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聚焦新时代大科普

不久前，党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
新时代进一步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作的意
见》 提出：到 2035 年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
例达到25%的目标。科学素养是公民素质提
升的核心内容，更是我国建设新型强国的必
然要求，对此我们要秉承科学精神，把握科
学规律，将科普政策宣讲运用于全民科学素
质提升行动。

特别是在疫情防控常态化趋势下，保障
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做好科普政策宣传
是不可或缺的。以科普政策宣讲为抓手，通
过全民科学素养提升，打造我国科技创新发
展的良好社会环境，进一步推动我国发展成

为科技强国。

发挥科普政策宣讲在疫情防控中
的重要作用

结合我国疫情常态化防控政策，取得疫
情防控最终胜利离不开坚实的群众基础。而
筑牢群众基础，其根本是提升全民科学素
质，通过科普政策宣讲，尤其是科学健康起
居方式、科学健康防病治病用药知识等方
面，可有效指导广大人民群众科学用药、科
学保健，避免在疫情防控中受谣言舆论干
扰，影响到疫情防控时期的社会稳定性。

科普政策宣讲要重点针对政府所释放
的科技政策红利进行解读，着力于疫情防
控下市场经济创新活动。面向社会层面，
鼓励科普作品创作全员参与，激励优秀原
创作品产生，形成公众对科普政策宣讲的

内在需求与欣赏习惯。以现代化科技发展
助力于全民科学素养水平增强，重点针对
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进行结合，形成
知识性与娱乐互动性的融合发展体系，构
建民间科普政策宣讲作品创作传播与群众
知识获取协同发展新模式。

强化部门联动，突出科普政策宣
讲重点人群

在科普政策宣讲落实过程中，应从战略
高度重视全民科学素养提升，将科普工作与
社会经济发展以及公共服务建设上升到统一
战略高度。形成多部门参与、齐抓共管的良
好科普社会环境。面向社会群众所开展的科
普宣讲工作，切入口宜小不宜大，应重点对
科技场馆进行建设，增强科技场馆运营能力
以及科普宣传能力，广泛吸纳社会资金，形

成全方位保障科普政策宣讲新机制。与此同
时，还要稳定科普政策宣讲队伍建设，鼓励
社会力量参与到科普政策宣讲中，实现科普
宣讲源于群众、回归于群众的终极发展目
标。针对青少年、农民、产业工人、老年
人、领导干部以及公务员五大重点人群，构
建科普政策宣讲软硬结合、内外兼施的分享
体系，充分运用新媒体，助力产教结合，重
点以经验分享和典型案例现场宣讲为主，解
答不同人群对于科普政策的疑惑。

整合媒介资源，提升科普政策宣
讲传播能力

在大众媒体高速发展的当今时代，利用
大众媒体科技传播能力，提升科普政策宣讲
覆盖范围，可有效节约科普政策宣讲所消耗
的时间以及物力资源。由于科普政策宣讲面

对的群众群体层次较为丰富，因此在构建科
普政策宣讲计划中，应重点体现出广大公众
的不同层次需求，以社会效益为主。打造一
批具有特色的科普政策宣讲栏目，充分利用
大众媒体媒介资源与广播、电视节目以及其
他科普宣讲途径，面向农村、城市、高校等
不同场景，构建针对性的科普宣讲体系。

实现全民科学素养提升，不能仅靠理
论层面进行科普政策宣讲，更应从基层科
普场所建设角度出发，为广大公众提供科
普宣讲体验平台。而针对偏远乡村等不便
于投入大量资金建设科普宣讲展馆的区
域，可通过建设科普宣传活动站、科普宣
传专栏等方式，营造更多农村群众接触科
普宣讲的机会。

（作者系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助理研
究员）

强化科普政策宣讲 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 孙天垚

声音洪亮，精神矍铄。在一场面向青
少年的科普讲座中，有位老人正在台上侃
侃而谈，不时展示着手里的魔方。台下座
无虚席，孩子们都被这位爷爷讲的内容所
吸引，听得津津有味。谁能想到，这位白
发老者是微电子微光刻领域的权威专家，
曾多次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国家技术发
明奖等近百项奖励，2022年被北京市朝阳
区评为“最美科技工作者”。他就是中科
院微电子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科学院大学
（囯科大）教授陈宝钦。

从一台半导体矿石收音机说起

时间回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时代
的陈宝钦最喜欢读一本叫 《知识就是力
量》的科普杂志。有一次，他按照书中介
绍的方法，用锗矿石、图钉、耳机和漆包
线组合，制造出了能听到好多“吱哩哇
啦”电台广播的“半导体矿石收音机”。
他兴奋不已，被这块神奇的半导体小石头
迷住了。

