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新闻 要闻
2017年1月10日 星期二

03主编：苏令 编辑：刘亦凡 设计：张鹏 校对：刘梦 ·

赵忠贤是当之无愧的超导“大玩家”。40
多年里，他的团队用自制的炉子或淘来的二
手“土炮”，在“不及今天百分之一”的硬件条
件下，“玩”出举世瞩目的重大突破，“玩”出
临界温度的世界纪录，“玩”出中国高温超导
跻身国际前列的科研地位。

“坐得住、钻得进、研得深”

超导体是当温度降低到一定数值时，其
电阻突然消失的材料，它在信息通讯、生物
医学、航空航天等领域有巨大应用潜力。超
导体要实现超导态，必须要有极低温的环
境。为此，科学家一直梦想寻找到较高临界
温度的超导体。

1986 年，45 岁的赵忠贤偶然读到一篇
欧洲科学家发表的论文，讲的是“铜氧化合
物可能存在 35K 超导性”。当时很多人不相
信，但赵忠贤是少数“醒得早”的人。

那时科研条件异常艰苦，好多设备是赵
忠贤团队自己现造的，烧样品的炉子是自己
动手绕的，买设备都买二手的。有了自制炉
子，赵忠贤和同事们没黑没白地干，夜里不
睡觉，困了就在椅子旁桌子上靠靠。

好在研究不需要特别精密的仪器，很
快，赵忠贤团队在镧—钡—铜—氧体系中获
得了 40K 以上的高温超导体，一举颠覆了认
为“超导临界温度最高不大可能超过40K”的
麦克米兰极限！

一时间，世界物理学界为之震动，“北京
的赵”一“战”成名。

赵忠贤团队的研究使得超导电性低温
环境的创造由原本昂贵的液氦替代为便宜
而好用的液氮，并因此获得1989年国家自然
科学奖一等奖。

研究超导带给科学家的并不总是期望，
也有迷茫。科研进入低谷时，一些研究者纷
纷“转向”。但赵忠贤认定，高温超导研究有
潜力，未来必将有重大突破⋯⋯

没有久坐“冷板凳”的深厚积累，就不会
有成果的爆发，铁基超导体的研究中，赵忠
贤团队只用 2 个多月就创造了临界温度 55K
的纪录，他们熬了3个通宵，撰写出初期最关
键的三篇论文。

50年磨一剑

从最早接触低温物理算起，赵忠贤与超
导结缘已有 50 年，他是首位“40 后”的国家
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也是新中国自主培
养的科学家。

1959 年，18 岁的赵忠贤以优异的成绩
进入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他坚持体育锻炼，
还参加了大学的管乐队，学会吹小号、拉手

风琴。但对他影响最大的，还是中科大的大
师办学。

赵忠贤学的是低温物理，由著名物理学
家张宗燧给他上课。来做报告的，有陈毅这
样的领导，也有钱三强这样的科学家。沐浴
阳光雨露，聆听教诲熏陶。赵忠贤心中就
一个想法，老老实实学习，将来为国家做贡
献，“做学术带头人这种事从没想过”。

1964年，赵忠贤被分配到中国科学院物
理研究所，他曾被派往英国剑桥大学进修，
接触了世界超导研究的最前沿。回国后，他
提出要“探索高临界温度超导体”。

随后几年，赵忠贤的研究几度受阻，项
目批不下来，甚至连“摊儿”都被解散了。但
梦想总在冥冥中召唤，指引赵忠贤历经万
难，初心不变。

1977年，赵忠贤在《物理》杂志上撰文阐
述自己的观点，支持某些理论家对国际广泛
认同的麦克米兰极限提出挑战。在当时很多
人看来，这观点太大胆了。但此后 40 年的追
梦之旅一再证明，他是对的。

2014年初，赵忠贤等凭借铁基高温超导
研究再次问鼎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2017 年 1 月 9 日，75 岁的赵忠贤走上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奖台⋯⋯

不把拿奖当科研目的

“我做科研从来没想过要拿奖，能拿奖
很好，但不要当科研目标，科研是要为人类
文明长河做贡献。”

