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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把“奥数热”

转化为“数学热”
王正盛

江苏
院士

探索中微子的世界先锋

作为“大亚湾国际合作实验”项目
的首席科学家，王贻芳曾带领科研工作
者们历时8年，首次发现中微子的第三
种振荡模式，并获得了精确的测量数
值，在这一多国参与的大科学“赛事”中
让中国率先冲线。震惊世界之余，也为
当时正处在“岔路口”的中微子研究找
到了未来发展方向。

尽管每时每刻都有数以万亿计的
中微子穿过我们的身体，但我们却感觉
不到它们的存在。作为构成物质世界
最基本单元，中微子伴随着宇宙从产生
到演化的整个过程，其深层的规律是目
前各国科学家瞩目的最前沿领域。

荣誉已在身后，工作堆满案头。“本
约明天下午，但我后来一想就今天会后
吧，整块时间不能给你。”同科研“大牛”
交流，记者觉得有一点压力，但又觉得很
放心，有话直说，不遮不掩。作为地地道
道的南京人，王贻芳颇有几分“南京大萝
卜”的本色，把自己复杂的工作内容概括
得简单到极致——“我工作的很大一部
分内容是在开会，大大小小的会。”

王贻芳开会讨论的，是他继大亚湾
中微子实验项目后主持的一项新的中
微子实验项目，建设在广东江门山下
729 米深的地下试验大厅，“我们的实
验是在一个直径45米、高45米的地下
水池中，放置一个直径有 12 层楼高的
有机玻璃球体，球体里放置2万吨可以
捕捉到‘中微子’的液体闪烁液。”这也
是世界上最大的中微子探测器。

虽然工程技术的难度成十倍地增
加，但经过大亚湾锤炼的王贻芳已是

“半个土木工程专家”，他随口就能说出
江门中微子实验的很多技术问题，“比
方说我们遇到了大量地下水，对一般地
下工程来说，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通过隧
道自然排水，但我们是大规模地往下深
挖，没地方排，必须把水全都抽出来。”

不同于外界对科学家埋首实验室的刻
板印象，他对工程技术问题的关键细节
了然于胸。

王贻芳说，如何协调问题的科学性、
技术性和可行性，在项目的进度、成本和
技术指标中做取舍、拿方案，是大科学工
作中必要的一部分。而实验室工作，只
是很小的一部分工作。“当今世界上重大
的科学创新潮流，总的趋向是规模越来
越大，因为相对容易的问题都已经解决
了，剩下来的都是难题，难题如何解决？
研究设备的指标和能力，要达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在王贻芳看来，这种探索自
然、探索微观的能力，最终也会演化成一
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和技术能力。

科研人才培养像“游泳”

基础研究的突破，是社会发展的
最根本动力。王贻芳坦言，“我们国家
在基础科学研究的投入上，远低于国
际水平，发达国家的基础科学投入跟
R&D（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比
值，一般在 15%左右，我们只有 5%，
是人家的 1/3。我国相对较大的重大
科学设施，仅达到发达国家 1/10 的规
模。基础科研投入的不足，最终会导
致人才队伍规模、科技成果产出和技
术推动力量的差距。”

关于基础科研“养”人，王贻芳有自
己的“游泳”论，“科研人才的能力水平，
关起门培养不了，必须给扔进水里，‘泡’
在科研氛围中，到国际合作、国际竞争的
大环境当中，能力自然就逼出来了。”

这一观点与王贻芳自身的个人经历
也有些契合。如果想挖掘他在基础教育
阶段的“天才”踪迹，恐怕是少有收获。
小学和中学全都是“就近入学”，压根儿
没有“名校”经历。关于择校他还有个朋
友间的玩笑，“我家就住汉中门，小学读
的就是门口的清凉山小学，中学是就近
的四中，但这两个学校现在都没有了。”

