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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点客户端

科技周刊
敬请关注

快速精准地过滤掉海水中的盐，
是“海水淡化”走向市场化的关键一
环。南京工业大学化工学院陆小华教
授课题组参与攻关的“限域膜传递机
制”技术，为此提供了更为完善的解决
方案，12月初，青岛海水淡化工厂正式
上线，由于应用该技术，预计青岛全市
海水淡化日产能达到50万吨。

“限域膜传递机制”其实就是一种
物理转化过程——让水分子从石墨烯
过滤膜中穿过去，同时阻挡氯化钠分
子，以此实现海水中盐和水的分离。

“但就这么一个听起来简单的‘原理’，
科学界钻研了近20年，才真正搞清楚
适用的机制。”陆小华向记者解释，海
水淡化市场化最大的挑战之一在于，
石墨烯膜在水溶环境中还会发生溶
胀，导致水盐“分离”的性能衰减。在
经过无数个公式推演、模拟计算后，课
题组最终在“钾离子”上找到了突破
口，研究者发现证实，“钾离子”进入石
墨烯后，通过分子的相互作用，会形成
一个特别小的层间距，从而有效截留
盐溶液中氯化钠等所有相关离子，同
时还能保持水分子快速通过。

“这项成果为石墨烯膜的设计设
备提供理论指导，为海水淡化市场化
开辟了新思路。”陆小华满心感慨地
说，这就是基础研究的价值，一项“科
学原理”的突破，能够带来变革性的技
术，从而带动一个全新的产业，甚至对
人类的生产、生活引起“质”的变化。
攀登研发高峰，陆小华坚信“万丈高楼
平地起”，只有克服浮夸浮躁的心态、
摒弃投机取巧的作风，才能做出真正
造福国家和社会的“原始创新”，实现
科学家的“人生价值”。

陆小华是化工领域当之无愧的
“大咖”，去年12月15日，陆小华当选
中国化工学会首批会士，全国仅有20
位化工界专家、学者获此殊荣，他就是
其中之一。然而，比起实验室做科研，
如今的陆小华，更看重的是“三尺讲
台”。“教授不能只做科研不教书育人，
培养人才是我们的根本任务，是事关
传承的大事。”陆小华还有个引以为荣
的身份不得不提——中科院院士、我
国化工高等教育一代宗师时钧带的第
一位博士。斯人虽已逝，风范当长存，
时先生放弃国外的优渥待遇，在七七

事变之后，毅然投身祖国，怀着教育兴
国的赤子之心，执教67个春秋，育桃李
无数。

传承好时先生的“接力棒”，陆小
华一天也不敢懈怠，“家国情怀、追求
本质”这是他在面对学生时，最强调的
两个科研关键。刚进课题组的研究生
抱怨发论文难、羡慕别人的研究方向
好发论文。陆小华却认为，发好文章
固然重要，但是评价一个人的工作价
值主要基于两个方面：一是有没有面
向国家重大需求，另一个是工作有没
有系统性。“陆老师要求我们始终要考
虑课题的‘顶天’，对于科学前沿的意
义在何处；课题的‘立地’，对于实际工
程的意义在于何处。”南京工业大学博
士生陈晶晶语气中透露着对导师陆小
华的钦佩。在选题设计上，陆小华认
为，应该坚持原创，以解决某个具体科
学问题为目标。以陆小华为首席科学
家所承担的“973”计划项目“生物甲烷
系统中若干过程高效转化的基础研
究”批下来后，他就提出，“我们做科研
要先了解国际最领先的技术，在此基
础上再去创新”。因此，他带着整个

“973”团队来到沼气工程技术最先进
的瑞典，实地考察交流学习。“在此过
程中，陆老师敏锐地抓住了沼液要换
热这个关键点，在考察、调研、剖析了
国际最先进技术的基础上，逐步发展
出自己独创性的成果，探索出符合我
国国情的技术，申请了 PCT 发明专
利。”陈晶晶说。在陆小华的指导下，
陈晶晶发明了国内首款针对沼液的换
热器。

没有把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放在心
里，科研就会唯指标、唯利润；不探究
纯粹的科学真理，就会在科研路上走
偏，只关心论文的影响因子，从而丧失
了提出问题并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精
神。让陆小华感怀的是，近几年，原本
在国外享受“终身教授”待遇的科研人
越来越多地投身祖国，为的是国家前
途，做能“争气”的研究；图的是能发挥
所长，做社会需要的科研。陆小华带
过的博士毕业生有54名，其中30多位
都选择了教职工作，接好时代的“科研
棒”，让中国“科学家精神”脉脉相承，
是他们扎根“三尺讲台”共同的夙愿。

