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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汇点客户端

科技周刊
敬请关注

在在20192019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中年度江苏省科学技术奖中，，有有55名来自高校的青年名来自高校的青年

科技人才获得了首次设立的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科技人才获得了首次设立的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高校作为科高校作为科

技第一生产力技第一生产力、、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人才第一资源和创新第一动力的重要结合点，，在在

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特殊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国家创新体系中发挥着特殊重要和不可替代的作用。。

这股这股““青年力量青年力量””如何攀登创新高峰如何攀登创新高峰？《？《科技周刊科技周刊》》记者对话记者对话

部分获奖者部分获奖者，，解读他们是如何做到解读他们是如何做到““顶天立地顶天立地””的的。。

为两千多种特殊微生物建立
资源库

“突破富马酸、苹果酸等酸味剂生
物制备关键技术，大幅提升我国酸味
剂生物制造水平，满足食品、医药行业
重大需求。”这是海归博士、南京工业
大学药学院院长黄和教授科研核心亮
点之一。“70 后”的他是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6 月 10 日又喜获首
届江苏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

2004 年从美国学成归来后，黄和
一直从事微生物资源开发及生物基化
学品的制备研究。“关键核心技术，我
们买不来，等不来，靠不来，现代科研
人必须要做好艰苦奋斗的准备，要站
在国家需要的最前线。”回国十几年
来，黄和带领团队在微生物研究领域
奋力开拓攻关，他说，肉眼看不见、需
要借助显微镜放大数百乃至上千倍才
能看得清楚的微生物，其菌种是发酵
产业创新发展的源头。

戈壁、天山、沙漠、盐碱地⋯⋯10
多年来，黄和的科研脚步扎实踏过祖
国各地，在地势险峻、人烟稀少的沟壑
之间，寻找、研究各类菌种，建立了具
有我国地域特色、总数达两千多种的
特殊微生物资源库，从源头上解决发
酵产业“卡脖子”问题。他带领团队突
破富马酸生物制备关键技术，使合作
企业在全球率先实现生物基富马酸及
其衍生物规模化生产，相关产品通过
国际权威检测机构天然度认证，售价
较石油基产品提高 1-2 倍，利润提高
2-3 倍，远销美欧、日本等地。“实验室

‘试剂’间的相互作用看似有偶然的运
气，但却也是有赖于基础研究的扎实
积累。”黄和说，“基础研究”相当于科研
金字塔的强大底座，实现关键技术突
破，首先要夯实基础，科研没有速成。

打破国外垄断，实现零的突破，黄
和的“科研眼光”始终坚定且有方向。

二十二碳六烯酸（简称DHA），是一种重
要的ω-3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对婴幼
儿智力、视力发育及成人心脑血管疾病
预防至关重要，但我国高品质的DHA产
品长期依赖进口。黄和率先开展了新
藻种DHA油脂制备和产业化研究，攻克
了微生物制造 DHA油脂的关键技术难
题，发明了成套绿色工业化生产工艺，
打破了国外企业在微藻型 DHA 生产及
应用上的技术垄断。技术推广企业近
三年累计新增产值10.46亿元，新增利
润 2.48 亿元，实现了国产 DHA 市场占
有率从0到80%的巨大转变。

见证有机发光显示器件从实
验室到市场

从学生时代开始深耕有机光电子
领域十余年，见证有机发光显示器件
从实验室研究到市场应用，其金属有
机半导体方面的研究成果获 2018 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得知获得省首届青年科技杰出贡
献奖，南京邮电大学电子与光学工程
学 院 、微 电 子 学 院 院 长 赵 强 备 受 鼓
舞。“有机光电子作为多学科交叉前沿
领域，已经影响到材料、信息、生命、能
源等国民经济的多个关键环节。面对
这样一个庞杂的领域，能够始终聚焦
一个点，不受到热门方向的诱惑，不断
做出原创性成果，这才是科技创新的
魅力所在。”

