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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时报讯 （记者代小佩 付毅飞）
近日，国家航天局、国家原子能机构联合
发布嫦娥五号最新科学成果：中核集团核
工业北京地质研究院 （以下简称核地研
院）在月球样品研究中发现新矿物，被命
名为“嫦娥石”。这是我国第一次发现的
月球新矿物，也是国际上发现的第六个月
球新矿物。

核地研院去年7月成为首批开展嫦娥
五号月壤科研样品研究单位之一，获得50
毫克珍贵的月壤科研样品。研究团队在对
这些含有数十万个颗粒的月壤粉末样品开
展矿物学研究期间，发现了新矿物的蛛丝
马迹。

“疑似新矿物的颗粒大小不足10微米，
甚至不到一根头发丝直径的1/10。”核地研
院月球研究团队研究骨干李婷研究员说，分
析发现其化学成分是全新的，人类已知的矿

物没有一种与它的化学成分组成一致，可能
是一种新的矿物。

一种矿物要被确定为新矿物，除了拥
有全新的化学组成，还需要提供晶体结构
信息。为了解开这道必答题，研究团队首
先得把与疑似新矿物共生的已知矿物辉石
剔除干净，但无论使用实验手段还是后期
的数据处理方法，团队都没能清除这颗微
小颗粒上的辉石。

直到2021年7月29日，国家航天局公
布第二批月球科研样品计划，核地研院团
队钟军博士申请获得一件仅15毫克左右的
光片样品。在第一个样品的基础上，研究
团队统计了第二个样品靶上 14 万多个颗
粒，终于找到了疑似新矿物的一些踪迹。
不过，样品颗粒中有希望测到单晶结构的
只有一颗，且而还裂成了三小块。

研究团队在对样品进行有如“针尖上

的舞蹈”的矿物分选和挑选工作后，使用
聚焦离子束电镜切出了一颗10×7×4微米
纯的单晶颗粒，然后将颗粒转移到单晶衍
射仪上收集衍射数据，最后解译出疑似新
矿物颗粒的晶体结构，并对其进行了拉曼
光谱分析、晶体光性描述、物理性质计算
等。2021年底，通过系统详尽的矿物学研
究，研究团队确认这是一种从未被发现过
的磷酸盐新矿物，其晶体结构属三方晶
系，空间群R3c，呈微小柱状。

为了致敬我国航天嫦娥工程探月事
业，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月球文化，将我国
的传统文化和新时代中国科技发展成就推
向全世界，核地研院将月球新矿物命名为

“嫦娥石”，英文名为Changesite-（Y）。
“嫦娥石”的发现改变了我国月球矿

物发现历史，使我国成为世界第三个发现
月球新矿物的国家。

我国首次发现月球新矿物“嫦娥石”

时报特稿

黑土地“亚健康”威胁粮食安全

“耕地中的大熊猫”亟须科学保护
□□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吴 琼

“找到用好养好黑土地的长效
机制，促进黑土地永续利用和可持
续 发 展 ， 是 当 前 亟 须 解 决 的 问
题。”8月31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张
佳宝在主题为“黑土地保护与利
用”的香山科学会议上呼吁，有好
土才能产好粮，要端稳中国饭碗，
离不开黑土地。

黑土地因其土壤肥沃、宜农
耕，成为最珍贵的自然资源，也是
我国粮食安全的“压舱石”，被称
为“耕地中的大熊猫”。近年来，
黑土地正遭受到变薄、变瘦、变硬
等问题的困扰，进而威胁到我国的
粮食安全。

在本次香山科学会议上，包括
张佳宝在内的院士、专家就“如何
在夯实‘压舱石’的同时，保护好

‘大熊猫’”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

探讨。

黑土地持续变薄、变瘦、
变硬

我国东北是全球四大黑土地连
片分布带之一，目前耕地面积5.38
亿亩，生产着我国 1/4 的粮食，为
我国提供了 1/3 商品粮，在保障我
国粮食安全和生态安全方面具有重
要战略地位。

“在世界人口不断增长和粮食
需求不断增加的背景下，世界四大
黑土区共同面临土壤退化的问题，
尤其是我国的黑土退化现象较为严
重。”张佳宝表示，从20世纪50年
代大规模开垦以来，在长期高强度
利用下，我国黑土地重用轻养，耕
作、轮作、施肥不合理，加上风
蚀、水蚀、冻融侵蚀的影响，黑土
地变薄、变瘦、变硬，土壤质量退
化，粮食生产对化肥的依赖越来越
严重。

多营力土壤侵蚀导致黑土层
“变薄”。据监测，东北黑土地水土

流 失 面 积 占 黑 土 地 总 面 积 的
21.5%；水蚀、风蚀和冻融侵蚀作
用下，黑土可由初垦时60-80厘米
降至 20-40 厘米，甚至出现破皮
黄；60%以上的旱田发生了水土流
失，黑土层正以每年 0.1-0.5 厘米
的速度剥蚀流失。