1980 年，王贻芳考到了南京大学

物理系，也仅位列班级的中上游，他并
不承认自己有太多天赋的显现，“我觉
得数学太抽象，生物和化学还需要背东
西，物理相对还容易些。”习惯性地轻描
淡写，正如王贻芳的成长轨迹，在没有
得到过多关注的环境中，他顺着兴趣自
由成长，直到本科毕业时，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丁肇中面向全国招收高能
物理研究生，王贻芳获得了南大物理系
的推荐，并顺利通过丁肇中的考核，在
其指导下研究高能粒子，才打开了物理
世界的“开挂封印”。

能在物理学世界一骑绝尘，王贻芳
归功于自己“不那么爱钱”，“做科学也
需要钱，但钱其实不是万能的，不能带
来太多的东西”，以及自然科学有很多
乐趣，“如果不做这个事情，可能也不太
容易让你体会到这种乐趣”，跟记者说
到这，王贻芳有种怡然自得。

当年被丁肇中选去参加L3实验的几
十位研究生中，时隔数十年，至今依旧在
高能物理领域的还剩下6人，绝大多数已
经从商，而回到国内的有2人。

如今，王贻芳的女儿也在学习物
理，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他表示，从
没指导过孩子的学习，尤其是物理，更
没做过什么职业指引和规划，“父母教
孩子是教不会的。我在家里从来不直
接教孩子任何科学课或是科学理论。
你一教她，肯定两个人就吵起来了。”

做当下没用的事不代表没意义

尽管因为不爱聊天，曾被称为“话
题终结者”，但惜字如金的王贻芳谈到
中微子还是很愿意做一些通俗的解释，
他认为这是科学家义不容辞的责任。

他曾在央视《开讲啦》介绍自己研
究多年的中微子——盖房子需要砖，所
有的基本粒子都像是砖块，一起构成了
宇宙。这些砖块共有 12 种，其中 3 种
是中微子。

上帝粒子的理论上世纪60年代就

有人提出来了，但一直到2012年才真的
“看”到了这个叫希格斯的神奇粒子。他
们比分子、原子、原子核还小，对不懂行
的老百姓来说，这一切陌生又虚无。

“从肉眼所见的世界深入到微观世
界，第一层就是原子。原子的光谱和行
为，都是由量子力学来解释的。粒子物
理解释了原子核，解释了比原子核更深
一层次的12种基本粒子，从现在来看，
这里面还存在大量不自洽，在标准模型
之外，还有另一层全新的宇宙结构在等
待着我们去发现。”王贻芳介绍，如今
自己在推动的一百公里周长的大型环
形加速器，将使我国成为世界高能物理
研究中心之一。只有使用超大体积和
超级灵敏的粒子探测器，通过更高能量
的加速器，才能研究更深的层次。

“我们觉得在它背后还有一套更基本
的物理学规律。量子力学如果没有粒子
物理标准模型的话，我们只能理解到原子
这个层级。能量高一点，能往前推进一
点，一直到无限趋近于零。到底什么时候
能够趋近于零，把大爆炸时候的零点也搞
清楚，也许是好几辈子以后的事情了。”

“你做的是什么，你这个有什么
用？”王贻芳经常被问到这样的问题，而
他通常的回答是“没什么用”，但他也表
示，对当下没有直接、立刻的用处，不代
表这件事情就没有意义，这种事情也是
中国特别缺乏的东西。“如果你去问牛
顿万有引力有啥用，他可能一点都不知
道。去问麦克斯韦他的方程有啥用，他
可能永远也没想到我们今天所享受的
科技成就，包括我们用的电和电器都是
他奠定的基础。到了量子力学，我们搞
清楚原子的基本行为，我们就有了现在
的芯片和计算机工业。我们无法去问
某一个具体的方程、具体的研究有啥
用，就像盖一个房子，你问其中的一块
砖有啥用，是不知道的。但是你把这块
砖抽掉，房子就塌了。”

本报记者 杨频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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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第十一届罗马尼亚数
学大师竞赛结果公布。中国队 6
名参赛者有4人获得银牌，1人获
得铜牌，1 人获得鼓励奖；在个人
成绩排名中，中国选手的最高成
绩是第 15 名；在团体排位中，中
国队排名第六。而在 2017 年第
九届此项赛事中，中国选手曾获
得个人第一名和团队第三名的好
成绩。