从日本名古屋大学完成博士后研
究后，赵强加入南京邮电大学工作至
今。回忆刚回国时的场景，赵强依旧
历历在目。“那时候，我们从零开始起
步，平台的建立、学科的建设、项目的
申请等一系列工作亟需开展，我们的
研究工作需要跳出科研本身，进行学
科整体把握、领域大局意识等多方面
综合素质的培养。”十余年科研之路走
来，赵强十分感谢最初那几年的经历，
这也使得他可以从更高的视角、更精

准的站位来审视自己的科研工作。
近年来，一些新兴的热门研究方

向越来越引起研究者关注，但赵强及
其团队始终没有动摇，潜心研究“有机
半导体激发态的有效调控和利用”这
一关键问题。

赵强说，他和团队目前的研究重
点是研发具有优异光电性能的有机半
导体材料与器件。“常规的光电子器件
是基于硅等无机半导体。相比无机半
导体，有机半导体有很多优势，是实现
新一代柔性器件的理想选择。基于种
种优势，我们希望能够用有机半导体
来替代无机半导体，研制新一代有机
光电器件，这也是我们始终在这一领
域钻研学习的初衷。”

目前，赵强所提出的 MLLCT 发光
新机理，解决了聚集态磷光易猝灭这
一领域难题。团队利用对于有机半导
体激发态的调控和利用策略，研制了

高效率有机发光显示器件，多种器件
效率为同期国际报道最高值。

为“绿水青山”贡献林木育种
新技术

摘得首届省青年科技杰出贡献
奖，对南京林业大学教授陈金慧而言，
除了喜悦，更有一份沉甸甸的责任，至
今她已经从事林木遗传育种领域科研
工作20余年。

陈金慧从 1998 年攻读博士研究
生开始，师从施季森教授从事林木细
胞工程繁育技术研究。当时国内该领
域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没人知道
这项研究会有什么样的结果，她就这
样以坚韧的毅力、执着的科学精神，20
年如一日，不断探索林木细胞工程种
业的奥秘。

陈金慧的办公室就在实验室尽头6
平方米左右的小隔间里。“每天上班之
前先围着实验室转一圈，看看那些瓶瓶
罐罐”是她多年来养成的习惯。除了出
差，陈金慧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泡在了实
验室。失败、调整、重来、反复，对陈金
慧来说，犹如家常便饭。有时候做了半
年的实验，数据却不理想，只能从头开
始。面对记者“会沮丧么”的疑问，陈金
慧微微笑着答：“当你把科研作为兴趣
的时候，就不会那么沮丧了。”

林以种为本，种以质为先。“为国
家培育出更多更好的林木良种，是我
的责任。”正是怀揣着这样的责任感，
陈金慧在林木遗传育种领域里进行着
不懈的探索。她和团队成员从多种组
学水平上揭示了林木体细胞胚胎发生
和调控的分子机理，挖掘了一批影响体
胚高效发生的重要功能基因和关键蛋
白，以杉木、杂交鹅掌楸等我国重要用
材树种为突破口，突破构建了林木良种
细胞工程繁育和遗传转化通用技术平
台体系，在我国首次实现了林木良种壮
苗的细胞工程规模化生产，从根本上改
变了“一粒种子育一株苗”的传统林木
种苗繁育方式，有效地推动了我国林木
种业向现代化规模生产的跨越。

“作为青年科技工作者，我们肩负
‘传承’和‘攻关’的双重使命，既要继承
前辈们严谨求实的科研精神，又要在国
际前沿领域奋力开拓，创制和培育更多
的林木良种，为国家绿水青山增色添
彩。”陈金慧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

本报记者 王 拓 王梦然
蒋廷玉 谢诗涵

对话江苏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获得对话江苏青年科技杰出贡献奖获得者者——

突破突破！！让让科技力量顶天立地科技力量顶天立地
77 岁的刘经南，是我国卫星导航

技术领域学科带头人，也是我国卫星导
航定位工程应用领域开拓者。他带领
科研团队不畏艰难、勇攀高峰，从跟随、
超越到引领，在我国卫星导航定位领域
填补多个“空白”、实现多个“第一”。