1960年，18岁的陈宝钦考入北京大学
六年制的物理系物理专业，师从黄昆教
授，从事半导体的学习和研究。或许是命
运的安排，就是那台小小的半导体矿石收
音机，在他心里播下了半导体技术的种
子，为他打开毕生研究微光刻技术的
大门。

甘为攀登科学高峰背“氧气瓶”

陈老师常在科普讲座上讲：“我们这
一代人，年轻时既有当科学家工程师的理
想，也都树立过这样的志向：甘当攀登科
学高峰征途上背氧气瓶的营员，甘为祖国
建设大业中的铺路石子和一砖一瓦，甘做
国家伟大工程中一颗永不生锈的螺丝钉，

弘扬甘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
这也是他一生的坚持。

微电子芯片制造技术是世界加工技术
的珠穆朗玛峰，攀登科学高峰需要“氧
气”，而陈宝钦甘愿做那个背“氧气瓶”
的人。如今已八十岁高龄的他，亲历了光
刻技术发展的六十年，以实际行动兑现了
年轻时许下的“为祖国健康工作五十年”
的诺言。在微光刻尤其是电子束光刻领
域，他和我国一批从事微纳米加工技术的
科技工作者一道，为能完美实现更小尺寸

而不断努力。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陈宝
钦用点滴平凡活出了充实且有意义的
一生！

用魔方播种的是知识，更是一
种精神

如今，退休的陈宝钦是中国科学院
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老科技工作者协
会科普讲师团成员。他仍活跃在大学教
书、青少年科普第一线，践行科普教
育，弘扬科学精神，奉献了一场场科学

盛宴。从三岁幼儿园小朋友到九十岁离
退休老干部、从线下到线上，陈老师的
课堂越来越大，他的直播课最多时有近
三万人在线观看。科普内容精彩纷呈，
他针对不同年龄段的听众，确定好合适
的主题：既有微电子如何把沙子炼成芯
片的故事，又有以魔方为例谈学习力培
养的教学课。他自费购入大量书籍、教
具，应用于科普活动中，采用演示、互
动观察体验和动手实践等多种形式，激
发了公众学科学、爱科学、用科学的热
情。每当看到听众目不转睛、饶有兴趣
听他讲课的状态时，陈老师“别提心里
有多美了”。

有意思的是，陈老师对魔方情有独
钟。当时，为了满足小学一年级女儿学
魔方的强烈愿望，陈老师开始研究魔
方。一次偶然的机会，他惊喜地发现魔
方是非常好的教学工具：它的创意和设
计不仅能与数学、现代物理学、晶体学
甚至机器人联系起来，其复原的过程也
能启发孩子们养成刻苦努力、探索钻
研、挑战自我的能力。

因此每当他出去讲课时，都会随手带
上一块魔方，通过魔方向听众传递可贵的
科研精神：“要想学会复原魔方非常非
常难，第一要有探索钻研精神；第二要挑
战自我；第三要有 I CAN 精神，相信自
己；第四要有面壁修炼精神；最后，要有
爱因斯坦式刨根问底的劲头，一定要多问
为什么，搞清楚原理。”他认为科学就是
不断地撞南墙、钻牛角尖、去试错，而魔
方恰恰是“失败乃成功之母”的最佳体
现，由此总结出学习魔方需要“五心”：
好奇心、决心、自信心、耐心和虚心。

“我是一个科技志愿者和微电子科学
的播种机。自己干了一辈子最有意思、最
有意义的工作——从微米做到纳米、从光
学做到电子束、从指导博士研究生做到科
普教育。”魔方爷爷笑着说道。

陈 宝 钦 ： 播 种 科 学 的 “ 魔 方 爷 爷 ”
□□ 科普时报实习记者 朱 玺

科普达人

诺奖人的成长路

一般来说，搞气象工作的人可能得不
到诺贝尔奖，保罗·克鲁岑也是这样认为
的，他曾与同事开玩笑说，“很遗憾没有诺
贝尔气象奖。”因为他根本没想到自己有一
天会成为诺奖得主。

但是热爱气象事业的克鲁岑，通过对
大气中氮的氧化物会加速平流层中臭氧的
分解这一化学现象的研究获得了1995年诺
贝尔化学奖。

克鲁岑 1933 年生于荷兰阿姆斯特丹。
1940 年 5 月，荷兰被德国军队占领，可以
说，克鲁岑的童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中
学毕业时，一场疾病使克鲁岑没能通过大
学入学考试。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他上了
一所中等技术学校，学习土木工程，毕业
后在阿姆斯特丹城市桥梁设计局工作。

克鲁岑一直渴望能从事学术研究工
作。1958 年的一天，他从一张瑞典报纸上
看到斯德哥尔摩大学气象学院招收计算机
程序员的广告，便前去应聘。尽管他没有

任何专业经验，却仍幸运地从众多竞争者
中脱颖而出。克鲁岑被伯特·波林教授聘
用。伯特·波林教授后来出任政府间气候变
化专门委员会第一任主席。

几年后，克鲁岑业余时间学习了数学
和气象学，并获得了学士学位，并于 1965
年起接受研究生教育。他撰写的关于氮氧
化物对平流层中臭氧含量影响的论文具有
划时代的意义，这为他1995年获得诺贝尔
化学奖奠定了基础。

