氧氨氧化’思想与新技术，并在国

内外率先实现短程反硝化耦合厌氧氨氧

化，发表了该研究方向的前 10 篇 SCI 一区

论文。”彭永臻说。

科睿唯安与中科院联合发布的《2020

研究前沿》显示，“厌氧氨氧化技术及在污

水处理中的应用”为环境领域唯一重点热

点前沿，在其核心论文产出国家与机构排

名中，中国位列第一，北京工业大学与荷兰

代尔夫特理工大学并列全球第一。

谈起科研背后的“诀窍”，彭永臻表示，

研究团队在全国范围内拥有 9个中型试验

基地，每个试验基地每天至少处理超过 50

吨的实际污水。受各种条件限制，许多研

究者在试验当中大都使用人工配制的污水

样本。相比人工配水，彭永臻团队试验中

处理的实际污水更有利于研发同应用结

合。敢于面对成分复杂多变、数量庞大的

实际污水，正是彭永臻团队取得领先成果

的重要原因。“直面困难、直面现实、直面国

家和社会的需求，是科研工作成功的关键

所在。”彭永臻总结说。

青山不老垂范后生

2022 年，与新中国同龄的彭永臻迎来

了自己的 73岁生日，他把更多精力放在了

人才培养上。至今，彭永臻已培养工学博

士 98 人，其中 2 人获全国百篇优秀博士学

位论文奖、4 人获提名奖。2018 年以来，彭

永臻培养的 2名博士生获得了德国洪堡奖

学金，4 名学生获得了博士后创新人才支

持计划。“对于我们这个学科、我国污水处

理技术的长久发展来说，下一代人才的培

养是重中之重，这是我目前最关心的事情

之一。”彭永臻说。

彭永臻获得了 2021 年度何梁何利基

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他把全部奖金 20万

港币捐献给了北京工业大学教育基金会，

用于资助和奖励该校环境保护领域的创新

型人才。2021 年 7 月，彭永臻出席了庆祝

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作为一名

科研生涯与党龄同岁的老党员、科技工作

者，彭永臻感慨说：“‘江山就是人民，人民

就是江山’是最触动我的一句话。我们污

水处理事业的一代代科研工作者，要为祖

国的碧水蓝天，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中国梦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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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 年 7 月 31 日，92 岁的孙家栋坐着轮

椅，出席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斗三号全球

卫星导航系统建成开通仪式。全场参会人员

用经久不息的掌声，向这位“两弹一星”元勋、

“共和国勋章”获得者、中国航天事业重要奠

基人致敬。

面对接连上前问候的航天“后辈”，孙家栋

双掌合十，不断还礼，一如既往地谦逊、亲和。

孙家栋曾总结自己的人生：“7年学飞机，

9年造导弹，50年放卫星。”

他走上过无数个岗位，对党的忠诚和报

国信念却始终不变。“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这句话常挂在他嘴边。

红烧肉促成人生选择

从辽宁复县考入哈尔滨工业大学预科学

习俄语时，18 岁的孙家栋最大愿望是成为一

名土木建筑系学生，将来修大桥。

1950 年元宵节这天，孙家栋原本准备午

饭后去姐姐家，听说学校晚餐有红烧肉，改变

了主意。后来他回忆说：“我对人生道路的选

择就是由这顿红烧肉促成的。”

晚饭时，学校主管人员通知，中国人民解

放军空军要在学生中挑选人员，有意者可立

即报名接受挑选。

孙家栋毅然填报申请。当晚，他便登上

前往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第四航校的列车。

作为急需的俄语翻译人才，他被选送入伍。

1951 年，他和另外 29 人被派往苏联茹柯夫斯

基工程学院，学习飞机发动机专业。

茹柯夫斯基工程学院有个传统——哪位

同学考试全部获得 5分，照片就能挂在学校门

口。一年后如果能保持，照片位置就往上

移。越到高处人数越少，照片也就越大。毕

业时，如果谁的照片能够出现在“照片塔”的

顶端，将获得一枚印有斯大林头像的金奖章。

这枚让苏联学生梦寐以求的金奖章，最

终落入孙家栋囊中。

1958 年，载誉归国的孙家栋被分配到国

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导弹总体设计部，两

年后成为型号总体主任设计师。

从最初仿苏 P-2 导弹，到开展东风导弹

的研制工作，他把所有的智慧和精力倾注其

中。“这辈子可能就搞导弹了。”他当时想。

但在 1967年夏天，一切都改变了。

为确保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顺利研制，

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由钱学

森任院长。钱学森向聂荣臻推荐了孙家栋。

“这么年轻的卫星专
家，还是个小伙子嘛”