“怀疑一切”攀登科学高峰

1979 年，36 岁的刘经南顺利考
入武汉测绘学院大地测量专业读研。
1980 年代，国家部署对西部油气资源
进行探测，刘经南受老师委托西进青
海、新疆。

高程坐标不精确，容易给后期的开
采造成很大的误差。如何提高高程精
度，是刘经南他们要解决的问题。面对
挑战，他废寝忘食地埋首数据处理。

“用卫星定位的方式，通过高精度
转换模型，就直接可以得到高程达到1
米左右的水平”，修正了国际上卫星定
位的大地高不能直接用于石油勘探的
结论，满足了国家开发西部的重大需
求。刘经南也因此收获了人生中第一
个国家科技进步奖。

刘经南热爱教学和科研，喜欢在
科研中探索挑战。

他历任武汉测绘学院所长、院长、
副校长，武测合并到武汉大学后，又成
为新武汉大学的副校长、校长，再到昆
山杜克大学首任校长，一直坚持科研
探索工作。

刘经南记忆犹新，上初中时读过
一本关于马克思青年时代的书，书中
马克思的二女儿劳拉问马克思：你最
喜爱的座右铭是什么？马克思答：“怀
疑一切”。6月10日，刘经南接受记者
采访时说：“这句话影响了我一辈子。”

正是这种“怀疑一切，敢于挑战”
的精神，他带领科研团队不断攀登科
学高峰，填补了多个空白，创造了数个
第一。

自主创新剑指“仰望星空”

20 世纪 90 年代，刘经南带领团
队参与“北斗”科研攻关。一举攻克北
斗卫星系统多个关键问题，解决北斗
二号卫星姿态转换期间（每半年约 15
天）不能服务的问题，建立亚太地区首
个包括北斗在内的卫星导航（GNSS）
高精度国际分析中心，实现我国北斗
异构星座高精度数据处理关键技术的
自主掌控。

高精度卫星导航增强服务系统，
过去主要依赖美国和欧洲。刘经南
说，“它们本来精度也不算太高，我们
常常还被故意降低精度。”

2012 年，我国北斗卫星导航系统
正式为亚太地区提供服务，如何实现
北斗系统高精度服务能力是亟待解决
的问题。刘经南带领团队，提出建设
国家地基增强系统的创新方案，并在
湖北省建立国内首个省级区域的北斗
地基增强示范系统。

自主高精度卫星导航增强服务系
统，在全国范围形成了分米级、重点区
域厘米级的定位服务能力，打破国外
垄断。

北斗三号最后一颗卫星即将于近
期发射升空，届时我国北斗卫星导航
系统将完成全球组网。刘经南和他的
团队迎来“仰望星空”时刻，他们拿下
了湖北第一颗北斗多模多频高精度芯
片，和中国首颗 40 纳米高精度消费类
北斗导航定位芯片。他们正在继续攻
坚7纳米、甚至5纳米高精度低功耗北
斗芯片，北斗服务全球的蓝图正在刘
经南面前徐徐展开。

来源：科技日报

北斗“达人”刘经南：

“怀疑一切”
影响我一辈子

第二届全国创新争先奖获得者、南
京大学物理学院教授万贤纲有一系列
原创性的研究成果刊登在《自然》等著
名杂志上，但他最有成就感的还是自己
九年前的一项探索，“一个领域方向成
了热点以后，会有很多研究者跟进，但
创新永远是一件很个性化的事。”

他所从事的拓扑材料相关研究在
2011 年曾经引发国际研究热潮，关于
基础科研他有自己的心得体会。在他
看来，基础研究是“0到1”，在这个过程
中，每个人有自己的路径，是非常个性
化的，大的团队可以做，小的“个体户”
也可以用自己的方法来做。

从 2009 年起，万贤纲开始做一项
自己觉得很难的研究——关于阻挫磁
性体系的奇特物理行为，“我不知道自
己会做出个什么结果，跟时下热点没有
任何关联，很难出成果。”在近两年的时
间内，万贤纲只写了两篇文章，现在回想
下，他都觉得这几乎是有些“冒险”的。