开始他选择了平流层臭氧问题作为他
的研究课题。臭氧是1840年德国化学家弗
里德里希·舒贝因首先观察到的。当太阳的
短波辐射被氧分子吸收时，就在高空生成
臭氧。这个吸收过程使氧分子分解成两个
氧原子，其中大部分氧原子与氧分子化合
形成臭氧。臭氧也可以通过氧气或大气中
的放电现象得到。经过多年系统观察，很
快就揭示出臭氧层对地球的可居住性有至
关重要的作用。臭氧层位于地球大气的平
流层中，能吸收大部分太阳紫外线，保护
地球上的生物免受损害。

随着深入研究，克鲁岑觉得应该研究
化学物质对臭氧层的影响，1968 年他放弃

了早先对平流层臭氧化学理论的研究，认
为“应当研究氮化合物对臭氧层光化学的
影响”。在他以欧洲空间组织的博士后成员
身份与牛津大学的大气物理系合作以后，
证实了他关于氮化物对平流层的化学反应
有潜在作用的论断。研究小组组长约翰·霍
夫博士在听到了克鲁岑对氮化物的潜在作
用的概念后，交给他一份太阳光谱图。通
过分析这张太阳光谱图，克鲁岑得出了平
流层的硝酸的近似含量，包括了它的粗略
垂直分布情况。

按照克鲁岑的说法“根据这些信息，
我得知氮氧化物同样存在于平流层中”。这
使他有信心提交一篇关于一氧化氮和二氧
化氮对臭氧层的催化破坏作用的论文。他
还揭示了臭氧层的厚度与土壤中的细菌释
放出来的化学物质之间的联系，指出地球
是作为一个系统来运行的，在这个系统
中，海洋、大气和大地是捆在一起的。

克鲁岑研究并解释了大气中臭氧形
成、分解的过程及机制。他指出，臭氧层
对某些化合物极为敏感，空调器和冰箱使
用的氟利昂、喷气式飞机和汽车尾气中所
含的氮氧化物，都会导致臭氧层空洞扩

大，臭氧层可防止紫外线最有害的波长穿
过地球的大气层。这些波长会导致皮肤
癌、晒伤、永久性失明和白内障，以及对
动植物的危害。臭氧消耗和空洞增加患癌
风险，导致其他负面影响，这些都已引起
全世界的关注。

克鲁岑对大气中光化学反应进行了深
入系统的研究，特别关注了污染物排放可
能导致平流层中保护性臭氧层耗竭的风
险，研究结果有助于解释南极上空臭氧洞
的形成。克鲁岑的研究揭示了氮氧化物对
臭氧平衡的重要性，以及平流层中的云团
如何极大地促进了臭氧消耗反应，这项研
究对1987年《蒙特利尔议定书》的通过起
了决定性作用，从而使得禁止使用氟利昂
和其他消耗臭氧层的气体。

由于克鲁岑童年是在战火中度过的，他
的工作又是保护地球不受太阳紫外线辐射的
危害，所以他特别珍惜人民生活在健康、和
平和自由的环境中。他在1998年给中国青年
的赠言中写道：“希望你们当中成为科学家
的那些人，用你们的科学成就为人类服务。
我能有把握地预测：在下一世纪，中国将发
展成为世界上领导科技进步的强国之一。”

保罗·克鲁岑：首个获诺奖的气象学家
□□ 王 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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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为陈宝钦在科普讲座上为小朋友讲解如何复原魔方 （受访者供图）

科普时报讯（记者侯静）比较医学院士
专家科普创作工作室11月12日在北京挂牌
成立。

比较医学院士专家科普创作工作室是
中国实验动物学会整合科研院所、高等院
校、医疗机构、学术社会团体组织、科学
传播机构、企业等的院士资源和国家重大
科技创新资源建立的，旨在推动知名院士
专家团队的科技成果或前沿科技成果转化
为优质科普资源，通过对科普创作工作室
全流程的跟踪研究，探索科技成果向原创
科普作品转化路径，为科技工作者开展科
普提供借鉴，打造科技成果向原创科普创
作转化典型案例，为原创科普精品生产提
供案例支撑。

作为全国建立3个“院士专家科普创作
工作室”试点项目之一的比较医学院士专家
科普工作室，建立了一支复合型团队，团队
成员包括创作和传播两个类别。团队由多位
院士领衔，中国实验动物学会理事长、中国
医学科学院医学实验动物研究所原所长秦川
是项目负责人。