这样的话，赵忠贤的团队成员太熟悉
了。他们眼中，赵老师直爽、开朗、乐观、大
度。他总为年轻人营造不拘束的环境，他对
超导史如数家珍，也爱“八卦”超导科学家的
奇闻异事，让大家在欢笑间掌握知识。

通宵工作时，他拿钱让大家买吃的。有
学生研究志向偏离了超导“主业”，他也支持
学生按兴趣大胆研究。

如今，赵忠贤仍保持着旺盛的工作热
情，也时常去实验室，但“原则上只出出
主意”，期望帮助年轻人找到研究超导机理
问题的切入点。

在赵忠贤眼里，现在的年轻人，“有激
情，肯吃苦，能战斗，可信赖”。

“但你们别像穆桂英一样，身上插好多
旗子，做事情要集中一点，不要太精力分
散，不要选太多，这个也干那个也干。”赵
忠贤说，要选一个坚持十年，扎下根去，
才能枝繁叶茂。

——成功的秘密是什么？
——热爱它，热爱它，热爱它！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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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 9 日，中国中医科学院首席研究
员屠呦呦荣获中国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她率先从大量中医古籍中筛选出青蒿作
为抗疟首选药物并发现青蒿有效部位乙
醚提取物，让中国医药拯救了全世界数百
万人的生命。她曾获美国拉斯克临床医学
奖和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值得一提的
是，这是国家最高科技奖首次授予女性科
学家。

青蒿济世，中国医药为世界
健康谋福祉

上世纪 60 年代，疟原虫对“老药”产
生抗药性使恶性疟疾横行。1969年，时年
39 岁的屠呦呦临急受命，带领中医研究
院中药研究所抗疟新药科研组整理典籍、
走访名医，收集到2000多个方药，对其中
200 多种中草药 380 多种提取物进行筛
查，从浸泡液体的尝试筛选到提取方法反
复摸索。

中药为源，矢志寻蒿。一遍遍地翻阅
典籍文献让希望的曙光初现：“青蒿一握，
以水二升渍，绞取汁，尽服之。”一千多年
前东晋葛洪的《肘后备急方》让屠呦呦受
到了启迪：用乙醚在低温提取有效成分，
第191次实验终获成功。

世界卫生组织推荐以青蒿素类为主
的复合疗法作为抗疟首选方案。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士路易斯·米勒说，正是传统中
医药的宝贵价值和屠呦呦对于国家使命
的忠诚之心，让世界疟疾感染者免于病
痛，重获新生。

“青蒿素对非洲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
目标发挥了重要作用。”世界卫生组织非
洲区事务负责人特希迪·莫蒂称赞青蒿素
治疗疟疾的发现对世界人民的健康福祉
带来巨大改变。据不完全统计，在过去几
十年里，青蒿素在全世界共治疗了两亿多
人，挽救了数百万人的生命。

脚步不停，心系青蒿

“我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在 2015 年
获得“诺奖”后，屠呦呦对记者这样说。摘
得“诺奖”一年来，屠先生对青蒿素还有怎
样的牵挂？

在获得国家最高科技奖一个月前，屠
呦呦拿出了 100 万元捐献给母校北京大
学设立“屠呦呦医药人才奖励基金”，激励
更多年轻人热爱中医药科研事业，坚持做
研究。“我希望能有青年科研工作者把接
力棒传递下去。”屠呦呦说。

“让青蒿素物尽其用。”中国中医科学

院研究员、屠呦呦助手杨岚对记者说，屠
先生希望让中医药产生更多有价值的成
果，更好地发挥护佑人类健康的作用。

青蒿素抗药性问题、青蒿素拓展适应
症研究仍让如今已87岁高龄的屠呦呦放
不下。“我最关心的是临床疗效。”屠呦呦
屡次对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下一步还应该彻底弄清青蒿素的作用
机制，全面挖掘它的潜力，为人类解决更
多的疾病问题。

在抗疟之外，屠呦呦团队正在探索青
蒿素类化合物对其他疾病的治疗。屠呦呦
团队成员、中国中医科学院青蒿素研究中
心研究员廖福龙说，日前双氢青蒿素治疗
红斑狼疮的新药研发已经取得国家食品
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的临床研究批件。“抗
病毒、免疫抑制、抗肿瘤、抗霉菌作用也在
我们研究之列。”廖福龙对记者说。