“不同于有图纸、有规划的工程研
究，知道自己在搭建什么样的大厦，基
础研究在有所创新之前，往往是摸黑行
走。”万贤纲表示，虽然当时研究前景不
明朗，但自己就是很想弄清楚这个体系
的物理机制是什么。“幸运的是，当我们
将这个东西坚持做到了底以后，却发现
了另外一个有趣的事实，发现了一种新
型拓扑量子态，通过理论计算预言一种
复杂磁结构的铱氧化物可能是外尔

（Weyl）半金属。”这恰恰撞上了拓扑材
料的热点——拓扑材料通常具有常规
材料没有的奇特性质，以拓扑绝缘体为
例，其表面导电，内部却绝缘，在电子、
信息和半导体等领域具有潜在的广阔
应用前景，当时人们都在研究拓扑绝缘
体，而万贤纲的这项研究恰恰将拓扑概
念从绝缘体推广到了金属体系，他们无
意中引发了一个新的方向，“这其实是
我们刚做研究时完全没有想到的事
情。”万贤纲表示。

在交谈中，万贤纲特别强调科研
的个人理解和感受，他告诉记者，所谓
灵感或许是偶然，但其中必然包含着
长年累月的积累和坚持，无论前路如
何茫茫未知，始终都要相信自己，坚持
到底。

在万贤纲看来，科技创新没有任
何秘诀可言，“首先是不要刻意追逐热
点，只做自己感兴趣的研究，勇于接受
失败，如果成功了也许有助于学科的
发展，如果失败了，也是加深自己对自
然界的认识。其次一直在一个感兴
趣、有积累的方向上保持研究节奏，是
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

在拓扑材料搜索工作中，与万贤
纲团队同时对该研究发起冲击的，还
有国内外另外两个团队。万贤纲坦
言，创新只有第一没有第二，而学科发
展到了这个程度，这个领域已经成了
各家关注的方向，没有人愿意成为第
二个发现者，研究过程就像是一场争

先恐后的赛跑。“在这个过程中，我们
说自己完全不紧张是不可能的，但我
们一直在不断审视自己的研究，研究
从来没有断过线。”

万贤纲说，三个团队完全“背对背”、
完全独立地在进行拓扑材料搜索的研
究，研究方法和过程都有各自的特点。

去年 2 月底，中科院物理所、美国
普林斯顿大学以及万贤纲所在团队的
三个独立研究团队成果同时发表在

《自然》杂志上，万贤纲表示，理论上寻
找拓扑量子材料的研究方向已经进入
了一个新的阶段。下面他还是会基于
自己长期以来的积累和长处，做拓扑
方面的研究，比如说进一步发展已有
的方法，寻找磁性材料，因为这些材料
可能具有更为特别的拓扑性质。“拓扑
物理学打开了一扇新窗户，可能比我
们想象中更加普遍和新奇。”或许对万
贤纲而言，新的创新冒险已经在路上。

本报记者 杨频萍

万贤纲：创新是自己选择的一场执着冒险

陈金慧

黄

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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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

减资公告
无锡都会置业有限公司根据股东决定,

拟将投资总额由 20760 万美元减少到 1000
万美元,注册资本由5060万美元减少到560
万美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
起45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保。

特此公告。
地址：无锡市钟书路99号国金中心5楼
联系人：汤培培
电话：（0）13585040043

无锡都会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6日

减资公告
无锡港龙置业有限公司根据股东决定,

拟将投资总额由 10000 万美元减少到 640
万美元,注册资本由4290万美元减少到320
万美元,现予以公告。债权人可自公告之日

起 45 日内要求本公司清偿债务或提供担
保。特此公告。

地址：无锡市钟书路99号国金中心5楼
联系人：汤培培
电话：（0）13585040043

无锡港龙置业有限公司
2020年6月16日

遗 失 徐 菊 梅 全 国 导 游 证 ，证 号 ：
QSS9907A， 有 效 期 ： 2017.04.19-
2020.04.20，声明作废。
遗 失 傅 立 荣 全 国 导 游 证 ，证 号 ：
REN7292W， 有 效 期 ： 2017.05.05-
2020.05.04，声明作废。
遗失 王俊懿导游证，证号：JM77985N，声
明作废。
遗失 苏启渔 03662 渔业船舶检验证书，编
号：320681A180274；渔业捕捞许可证，编
号：（苏通）船捕（2019）HY-200029号，声明
作废。