黑土有机质数量质量双减致使
土壤“变瘦”。东北黑土地是我国
旱地土壤有机碳唯一表现为下降的
区域，与第二次全国土壤普查相
比，2011年典型黑土区海伦市农田
黑土有机质含量平均下降15%，其
中厚层黑土有机碳下降速度最快。

机械频繁作业导致土壤压实
“变硬”。反复碾压导致耕层土壤容
重增加、田间持水量下降、通透性
变差、入渗能力下降，进而致使保
水、保肥性能力减弱，抗御旱涝能
力降低，进而导致减产。

黑土地保护面临挑战

“东北黑土地土壤质量退化已
经并正在发生，但退化过程和程度

的诊断和评价标准还不统一，有待
建立。”张佳宝建议，发展黑土层

“变薄、变瘦、变硬”的诊断标准
和评价指标，研究土壤退化的时空
演变过程，揭示土壤质量退化的主
控要素及调控机制。

在中国工程院院士张福锁看
来，黑土地的利用和保护面临黑土
地退化问题突出；黑土地产量潜力
挖掘不够，高产与环保相矛盾；黑
土 地 利 用 与 保 护 协 同 未 破 题 等
挑战。

“如何保护修复和可持续利用
黑土地资源，已成为亟须解决的重
大科学问题和国家重大需求。”中
国科学院院士于贵瑞认为，东北黑
土区是一个巨大的复合生态系统，
黑土地保护和耕地质量提升问题不
仅是耕地自身问题，还需要从黑土
地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和系统性考
虑。他表示，应统筹“山水林田湖
草沙”，对黑土区综合规划、分区
治理、精细施策。

（下转第2版）

大科普时代正加速到来。
中办、国办日前印发《关于新时

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
见》（以下简称《意见》），提出树立
大科普理念，构建政府、社会、市场
等协同推进的社会化科普发展格局，
并明确提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科
普格局加快形成”的发展目标。

为何要强调树立大科普理念？怎
样构建全社会共同参与的大科普格
局？有关部门负责人和专家给出
解答。

科技部党组书记、部长王志刚
在接受科技日报记者采访时强调，
科普是全社会的共同事业，科普工
作覆盖了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教
育文化、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与
有关部门、企业、学校及科研机
构、广大科技工作者乃至每个公民
都有密切关系，需要社会各方共同
参与、共同完成。

在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中

科院院士周忠和看来，大科普格局的
形成，是实现 2025 年公民具备科学
素质比例超过15%、2035年达到25%
具体目标的前提和基础。

“我国开始使用‘大科普’概念
是 1990 年以后，随着国际科普理念
传入中国和‘大科学’概念逐步被接
受而出现的。”中国科协培训和人才
服务中心副研究员牛桂芹曾做过有关
大科普概念的相关研究。她介绍，
2000 年以后，尤其是 2005 年以后，
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
法》的深入实施和《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计划纲要实施方案 （2016—2020
年）》的发布，不仅“大科普”文献
增多，而且实践层面在政策推动下也
取得较快发展。

事实上，构建大科普工作格局一
直是近年来我国科普事业努力的方
向。科技部科技人才与科学技术普及
司司长吴远彬介绍，首先，科普的法
规、政策及协同工作体系日趋完善，

国家有科普法，全国 29 个省 （区、
市）先后制定了科普条例或者实施办
法，国家层面也出台了科普发展的相
关规划和政策。同时，科技部牵头建
立了由 41 个部门组成的全国科普工
作联席会议制度，各地方依据有关条
例建立了相应的科普工作协调制度。

“这些政策法规、工作体系是我们做
好科普工作的重要保障。”吴远彬说。

此外，我国科普事业的保障能
力不断增强。近年来特别是党的十
八大以来，财政投入稳步增长，年
均增长8.16%，而且支出结构也逐步
优化；科普人员规模逐渐扩大；科
普传播的内容和形式日渐丰富，科
普产品的信息化、智能化水平不断
提升。全社会共同参与、各部门协
同联动的科普发展格局正在形成。

在此基础上，《意见》为下一步
工作指明了方向。王志刚认为，为构
建政府引导、社会参与、信息化支
撑、市场化运行的大科普工作格局，

《意见》主要从三个方面发力。一是
持续完善科普法律法规体系，强化科
普工作统筹协调；二是不断强化关键
部门的主体责任，《意见》对科普工
作的6类关键部门作出明确要求；三
是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和公民的积
极性。