本报记者 王梦然

为国科研为国科研，，创新育人创新育人

陆小华：20年矢志做好“两件事”

据西安交大官网消息：中国共产
党优秀党员、西安交通大学西迁教
授、我国著名能源动力工程专家、中
国工程院院士、西安交通大学动力工
程多相流国家重点实验室主要学术
带头人、能源与动力工程学院热能工
程系林宗虎教授，因病医治无效，于
2019年12月21日9时30分于西安
不幸逝世，享年87岁。

林宗虎先生是国际多相流科学
领域著名学者，在气液两相流与传热
学科领域取得多方面开创性成果，提
出了气液两相流量测量的“林氏公
式”，建立了国际上第一个脉动流动
沸腾传热计算式，为我国热能工程学
科的发展做出了杰出贡献。先后荣
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三等奖1项，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奖1项和省部级
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等9项。

林宗虎先生一生爱国奉献、淡泊名
利、勇于创新、学高为范，他的去世是我
国能源动力工程领域的重大损失，也是
国际多相流学术领域的重大损失。

林宗虎先生1933年5月生于浙
江湖州，1957年交通大学研究生毕业
留校任教，是我国锅炉专业首位研究
生，1980~1982年任美国迈阿密大
学访问教授，1985年起任西安交通
大学教授，1988年被授予“国家级有
突出贡献中青年科技专家”称号，
1989年被授予“陕西优秀科技工作
者”称号，1990年经国家教委批准为
博士生导师，1991年获政府特殊津
贴，1995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4天,痛失3位院士!》《8月,痛失
6位院士》《5天内痛失2位重量级院
士》……2019年,每一次看到这样的
讣闻,都令国人深感痛惜。前不久,人
民日报微博做了一次梳理,发现加上
林宗虎，今年已送别33位两院院士。

从年初的“材料院士”涂铭旌、
“两弹一星”元勋于敏、著名物理学家
梁敬魁,到下半年的我国小儿血液病
学科创始人胡亚美、自动控制专家张
嗣瀛,再到上周刚刚离去的“风云一
号”卫星总设计师孟执中、著名病毒
学家田波……一个个功勋卓著的名
字,接连出现在讣闻里。

无论中外,科学家总体上比较低
调,远离聚光灯确乎也是科学工作的
常态。不少院士的成就与贡献,离世
的时候才为大众知晓。自然地,很多
人呼吁媒体多讲讲科学家故事,让杰
出科学家成为“国民偶像”,让科学精
神薪火相传,让科学事业后继有人。

2019,痛别院士格外令人伤怀,还
有一个背景是,中美经贸摩擦、“华为
事件”“IEEE审稿门”等热点事件,一定
程度上让越来越多的国人意识到,如
果不能自主掌握核心科技,随时都会
有“被卡脖子”的风险,甚至受制于人;
要掌握发展的主动权,用创新托举中
国梦,我们需要更多优秀的科学家,赓
续老一辈科学家的风范,接力奋斗,让
人力大国成为人才强国,让中国制造
升级为中国创造。

2019,他们的离去让人不舍。但
我们也清醒地知道,生老病死是自然
规律。关键是,在缅怀中,崇敬科学
家、热爱科学要成为一种潮流;在缅怀
中,国民的科学素养要稳步提升。

我们希望,故去科学家的故事永
久流传,他们的名字长久被传颂。这
些科学家,让人不舍,更催人奋进。我
们乐见,袁隆平、屠呦呦等科学家正在
成为“超级偶像”。江山代有才人出,
新时代,一定会涌现更多“领风骚”的
科学家。（新华社、西安交大官网）

2019，痛别33位院士

我们该
如何缅怀大师

纳米，约等于十亿分之一米。从
20世纪初至今，纳米这个“小身材”带
来的“大领域”让无数科技精英投身其
中。中国科学院院士、苏州大学纳米科
学技术学院院长李述汤始终走在这一
领域的最前沿。

生于内地，长在香港，定居美国，后
又成名于香港，经历半生游历后，这位
亚洲纳米领域的领军人物在晚年选择
重返内地，在苏州带起了一支国际前沿
的“梦之队”，用11年时间续写了跨越
式发展的新传奇。