公告启事

遗 失 声 明●卷首论坛
江苏大运河的千载华章 ⋯⋯⋯ 吴跃农
●建设运河
重点高端智库大运河文化带建设研究院
的建立 ⋯⋯⋯⋯⋯⋯⋯⋯⋯⋯ 陈爱蓓

“中国扬州世界运河名城博览会”的精彩
华章 ⋯⋯⋯⋯⋯⋯⋯⋯⋯⋯⋯ 杨 乐
我见证和参与的大运河文化带苏州段建设

⋯⋯⋯⋯⋯⋯⋯⋯⋯⋯⋯⋯⋯ 施晓平
大运河文化带建设中难忘的一件事

⋯⋯⋯⋯⋯⋯⋯⋯⋯⋯⋯⋯⋯ 郭丹东

见证邵伯整治 ⋯⋯⋯⋯⋯⋯⋯ 刘奇斌
苏北运河的发展 ⋯⋯⋯⋯⋯⋯ 申卫华
●申遗运河
我所亲历的大运河申遗 ⋯⋯⋯ 孟 瑶
决胜多哈：大运河申遗成功现场亲历记

⋯⋯⋯⋯⋯⋯⋯⋯⋯⋯⋯⋯⋯ 姜师立
大运河淮安段申遗记 ⋯⋯⋯⋯ 张丽娟
●行走运河
我的运河之行 ⋯⋯⋯⋯⋯⋯⋯ 李德楠
邳州、新沂考察纪行⋯ 胡其伟 陈红梅
运河之缘 ⋯⋯⋯⋯⋯⋯⋯⋯⋯ 王 霞
清江浦里运河的记忆 ⋯⋯⋯⋯ 郭应昭
●人文运河
走向大运河的德国诗人 ⋯⋯⋯ 赵康琪
摄影家晓庄与《运河两岸有人家》

⋯⋯⋯⋯⋯⋯⋯⋯⋯⋯⋯⋯⋯ 姚 乐
江南运河 ⋯⋯⋯⋯⋯⋯⋯⋯⋯ 张峥嵘
扬州杖头木偶戏：大运河边的明珠
⋯⋯⋯⋯⋯⋯⋯⋯⋯⋯ 袁红艳 路 璐

●历史运河
大运河与常州 ⋯⋯⋯⋯ 宋 江 刘兴尧
烟雨瓜洲渡 ⋯⋯⋯⋯⋯ 王 方 陈 捷
苏北与鲁南运河的沧桑历史 ⋯ 莫 云
●建言运河
坚持大运河文化的人民主体地位

⋯⋯⋯⋯⋯⋯⋯⋯⋯⋯⋯⋯⋯ 谢 波
魂牵梦绕运河情 ⋯⋯⋯⋯⋯⋯ 荀德麟
我所亲历的大运河文化带建设协商建言

⋯⋯⋯⋯⋯⋯⋯⋯⋯⋯⋯⋯⋯ 陈 莘
保护、利用原生态街区建筑之我见

⋯⋯⋯⋯⋯⋯⋯⋯⋯⋯⋯⋯⋯ 许继琮

江苏省政协文化文史委员会主办
地址：南京市北京西路68-1号 邮编：210024
电话：(025)83393648 83275969(传真)
电子信箱:zsfy@hotmail.com

2020 年第 3 期要目
根据办公需要，中国进出口银

行江苏省分行计划于 2020 年 8 月
由现营业场所地址（南京市中山南
路 49 号商茂世纪大厦 40 层至 42
层）搬迁至新营业场所地址。现将
迁址事项公告如下：

新营业场所地址：南京市玄武
区童卫路 5 号 8 栋（南理工科技创
新园5号楼）

邮政编码：210014
联系电话：13505196650
联系人：查雷
特此公告。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

2020年6月17日

中国进出口银行江苏省分行
迁址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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