让“青蒿素精神”生根开花，
下一个屠呦呦不再遥远

屠呦呦获国家最高科技奖的重大意
义何在？下一个屠呦呦离我们还有多远？

中医药是独特的卫生资源、潜力巨大
的经济资源和具有原创优势的科技资源。
2016年底我国通过的《中医药法》为中医
药创新性发展指明方向：加强中西医结合
研究，促进中医药理论和技术方法的继承
和创新。这构成了中国创新驱动战略蓝图
的一个有机部分。

中国中医科学院院长张伯礼院士认
为，屠呦呦及其团队体现出的是一种

“青蒿素精神”，即传统中医智慧经验与
现代医学有机结合，把淡泊名利的高尚
品德与敬业精神相结合。治病救人、解
除病痛，在屠呦呦团队数十年的青蒿素
研究中，从发现青蒿素衍生物到研制新
药的一系列科研创新也正是“青蒿素精
神”的生动写照。

“传承不泥古，创新不离宗。”中医药
界相关专家在谈到屠呦呦此次获奖时表
示，中医药原创思维与现代科技结合，将
照亮原创性成果的前路，将开拓新的研究
领域，将引领世界生命科学的发展，为中
国式办法解决世界医学难题做出贡献。

“‘诺奖’的大门已经打开，更多中医
药创新的世界级成果会涌现出来。”张伯
礼对记者表示，中西医结合治疗白血病、
抗肿瘤、治疗代谢性疾病以及中药复方研
究方面已取得重要进展，下一个屠呦呦
不再遥远。

据新华社北京1月9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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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9日，中国工程院院士，南京理工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王泽山在北京召开
的国家科技奖励大会上，将 2016 年度国
家技术发明一等奖收入囊中。随后，一身
黑色绒布外套的王泽山匆匆赶回南京，一
路奔波，81的他看起来仍然精神矍烁。

早在 1996 年，王泽山就曾问鼎国家
技术发明奖，加上 1993 年获得的国家科
技进步一等奖，这位“80 后”院士成为国
内罕见的国家科学技术奖“三冠王”。

让中国火炮傲视全球

王泽山再次问鼎国家科技大奖的成
果，来源于他退休后奋斗20多年攻克的
世界军械领域的一项技术难题。这项发
明让中国的火炮装药技术傲视全球。

现代战争中，曾被称为“战争之
神”的火炮仍然扮演着重要角色。通常
情况下，为满足火炮不同的射程要求，
模块装药发射前需要在两种不同的单元
模块间进行组合，如此操作既繁琐又费
时。能够使用同一种单元模块，通过模
块数量的不同组合来实现对不同目标的
打击，一直是国际军械领域梦寐以求的
技术。

但研发这种全等式模块装药技术绝
非易事。令人自豪的是，凭借数十年的研
究积淀、验证结果的反复失败和精确繁杂
的计算，王泽山另辟蹊径创立了装药新技
术和相应的弹道理论，终于研发出具有普
适性的全等式模块装药技术。

这项技术通过有效提高火药能量的

利用效率来提升火炮的射程。实验证明，
我国火炮在应用该技术后，射程能提高
20%以上，最大发射过载能降低 25%以
上。目前，这项技术已广泛应用于我国多
种武器装备和型号的研制。

“以身许火药”60年

对于热衷拼搏和创新的王泽山来说，
一个问题的解决，往往意味着另一个研究
方向的开始。

1954年，抗美援朝的硝烟刚刚散尽，
19 岁的王泽山带着兴国强军的理想报考
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并选择了最为冷
僻的火炸药专业。

一次选择，一生无悔。王泽山说他这
一辈子，除了能做火炸药研究，别的都不
擅长。“我的生活已经跟科研分不开了。一
旦离开，就会感觉失去了生活的重心。”

1985 年至 1990 年，王泽山率先攻克
了废弃火炸药再利用的多项关键技术，为
消除废弃含能材料公害提供了技术条件。
该技术获1993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获奖之后的他并未停留。含能材料的
低温感是当时国际上难以攻克的尖端技
术。1990 年至 1995 年，王泽山通过研究
发射药燃烧的补偿理论，发现了低温感含
能材料，并解决了长贮稳定性问题，显著
提高了发射药的能量利用率。该技术获
1996 年唯一一项国家技术发明一等奖，
填补了这一奖项多年的空缺。