“ 《意见》 强调树立大科普理
念，从整体上为新时代谋划科普高
质量发展明确了路径。”中国科协党
组书记、分管日常工作副主席、书
记处第一书记张玉卓认为，大科普
强化党委和政府、科协、学校和科
研机构、企业、媒体等各主体的科
普责任，强调协同联动和资源共
享，构建政府、社会、市场等协同
推进的社会化科普发展格局，把科
学普及贯穿到经济社会发展全过程
各环节，对于推进科普工作向纵深
发展，完善现代化创新治理体系具
有重要推动作用。

（下转第2版）

多措并举推动大科普工作格局加快形成
——《关于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见》解读之一

□□ 科普时报记者 操秀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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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给地球做体检？
“通过对地球气候进行体检，我们发现这颗星

球‘健康水平下降了’。”9月8日，中国气象局公
共气象服务中心气象服务首席专家朱定真在“科
普中国智库2022年专题活动——应急科普创新发
展论坛”上解读了一份“地球气候体检报告”。

原来，现在的地球不仅“长期低烧”“血压不
稳定”，患疑难杂症的频率也在不断增加。“全球
气候延续长期变暖的趋势，且正在以比历史记录
上的任何时候都要快的速度发生着变化，违反自
然韵律的极端天气越来越多。”朱定真介绍，小概
率事件的频发，让我们面临更热、更旱、更涝的
未来。

对于人类而言，地球没有我们想象得那样慷
慨富裕。“自然因素和人类活动都能使气候发生变
化，人类活动是20世纪后半叶以来全球气候变暖
的主要原因。”朱定真预计，21世纪全球将持续变
暖，极端事件发生频率、持续时间和范围都将
增加。

对此，朱定真坦言，极端天气不仅直接导致严
重的传统灾害，还会引发能源短缺、停网、损毁文
物、影响物流供应链等多种次生和衍生灾害；与此
同时，应急科普也须积极应对防灾减灾、公众教育
和适应气候变化带来的风险等新需求。

“‘御敌’于成灾之前十分重要，减轻承载
体的脆弱性，减少承载体的暴露度，还要对致灾
因子进行分析研判。”朱定真指出，要向影响预
报、风险预警转型，不仅要告知“雨会下多大”，
还要告知“哪些地方可能会有积水”。

这场由中国科普研究所主办、中国科普作家
协会应急科普专委会承办的会议，主要围绕应急
科普创新发展主题，与会专家围绕应急科普热点
难点进行主旨报告，内容涵盖安全素质提升、校
园防灾减灾教育、应急科普宣传对策、应急消防
科普等，为助力应急科普创新发展提供理论和实
践启示。与会专家纷纷呼吁，要加强应急科普
能力。

国家减灾委专家委副主任闪淳昌以澳门经受
超强台风“山竹”的严峻考验等生动案例说明，
提高公众的忧患意识，普及灾害中自救和互救常
识，是减少突发事件发生概率及伤亡损失的最直
接、最经济、最有效的办法。

中国地震局原副局长何永年通过因掌握应急
避险知识技能而成功自救互救的生动事例强调，
要唤醒和提高防灾减灾意识，防灾减灾知识和相
关技能的普及是减轻灾害的重要环节，也是灾害
来临时应急救助的重要方面。

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挺认为，应急科普既
是应急管理、安全发展的重要环节，也是未来科
普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议题。中国科学院院士刘嘉麒还谈到火山喷发造成
的崩塌、地震、海啸、冲击波和产生的熔岩流、碎屑流、泥石流、火山
灰等，对生态环境、建筑以及生命财产会造成很大破坏，他建议大众应
掌握相关应急科普常识，以有效减轻灾害造成的损失。

应急管理部发布的数据显示，2013—2021年，全国年均因自然灾害
死亡失踪人数、倒塌房屋数量和直接经济损失占GDP比重，较2000—
2012年均值分别下降87.2%、87.4%和61.7%。当灾难来临时，应急科普
哪怕让以上数字降低了0.01个百分点，背后就是无数鲜活生命的绽放和
无数家庭的完好。

“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闪淳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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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5日，以“喜迎二十大，科普向未来”为主题的全国科普日活动在全国各地启
动，活动将持续到9月21日。今年全国科普日北京主场活动由中国科技馆区活动和北京科
学中心区活动组成。此外，全国科普日线上活动平台也将集中展示全国各地、各领域的科
普活动，通过现场直播、云游场馆、知识竞赛、科普课堂等多种形式，全方位呈现各类科

普资源，为公众提供丰富的科普体验。
左 图：观众在“等离激元二氧化碳利用技术”展台体验。 （中国科协供图）
右上图：观众在中国科技馆展区参观。 （科普时报记者 周维海 摄）
右下图：小朋友在“科技小院技术集成模式”展台参观。（科普时报记者 周维海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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