攀登研究高峰，
纳米“香港军团”续写传奇

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
院，这是被72岁的李述汤视为“第三次
创业”的结晶成果。当年从香港来到苏
州打造一个国际领先的研究院，他倾注
了所有的心血。

接受采访时，李述汤笑着说：“和我
一辈的科学家们，早就退休了。”究竟是
什么一直驱动着他坚持在科研一线
呢？“正是国家的强盛，才让我们有机会
不断去攀登高峰。”他说，留在香港，可
能也能取得一些成果，但内地地广物
博，人才是不竭的动力，如果能够为祖
国培养一批纳米领域的顶尖人才，比自
己取得什么样的成绩都感到骄傲。

李述汤在香港的研究中心，是世界
上两所最早制造出纳米硅线的实验室之
一，更是全世界最早研制出最细小纳米
硅线的，能使半导体工业出现历史性的
突破，但他早就把目光投向了内地。刚
回香港时，李述汤便立即写下两份计划
书，开始在北京、上海、长春、沈阳等地来
回跑，希望进一步加深了解。“当时是想
结合香港与内地的优势，互补互利。”

在他的真情打动下，很多内地学者
也极愿和他合作。在香港城市大学的

超金刚石及先进薄膜研究中心里，来自
内地的学者占据较大比重，现任苏州大
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副院长的
廖良生等志同道合者也是那时认识
的。他当时带的学生也是香港和内地
各占一半，他经常鼓励香港学生要“北
望神州”，两地学生要打成一片。“很多
人都知道苏州大学的纳米领域的‘香港
军团’，其实我们很早就结下了‘缘
分’。”李述汤说。

2008年，在苏州大学校方“三顾
茅庐”邀请下，李述汤决定到苏州大展
拳脚，当时他已经年逾花甲：“苏州的大
环境很适合我，苏州园区是纳米产业的
高地，而苏州的发展需要依靠苏大。”
不仅自己来，他还带来了这支“香港军
团”，在李述汤的主导下，苏州大学功能
纳米与软物质研究院成立。

抱着一颗中国心，
带出世界顶尖团队

“来苏州大学工作，我只签了半张
纸的合约。”对于传闻中他向校方提出
的“无时间限制、无指标规定、无框架局
限”的“三无”要求，李述汤认为其实更
多的是彼此之间的不谋而合。

“我始终抱着一颗中国心，哪个地方
能发挥我的长项，我就在哪里。”李述汤
并没有像一般的国际知名学者那样，搞
个兼职教授，一年回来两三个月甚至几
周，而是全身心投入。苏大给他的合同
没有任何具体规划，没有签约期限，而且
一口气给了5000万的启动研究经费。

“回来吧，我这里需要你帮忙。”李
述汤就这样打出了一个个跨洋电话，招
揽自己与好朋友的弟子们回国全职工
作。“被我盯上了，比追女朋友还厉害。”
李述汤笑着说。2009年，从斯坦福博
士毕业准备归国的刘庄就着实感受到
了这份执着与热情，如今他已是苏州纳

米科学技术学院执行院长。“当时刘庄
不到27岁，他的导师、杰出华人化学家
戴宏杰教授早就向我推荐了他。我打
电话给他，让他回国后一定要到我这儿
来看看。”

刘庄一到苏州，李述汤就亲自陪他
转了两天。“不仅是看校园、看科研环境，
还陪他去听了昆曲《牡丹亭》，感受苏州
文化。”李述汤说，学校用宽松的环境和
信任吸引人才，来苏大只需要做学问，没
有后顾之忧。“刘庄最终能够选择这里，
就是我们争取人才的方法——攻心。”

就这样，李述汤迅速组建起了一支
年轻而充满活力的队伍。他常常和团
队成员们说，学校名气不够大，实力不
够强的话，人更加要团结，就像筷子，一
根很容易折断，如果一捆就不那么容易
折断了。李述汤就像一根纽带，把团队
里的成员们牢牢地拴在了一起。

“前段时间发布的世界高被引科学
家名单，苏大在国内排名第五，有19人
次入选，其中光纳米科学技术学院就有
10人次入围，由此可见国际上对我们
的认可。”李述汤笑着说，在学院的一间
房间的墙上，贴满了近百个教师的宝宝
照片。“大家来学校时都很年轻，现在十
多年过去，都成家立业了。我总是说，
大家生孩子的成果比搞科研还快呢！”