竞赛成绩传回国内，一时
间“全军覆没”“惨败而归”“一
题团灭”等字眼一度登上热搜
榜。有舆论认为，是基础教育
阶段所谓“禁奥令”所致；甚至
有舆论上升至中小学数学教育
乃至中国数学的层面。

笔者认为，诚然，本届这一
赛事成绩不甚突出。这仅仅是
一个竞赛活动，更多地提供一
个国际层面的中学生数学学习
与交流的平台；而竞赛成绩不
能也不必承受那么多解读。例
如，一个餐厅在一次面点制作
比赛中成绩不佳，不代表餐厅
整体厨艺水平不高。也许派出
的厨师不是最强的，也许参赛
厨师有个人失误；而且，体现餐
厅厨艺整体水平也不仅仅看面
点制作，还有炒菜等诸多其它
厨艺方面。一次成绩不代表最
终成绩、一个赛事不代表实力
水平，奥数不代表数学！正所
谓“竞赛千万条，学习第一条，
仅为逐名利，成效两茫茫”。

作为一名数学教师，不少家
长问我：孩子到底要不要学“奥
数”？我认为学奥数对于青少年
脑力锻炼、思维逻辑、兴趣培养、
发掘专才等方面有着一定的作
用。但并不是每一个孩子都适
合和需要学“奥数”的。极少比
例的具有特殊潜质的青少年适
合学习奥数，而能去登顶国际奥
数竞赛的更是凤毛麟角。

相对于“奥数”，其实更值
得关注的是其本源——数学。
数学是一门博大精深的基础学
科，是科学的基础，是描述世界
的通用科学语言，也是各学科
与工程领域的基础。数学无论
对个人发展成才，还是综合国
力增强，都是至关重要的。我
们更希望看到社会把对“奥数”
的这份热情转化为对“数学”的
热情。正如，我们为获得了更
多的奥运金牌而高兴，但更希
望看到国人身体素质与健康水
平的整体提高。

数学无论从其学科的内在
美，到对其它学科的基础支撑，
到对国家科技核心竞争力的提
升，都是毋庸置疑的。“万物皆
数学”，新科技时代无一不需要
强大的数学作为基础，高技术
本质上是数学技术。华为成立
数学研究所，马云组织数学家
交流，张恭庆院士应邀在中央
办公厅做“数学与国家实力”讲
座，这些更是我们所希望看到
的“数学热”。正如数学大师陈
省身先生所言，我们欣赏数学，
我们需要数学！

（作者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
理学院教授）

来源：科学网

“这辈子奉献给了煤矿事业，我无
怨无悔。”从研究生开始，今年 42 岁的
中国矿业大学教授秦波涛就一直战斗
在煤矿火灾防治第一线，和一般科研人
员“蹲”实验室不同，他的科研工作扎根
在了祖国矿区。

矿井火灾是煤矿生产的主要灾害
之一，一旦井下发生火灾，不仅会造成
煤炭资源的损失、工程和设备的破坏，
导致生产中断，而且更严重的是会直接
威胁到矿工的生命安全。

2003 年，面对宁夏煤业集团白芨
沟矿的巨大瓦斯爆炸，全国煤矿灭火专
家均感到十分棘手，在我国煤矿安全工
程科技专家王德明教授带领下，当时还
在读研究生的秦波涛到现场主持灭火
工作。他二话不说，深入爆炸现场，写
方案，下矿井、钻巷道，爬上山、打钻孔，

与矿上工程技术人员一起坚守在矿区，
战斗在最危险的一线，一干就是两个多
月。“那时是冬天，天气非常寒冷，穿
两件大衣都不行，有时候深夜12点，还
需要爬到山上查看具体情况，了解实际
情况是否与自己设计的一致。”