1967 年 7 月底，盛夏的北京酷热难当。

某天午后，孙家栋在办公室伏案工作。为了

不让汗水滴到图纸上，他用毛巾缠住脖子，其

状颇为古怪。

正当他趴在图纸上冥思苦想时，一位不

速之客推门而入：“聂老总指示，调你去负责

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

孙家栋二话不说，很快扛着被卷书箱去

新岗位报到。

发射卫星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系统工

程。孙家栋参与进来时，时间已十分紧迫。

如何尽快组建卫星总体设计部？如何按工程

的研制规律一步步往下走？各系统怎样联接

起来？联接起来后又怎样作试验？一个个难

题摆在面前。

他决定从组建队伍抓起。经过详细考

察，他从不同专业角度和技术特长出发，最终

选定了戚发轫等 18 人，成就中国卫星发展史

上有名的“十八勇士”。

精干的队伍使卫星总体设计部如虎添

翼。1969 年 10 月，“东方红一号”卫星初样基

本完成，周恩来总理决定听取卫星工作汇

报。当钱学森介绍孙家栋时，周总理握住孙

家栋的手说：“哟，这么年轻的卫星专家，还是

个小伙子嘛。”

1970 年 4 月 24 日,“东方红一号”卫星发

射成功，奏响了中国人向太空迈进的序曲。

卫星上的全部元器件、设备和材料的研制，以

及许多理论和技术难关的攻克，都是中国航

天人智慧和精神的结晶。

“老伴儿，这样一辈
子，值呢！”

年轻时的孙家栋颇受姑娘青睐，但直到

一位名叫魏素萍的姑娘出现，才拨动了他的

心弦。1959年，他们携手走进了婚姻殿堂。

然而，孙家栋参与研究或主持研制的火

箭、卫星型号一个接一个，后来甚至长期同时

领导多个航天工程，成天东奔西走、马不停

蹄。夫妻俩聚少离多，如同现代版“牛郎织

女”。魏素萍只知道丈夫忙，却不知道他在忙

什么。

1967 年 12 月，魏素萍临产，此时正负责

研制“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孙家栋却抽不开

身。直到女儿出生的第二天晚上，他才赶到

妻子身边。魏素萍幽怨地说：“什么工作能比

老婆生孩子更重要？”孙家栋握着妻子的手

说：“两个都重要，可我……”

“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那天，魏素

萍也举着国旗加入了欢庆队伍。她却不知

道，这颗卫星是丈夫负责完成的杰作。

直到 1990年 4月 7日，我国长征三号运载

火箭将美国休斯公司的“亚洲一号”卫星送入

太空，魏素萍在新闻中看到孙家栋的身影，才

得知他在从事什么工作。她擦着眼泪说：“老

伴儿，这样一辈子，值呢！”此时，他们已结婚

30多年。

在为祖国的航天事业奉献的 60 多年里，

哪里有需要，孙家栋就出现在哪。我国第一

颗人造地球卫星、第一颗科学实验卫星、第一

颗返回式遥感卫星，他是技术负责人、总设计

师；我国第一颗通信卫星、静止轨道气象卫

星、资源探测卫星，以及北斗一号工程、中国

探月一期工程，他是工程总师。

一次次任务遇到突发情况，孙家栋挺身

而出担责拍板；进军国际宇航发射市场时，他

率领团队与外方谈判代表斗智斗勇；嫦娥一

号顺利完成环绕月球时，他背过人群悄悄抹

泪……这一幕幕，都是中国航天史上令人难

忘的经典瞬间。

“现在，历史的接力棒已经交到新时代航

天人的手中，建设航天强国使命在肩，弘扬航

天精神薪火相传。在新的征程上，我愿与大

家一起继续前进。”孙家栋在 2022 年 3月刊登

于《人民日报》的署名文章中写道：“我坚信，

有党的领导和全国人民的支持，有伟大航天

精神的激励，我们中国航天人接续奋斗，一定

能够实现航天强国的梦想。”

孙家栋：“国家需要，我就去做”