突破“卡脖子”技术，
打造纳米人才摇篮

“当初我的目标，就是创建具有国际
一流水准的高水平研究机构。”李述汤
说，他的团队瞄准能源、生物医学、环境、
通讯四个方面的国家需求，布局有机光
电材料与器件、碳/硅纳米材料与器件、
纳米生物医学技术、结构化功能表面与
界面、材料模拟与材料基因组五大研究
方向。“目前团队包括教授100人左右，
学生从本科生到博士生有1000人。”

“他最核心的地方，就是给予我们
信心往前走，又有能力给予我们资源做

事情。”何耀是李述汤的学生，2006年
跟着李述汤做博士后，当时特别想去美
国名校，但因为对李述汤发自内心的信
赖，又跟来了苏州。他说，老师这么有
影响力，又特别亲切，而且他告诉你的
事情某一天都能实现，“原来指点我的
几个看似不可能的方向最后都做成了，
因此特别有信心”。

硅是不能溶于水的，当时就普遍认
为不能做生物应用。而何耀的项目是
利用硅去做肿瘤成像，起初他自己觉得
难度很大，非常犹豫，因为方向一错，可
能穷尽数十年也一事无成。但李述汤
给了他很大的信心，说：“这个是很难，
但因为很难，我们才去做。”几年下来，
何耀的团队在国际上率先系统科学地
将硅的纳米结构用于生物成像和疾病
治疗，并取得初步成果，通过化学方法
实现了硅纳米结构的水溶性，并将其用
于疾病治疗。

在苏州大学功能纳米与软物质研
究院的科研者看来，李述汤是个极其杰
出的科研将帅，他知道什么项目即使遇
到瓶颈也要坚持挺过去，什么项目应该
适时放手。他参与每个研究计划的讨
论，参与每个研究人员的招聘。“11年
时间过去了，这里成为了中国培养纳米
和新材料人才的摇篮。”

“纳米研究经费投入很大，但它带
来的影响是改变人类未来的。国内纳
米领域的人才十分稀缺，要用好他们，
让他们发挥作用。”尽管尝到了成功的
喜悦，但在李述汤看来还有很长的路要
走。“这条线意味着我国已具备开发和
制造中小尺寸OLED生产线的能力，但
产业化进程以及升级到6代线仍需要大
量资金支持。”李述汤坦言，中国OLED
剩下的故事还未讲完，“我们下一步的
计划是实现G6代真空蒸镀线设备的国
产化，即突破‘卡脖子’技术，实现G6代
真空蒸镀线的自主设计和制造。”

本报记者 王 拓

中科院院士中科院院士、、苏州大学教授李述苏州大学教授李述汤汤——

从香港到内地从香港到内地，，带出纳米带出纳米““梦之队梦之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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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沛县姚桥支行
机 构 编 码：B0001S332030006
许可证流水号：00578964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04年5月9日
住 所：沛县姚桥矿
邮 政 编 码：221600
电 话：0516-89635226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19年11月25日

中国民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经济开发区支行
机 构 编 码：B0009S332030011
许可证流水号：00578963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9年11月18日
住 所：徐州市经济技术开发区泰隆商业街1号楼1-101、1-102

邮 政 编 码：221000
电 话：0516-87983718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19年11月18日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工业园支行
机 构 编 码：B0004S332030055
许可证流水号：00578965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1989年01月30日
住 所：徐州贾汪区世纪明珠装饰城1号楼1-101、102、103、

104门面房
邮 政 编 码：221000
电 话：0516-83613777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19年12月02日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火花支行
机 构 编 码：B0002S332030052
许可证流水号：00578970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依

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务，
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07年06月22日
住 所：徐州市徐商公路南侧雨润新城A4-1-S7幢一单元101室

邮 政 编 码：221000
电 话：0516-83822175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19年12月04日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州监管分局关于颁（换）发《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州监管分局核准，颁（换）发《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cbrc.gov.cn)上查询。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州监管分局
关于注销《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的公告

下列机构经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州监管分局核
准，注销《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江苏新沂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分司沭西支行
机 构 编 码：B1286S332030002

许可证流水号：00419449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机构经营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

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其他规定批准的业

务，经营范围以批准文件所列的为准。

批准成立日期：2011年12月26日

住 所：新沂市新安镇临沭北路84号

邮 政 编 码：221400

电 话：0516-88937003

发 证 机 关：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徐州监管分局

发 证 日 期：2011年12月29日

以上相关信息可在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网站（www.cbrc.gov.cn）上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