除重大技术发明外，王泽山的理论研
究成果也是沉甸甸的。他撰写了 14 部学

术著作、百余篇研究论文，为相对单一的
发射装药学向火炮、弹丸、火药、弹道等多
学科交叉发展奠定了基础。

80岁还有一半时间在试验场

王泽山的生活里从来没有节假日的
概念。即使已经80多岁，他一年中仍有
半年工作在试验场，足迹遍及全国兵工
企事业单位和科研院所。

由于火药的易燃易爆性，很多实验
必须在人烟稀少的野外进行，这意味着
实验条件的艰苦。尽管如此，王泽山从
来不在办公室坐等实验数据，而是经常
深入一线，亲自参加相关实验。

对于王泽山来说，火炸药性能参数
验证中的不确定因素多，实验过程也颇
具危险性，“只有亲临现场指导实验我才
能放心”。

但亲力亲为不代表“单干”，王泽山
的团队建设同样漂亮。他常说：“我所做
的研究是团队共同的事业，是大家的共
同努力将我推到了现在的这个高度。”因
为基础好，团队里课题很多，近20年共
承担82项课题，每位成员平均两项。

获奖后的王泽山依然很平静，他
说：“在不给单位和科研团队带来负担的
情况下，我会更加专心地思考一些理论
问题或者写作。”

“三冠王”王泽山
本报记者 缪志聪 通讯员 杨萍

教育部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传达学习中央纪委七次全会精神

（上接第一版）
会议对学习贯彻全会精神，做好

2017 年教育系统党风廉洁建设工作
提出四点要求。一是把学习党的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作为当前和今后
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进一步
抓好贯彻落实。要以十八届六中全会
精神和准则、条例为重点，抓好党员
领导干部分级分类全员培训，牢固树
立“四个意识”，在思想上、政治
上、行动上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以准则和
条例为尺子，研究制定贯彻落实十
八届六中全会精神和准则、条例情
况的考评细则和实施方案，抓好监
督检查。要加强正面宣传，强化正向
引导，唱响主旋律，做好学校安全稳
定工作，营造教育系统良好政治生
态。二是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战略
部署的实施，进一步强化管党治党责
任的落实。要尽快召开教育部党风廉
洁建设领导小组会议，春季开学前组
织召开 2017 年教育系统党风廉洁建
设工作视频会，印发工作要点和重点
任务分工。要强化主体责任，完善部
党组成员约谈直属机关、直属高校党
政“一把手”机制，建立纪检组与党
组定期研究教育系统党风廉洁建设工
作机制。要强化监督责任，完善党组
全面监督、纪检组专责监督、部机关
司局职能监督机制，健全党内监督体
系。印发部党组关于贯彻落实问责条
例的实施办法，以强有力问责倒逼管

党治党责任落实。三是强化政治担
当，加强监督执纪，交上作风建设合
格答卷。要持之以恒纠正“四风”，
重点对照新修订的教育系统落实八项
规定精神的有关规定进行监督检查，
大力推进师德师风和学风校风建设，
健全作风建设长效机制。要坚持惩治
和预防腐败两手抓，有效运用“四种
形态”，强化制度的约束力执行力，
积极推进标本兼治。要积极配合中央
对中管高校的巡视。部党组要做好对
直属高校、直属单位的巡视工作，在
十九大前实现巡视全覆盖。四是坚决
惩治和查处教育领域侵害群众利益的
突出问题。要加大教育行风治理力
度，重点对群众反映突出的问题开展
专项治理，严肃查处套取、挤占、挪
用、贪污教育民生资金等违纪违法行
为，维护教育公平公正，不断增强群
众获得感。

会议强调，对会议提出的重点工
作安排建议，要进一步细化措施，按
照时间节点明确进度，按照内容确定
标准，做好部署、明确责任、逐项抓
落实。近期，部党组要以学习领会党
的十八届六中全会、中央纪委七次全
会、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精神
为重点，尽快组织召开一次党组中心
组学习会议，原原本本地学，深入全
面地学，结合教育战线实际，坚持把
自己摆进去，推动管党治党主体责任
落实，把教育系统全面从严治党引向
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