2019 年开始实施的健康中国行动提出，

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从健身

App 的繁荣到健身直播的火爆，近年来我国

居民健康观念提升效果显著。

“目前，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到 77.93

岁，健康中国行动 2022 年主要目标提前实

现。”在 7 月 5 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召开的新闻

发布会上，健康中国行动推进委员会办公室

副主任、国家卫生健康委规划司司长毛群安

介绍，居民健康素养水平提升到 25.4%，经常

参加体育锻炼人数比例达 37.2%。通过线上

线下多种方式、新媒体传统媒体多种渠道，全

民参与健康中国的氛围日益浓厚。

科学健身是群众的迫
切需要
“随着人民对健康有了更高的渴望，也意

识到了运动对健康的作用，更多的人参与全

民健身中。”国家体育总局群体司副司长高元

义表示，科学健身是群众迫切的需要。

因此，“发动群众健身、让大家动起来”的

任务中多了几条，就是要回应民众对于“如何

科学健身，如何更有效健身，如何在健身过程

中避免意外伤害”等问题的关心。

为传播科学健身的理念、提供科学健身

的方式方法，国家体育总局等单位建立了全

民健身微信公众号，还和人民网建立“人民爱

健身”的科学健身指导平台。高元义介绍，国

家体育总局官网上有 1200多条不同种类的健

身视频，疫情期间为全国各地提供居家健身

的方式方法，介绍不同项目的玩法，怎么科学

地玩、怎么科学健身，这些视频的播放量达到

328万次。

此外，通过在全国运动会上设立群众项

目的比赛，更多健身爱好者登上体育盛会最

高的舞台。今年 4 月底开展的全国全民健身

线上运动会，到目前已有 700 多万人直接参

与，浏览量高达几十亿。

“一个很好的健身视频不一定适合所有

的人，每一位参与健身的人要因时因地、因自

己的情况制订健身计划，因自己的状态和感

受来调整健身计划。”高元义现场做起了科

普，“不要一味追求更高、更快、更强，或者和

别人比，容易造成伤害。要科学健身，掌握更

好的健身技能，将能在短时间内达到最好的

健身效果。”

打造百姓身边“15 分
钟健身圈”