2004 年，东北最大的大兴煤矿采
空区发生自燃火灾，采空区瓦斯浓度
高，找不着火源点，情况十分危急。接
到求救后，秦波涛连夜赶到了煤矿现
场。秦波涛说，当时心中唯一的信念就
是“灭火”，连续一周几乎都在井下度
过，到了紧要关头，连续两天两夜没有
合眼，也没有吃任何东西。

功夫不负有心人，仅一周的时间就
治理了采空区不明位置的煤自燃。大兴
煤矿避免了工作面封闭，恢复了生产。

为了防止采空区煤自燃再次发生，秦

波涛又在大兴煤矿待了两个多月，做防火
的整体方案。自此，秦波涛与大兴煤矿结
下了深厚的友谊，一旦矿上遇到什么难
题，他们总是习惯向秦波涛咨询。秦波涛
也被大兴煤矿授予了“荣誉矿工”称号。

毕业留校任教后，秦波涛每到一个
矿还都要亲自下井。“每次下矿井，由
于井下条件特殊，有的矿坐的是人行车，
有的矿只能走路，还经常在井下上山下
山，有的矿井从井口走到工作面，就得两
个多小时，常常大清早下去，再上来时已
是下午两三点钟，再匆匆扒几口饭，就去
琢磨事了。如果是冬天的话，还需穿着
厚厚的笨重服装。”刚成为教授后，他到
矿上下井的次数一年也不少于 100
次。“每到一个矿井我绝对得下去，这也
是我们的传统。因为从地面上，你永远
无法真正了解井下的具体情况。”

“井下条件恶劣，但我们是到井下
技术指导，而矿工是长时间呆在下面工
作，很辛苦，随时可能面临生命危险。
为他们创造更安全的环境是煤矿安全
科技工作者的责任。”

为高效防治矿井煤炭自燃，他发明了
三相泡沫阻化防灭火技术，即通过对含化
学阻化剂的粉煤灰（黄泥）浆液发泡，以大
流量泡沫为载体，将粉煤灰（黄泥）及阻化
剂输运到一般液固介质难以到达地点的
防灭火技术。去年，秦波涛又入选了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资助方向为
煤矿热动力灾害防治。“从灾后灭火到灾
前预防，我们要为煤矿工人的安全提供好
科技保障。”他说，科研成果要实实在在能
够解决煤矿的实际问题，要能够真正地让
煤矿工人感受到科技给他们带来的安全
感和幸福感。 本报记者 王 拓

秦波涛：站在煤矿火灾防治第一线

丁肇中得意门生、中国科学院院士、2016 年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得主、首位获得“基础物理突破奖”的中国人⋯⋯在“高冷”且“高能”的粒

子物理学领域中，有太多高不可攀的标签属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所长王贻芳院士。捕捉轻盈缥缈几近“幽灵”的中微子，王贻芳对于自

己工作的描述却特别简单实在，“这不是个小目标，得一步一步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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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江苏翔盛
粘胶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等85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截至2019
年 2 月 28 日，该资产包债权总额为 287,315.25 万元。该资产包中
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无锡、徐州、泰州等地区。该资产包的交易对
象为依法成立的法人、其他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
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实力和良好的信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
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
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
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
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
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
资产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
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30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30天，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许琴、邱阳，联系
电话：025-52680810、025-52680827，电子邮件：qiuyang@cin-
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洪武路23号隆盛大厦3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拟对江苏昱诚

建设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 2019 年 2 月 28 日，该债权总额
为 5529.61 万元，其中本金为 2972.70 万元，利息为 2556.91 万元。
债务人位于徐州市，该债权由江苏鑫皇铝业发展有限公司、丁虎、
丁继华、卜庆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
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一次性付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
誉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
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
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
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
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该债权的有关情况请查阅
我公司网站,网址www.cinda.com.cn。

公告有效期：21天，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1天，如对本次处置
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联系。联系人：蒋本林、颜振宇、
王若雯，联系电话：025-52680917，电子邮件：yanzhenyu@cinda.
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市洪武路23号隆盛大厦3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25-52680855。对排
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
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