科普时报讯（记者史诗）为深入贯彻落
实《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规划纲要(2021—2035
年)》，培养激发青少年、儿童科学兴趣，由
北京市科学技术研究院科学传播中心、北京
市科学技术研究院分析测试研究所联合打
造，北京天文馆、北京城市学院、北京东城
区景山街道共同支持的原创科普剧《细菌大
作战》拟于11月20日“世界儿童日”晚8点
在央视频直播。

本次直播活动以“关注食育 科学饮
食”为主题，直播科普剧讲述了一场因善意
无心引发的食物意外中毒，主角为救母亲梦
游进入人体消化系统内开启细菌大战的故
事。该剧旨在提倡科学饮食，关注生命安
全，带领小观众们一起探索人体奥秘，遨游
生物世界。

该剧绝大多数主演是北科院科研人员，
他们充分发挥了研究院科技科普资源优势，
不断创新科普表现形式，促进科技资源科普
化，为实施五类重点人群科学素质提升行动
贡献力量。

比较医学院士专家
科普创作工作室成立

科普剧《细菌大作战》
将在央视频直播

科普时报讯（实习记者 朱玺） 11 月 1
日，上海市推出《关于深化上海市卫生专业
技术人员职称制度改革的实施意见》，将健
康科普纳入医疗、药学、护理、技术等卫生
专业人员高级职称评价，为健康科普创新提
供制度支撑。

据介绍，此次上海在全国率先将健康科
普纳入卫生专业人员高级职称评价，指标包
括作为第一作者在省部级及以上科普期刊上
公开发表与申报专业相关2000字以上的科普
文章，或作为主编公开出版与申报专业相关
的专著，或在省部级及以上的官方媒体发布
与申报专业相关的科普作品，或完成与申报
专业相关的局级及以上科普课题、科普项目
且成果通过验收，或获得与申报专业相关的
局级及以上科普奖项，进一步对健康科普工
作细化制度保障。

据悉，下一步，上海将不断夯实健康科
普制度基础。上海市卫生健康委等九部门将
出台健全全媒体健康科普知识发布和传播机
制相关实施意见，拓宽健康科普职业前景，
提升开展健康科普的成就感和荣誉感，更好
发挥医疗卫生机构、医学院校、科研机构和
相关专业人员健康科普“主阵地、主力军”
作用。

上海将健康科普
纳入职称评价体系

一年一度的狮子座流星雨于北京时间
11月18日迎来极大。

因为形成流星雨的方位在天球上的
投 影 （即 辐 射 点） 恰 好 位 于 狮 子 座 方
向，在地球上看起来就好像是从狮子座
喷 射 出 来 的 ， 因 此 被 称 为 狮 子 座 流 星
雨，其母体是坦普尔-塔特尔彗星。该彗
星每隔约 33 年回归一次，这也意味着每
33 年左右，狮子座流星雨就会迎来几次

“高光时刻”。
1883 年狮子座流星雨迎来一次超级大

爆发，创下了每小时 10 万颗的骇人记录，

惊艳全世界，这也让平常年份“平平无
奇”的狮子座流星雨“一鸣惊人”，赢得

“流星雨之王”的美誉。
天津市科普作家协会理事、北京天文

学会会员刘东宇介绍，1998 年、1999 年、
2001年和2002年，狮子座流星雨出现过四
次“狮王怒吼”，峰值流量都突破了每小时
千颗。但除此之外的年份，自 1986 年至
今，狮子座流星雨就显得非常“低调”，尤
其是在经历了 2001 年和 2002 年两次“暴
雨”级别的爆发之后，该流星雨的峰值流
量总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下降趋势，近10年

来的每小时天顶流量 （ZHR） 一般也只有
20左右。虽然流量不是很大，却也不乏特
别明亮的火流星出现。

天文预报显示，本年度狮子座流星雨
极大时刻预计出现在北京时间 11 月 18 日 7
时。不过，月相对本次流星雨却很不利。
18日凌晨月相为亏凸月，并且月亮刚好就
在狮子座；19 日凌晨，月亮位于室女座，
也在辐射点附近。

“总体来说，今年狮子座流星雨的观测
会受到月光影响。但流星可能会出现在全
天任何方向，观测时可选择避开月亮的方

向。”刘东宇说。
由于目前人类还不能精确计算流星雨

母体彗星尘粒的分布结构，因而不能像预
报日食、月食那样，对流星雨的规模做出
准确预报。加之狮子座流星雨的极大时刻
又有过与预报相差十几个小时的先例，因
此，打算观测今年狮子座流星雨的公众要
有一定的心理准备。

“就目前的预报情况来看，今年狮子座
流星雨的峰值流量较为平稳，但也不排除
有小爆发的可能性。”刘东宇说。

（据新华社）

“ 流 星 雨 之 王 ” 11 月 18 日 点 亮 夜 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