从地域分布来看，生活在生活密集区的

大城市居民，拥有的休闲空间比较少，健身场

地也比较少，“健身去哪儿”成为健身痛点；从

人群来说，“健身去哪儿”的问题集中在中老

年人，他们身边的健身设施短缺。

健康中国行动中提出要推进基本公共体

育服务体系建设、统筹建设全民健身场地设

施，努力打造百姓身边“15分钟健身圈”，让想

健身的群众有适当的场所。

“在户外的全民健身工程或者全民健身

路径，现在都建到老百姓身边了。”高元义介

绍，每年有几十亿元引导资金开展全民健身

场地设施补短板工程，同时着力街道社区小

型场地的建设，落实新建小区人均室内健身

面积不小于 0.1 平方米或室外面积不小于 0.3

平方米的标准。同时，为了让公共体育场馆

充分利用起来，国家体育总局和财政部每年

拿出近 10亿元补助低收费或者免费开放的体

育场馆。据统计，2022 年补助的体育场馆超

过 2100 个，覆盖全国 300 多个地市 1300 多个

县级行政区域，受益 2亿人次。各地也不断总

结经验，进行试点逐步解决“健身去哪儿”的

问题。

“通过考核和实地调研，我们发现各个地

方积极行动，也总结出不少经验做法。”毛群

安表示，各地各部门协同推进健康中国行动，

在工作中努力创新方式方法，有力提升了社

会健康治理的能力。

健身直播火了 我国有多少人养成健身习惯？

科技日报青岛7月 5日电 （记者王健高
实习记者宋迎迎 通讯员刘佳 王诚）记者 5日

从中国科学院青岛生物能源与过程研究所获

悉，该研究所武建飞研究员带领的先进储能

材料与技术研究组，在硫化物全固态锂离子

电池领域的基础科学问题和电池规模化制备

技术方面，取得了一系列突破性新进展。相

关成果发表在国际期刊《化学电化学》上。

硫化物全固态锂离子电池凭借高能量、

快速充放电、低温性能好以及高安全性、长寿

命等优点，开创性地解决了液态锂电池存在

的能量密度低、易燃、易爆等一系列问题，成

为一项颠覆性前沿科技。硫化物固体电解质

具有众多优势，使硫化物全固态锂电池高能

量密度和高倍率性能兼备。世界众多车企纷

纷投入硫化物全固态锂电池的研发，并发布

量产计划。

硫化物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的关键核心材

料是硫化物电解质，目前已报道的硫化物电

解质室温离子电导率越来越高，可与商品化

锂离子电池所用有机电解液的离子电导率相

媲美。

多年来，该科研团队致力于开发高性能

硫化物固体电解质，利用高通量计算方法，开

发出高电导率的硫化物固体电解质，其室温

离子电导率均达到国际水平，且已建立硫化

物固体电解质中试生产线，具备公斤级批量

制备能力。

在此基础上，针对硫化物电解质空气稳定

性的研究，该科研团队近期又取得关键性进展，

通过向电解质中进行软酸物质和硬碱物质的双

掺杂，获得了兼具高离子电导率、电化学稳定性

和空气稳定性优异的硫化物电解质材料。

据介绍，为了突破硫化物全固态软包锂电

池工业化制备的技术瓶颈，科研团队自主创新

了多项关键技术，如制备出厚度低于20微米的

超薄电解质膜技术，开发高稳定性电极包覆技

术，构建了稳定的电极/电解质界面技术，以及

匀浆、涂布、电极成型等技术，还成功开发出具

有优异倍率和低温性能的软包电池，率先突破

全固态软包锂电池循环寿命差的技术难点，成

功开发出长循环寿命的全固态软包锂电池，循

环850次，容量保持率为94%。

目前，该科研团队完成了实验室技术制

造，已建立一条全固态软包电池实验室生产线，

探索出硫化物全固态锂离子电池生产模式，为推

动高性能、低成本、大容量、高安全硫化物全固态

软包电池的工业化生产奠定了基础。

新技术让硫化物全固态锂离子电池向产业化更近一步

7月 5日，西部新材料产业发展大会在

兰州新区举行。作为国内新材料行业的盛

会，本届大会紧扣“聚焦前沿新材料 打造

西部新高地”主题，邀请“两院”院士、世界

500 强企业相关负责人及新材料领域领军

企业负责人等汇集一堂，共谋新材料产业

发展大计。

近年来，甘肃省锚定打造国家重要的

新材料产业基地，从强化政策引导、搭建科

研平台、推动产业集聚、深化产能合作等方

面精准发力，形成了具有特色和影响力的

新材料产业集群。

“甘肃发展新材料，现在正当时。”中国

工程院院士、中国工程院原副院长、国家新

材料专家咨询委员会主任干勇在接受媒体

采访时表示。

兰州新区增速在全国国家级新区排

第 一 ，它 的 特 色 在 哪 ？ 干 勇 说 ，作 为 我

国的重要能源基地，甘肃拥有发展煤化

工、石 油、天 然 气、化 工 等 的 基 础 ，还 具

备 发 展 能 源 基 础 材 料 和 新 能 源 产 业 的

广阔前景。

干勇介绍，通过和煤化工、石油化工炼

化结合，他们团队正在筹划做一个甘肃省

的氢能规划，把灰氢变成绿氢，从零碳产业

打出兰州品牌。

龙驰科技有限公司从事锂离子电池的

研发已经 20多年，该公司董事长曾垂松认

为，兰州新区的优势就在于具备庞大的未

来储能市场。

曾垂松说，因为有风有光，因此西部地

区可以大力发展新能源材料、新能源电池、

动力电池及储能电池。更重要的是，市场

需求极大的锂离子电池，需要在相对干燥

的环境中生产，而西部地区却恰恰最能满

足这个条件。

会议现场，兰州新区与中国能源建设

集团有限公司、金川镍都实业、华能热电分

别签订了氢燃料电池全产业链项目、半导

体封装材料生产线建设项目，新区城市智

慧能源项目。这些项目的签约落地在推进

新区积极抢占新材料产业发展制高点的同

时，也将为新区及甘肃新材料产业转型升

级注入新动能。

中国能源建设集团有限公司计划在

兰州新区投资建设兰州新区氢能产业园

项目。记者了解到，该项目分为三期投

资，是集绿电制氢，氢储能、氢运输、氢应

用和氢燃料电池制造、氢能设备研发制

造五位一体的全产业园区。规划的园区

包括绿电制氢的工业基地、氢燃料电池

氢能装备研发中心、氢能装备制造中心，

氢能示范应用中心。

“兰州新区的工业园区给我们的新能

源提供了消纳的应用场景。尤其是甘肃绿

电的价格相对于其他地方成本比较低，有

利于我们工业企业降低成本。”中国能源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西北区域总部副总经理陈

刚说。

“风光”无限 甘肃欲打造西部新材料高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