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楊振寧榮獲「求是終身成就獎」
頒獎典禮在京舉行 邵峰顏寧獲「求是傑出科學家獎」

21日，中央檔案
館公佈一批精選
館藏珍貴檔案文
獻，其中，就有
以俄羅斯聯邦檔
案部門提供的開
國大典彩色影片
為基礎剪輯製作
的開國大典影像
檔案。這是目前
公開的關於開國
大典時間最長、
內容最完整的視
頻。
■文/圖：人民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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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
華社報道，21日， 中
國國務委員兼外交部長
王毅同所羅門群島外長
馬內萊在北京舉行會談
並簽署《中華人民共和
國和所羅門群島關於建
立外交關係的聯合公
報》。主要內容如下：
中華人民共和國和所

羅門群島，根據兩國人
民的利益和願望，茲決
定自公報簽署之日起相
互承認並建立大使級外
交關係。
兩國政府同意在相互

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
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
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的原則基礎上發展兩國友好關係。
所羅門群島政府承認世界上只有一個中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

府是代表全中國的唯一合法政府，台灣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
部分。所羅門群島政府即日斷絕同台灣的所謂「外交關係」，並
承諾不再同台灣發生任何官方關係，不進行任何官方往來。中華
人民共和國政府對所羅門群島政府的上述立場表示讚賞。
中所建交公報在北京簽署前，所羅門群島政府發表聲明，宣佈
承認一個中國原則，同台灣當局斷絕所謂「外交關係」。

中所關係將迎來光明的未來
另據中新社報道，王毅21日在北京同所羅門群島外長馬內萊

簽署兩國建交聯合公報後表示，中所關係必將迎來光明的未來。王毅表示，
中國必須統一，也終將統一。無論事實上，還是法理上，台灣地區過去、現
在和將來都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組成部分，這一地位不會改變，也不可能
改變。現在尚未與中國建交的國家已經寥寥無幾，我們相信，這些國家當
中，一定會有越來越多的有識之士站出來，發出順應時代大勢的正義聲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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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張帥 北京報
道）北京市政府發佈通告稱，9月30日
20時至10月1日24時，將對北京以天
安門廣場為中心的部分區域實施無線電
管制，其中包括對無線電台站、無線電
發射設備和遙控遙測無線電設備限制或
禁止使用，對特定的無線電頻率採取技
術阻斷等措施，以及對無線電波的發
射、輻射和傳播實施的強制性管理。
國慶當日將被實施無線電管制的區域以
天安門廣場為中心，涵蓋中心城區多個區
域。在管制期間，除經無線電管理機構批
准、用於服務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
年慶祝活動的無線電台站外，在管制區域
內禁止使用無線對講機、內部無線尋呼

台、無線局域網(WLAN)室外基站、無線
擴頻室外台站、無線傳聲器無線話筒、大
功率無繩電話，以及大型大功率輻射無線
電波的非無線電設備。而且，北京全市範
圍內停止使用業餘無線電台、校園調頻廣
播電台、無線尋呼台、各類航空航海和車
輛模型無線遙控設備，以及採用尋呼方式
設置的發射台。
為維護國慶活動期間北京地區的空

中安全，北京市公安局也發佈通告稱，
根據《通用航空飛行管制條例》等法律
法規的相關規定，自9月20日8時起至
10月2日18時止，在北京市行政區域
內禁飛熱氣球、滑翔傘、無人機等「低
慢小」航空器。

國慶北京實施無線電管制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張帥、馬靜，實習記者 謝
文博、李劍寧北京報道）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
活動新聞中心網站（網址：http：//www.70prc.
cn）已於9月21日開通，該網站首頁設有廣播電視
信號服務和融媒體驗服務，將發佈慶祝活動通知公
告和相關活動安排等最新消息。此外，為方便中外
記者通過更多渠道了解新聞中心各項服務內容和相
關信息，新聞中心同日還開通了微信公眾號、新浪
微博賬號和今日頭條號。慶祝新中國成立70周年活
動新聞中心設在北京梅地亞中心，將在9月23日開
始運行，屆時將為中外記者提供服務。

第三次全流程演練 增設煙花燃放環節
此外，慶祝活動進入最後的倒計時，第三次全流

程演練21日在北京進行，此次演練增加了煙花燃放
環節。22日凌晨零時30分許，天安門廣場進行禮
炮真實鳴放演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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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9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
和所羅門群島建立外交關係。 新華社

據介紹，「求是終身成就
獎」是一個極具分量的獎

項。在香港求是科技基金會歷史
上，該獎項得主僅有一位，即基
金會元老顧問、「兩彈一星」元
勛周光召。今次楊振寧教授再次
以最高的科學成就、令人高山仰
止的家國情懷以及為祖國科學事
業所做出的貢獻，榮獲「求是終
身成就獎」，獎金三百萬元（人
民幣，下同）。求是基金會主席
查懋聲在頒獎辭中，回顧了其父
查濟民與楊振寧在基金會創立之
初的歷歷往事，感謝楊振寧在基
金會的發展歷程中所做出的卓越
貢獻和榜樣價值。

邵峰顏寧各獲獎金百萬
北京生命科學研究所邵峰研究員

以及普林斯頓大學顏寧教授獲頒
「求是傑出科學家獎」，獎金各一
百萬元。邵峰從病原細菌和宿主相
互作用機理研究出發，在致病菌毒
力機制以及抗細菌天然免疫方向均
取得系列重要原創性發現。這些發
現為敗血症藥物和細菌疫苗的研發
提供了新的途徑；其中有關Gas-
dermin家族膜打孔蛋白的鑒定和機
制的闡述也重新定義，並大大拓寬
了細胞焦亡的概念，進而開闢了炎
症和免疫研究的新方向。
結構生物學家顏寧則主要致力於

跨膜運輸蛋白的結構與機理研究，
在國際上首次揭示人源葡萄糖轉運
蛋白、真核生物電壓門控鈉離子通
道和鈣離子通道等一系列具有重要
生理與病理意義跨膜蛋白的原子分
辨率結構，為理解相關疾病的致病
機理及藥物開發提供了分子基礎。

12位科學家獲「青年學者獎」
2019年度「求是傑出科技成就

集體獎」授予流感等重要病原致
病機制與防控團隊，獎金共一百
萬元。「求是傑出青年學者獎」
則分別授予北京大學郭帥，南方
科技大學李貴新，清華大學劉

竹、彭敏、王朝，上海交通大學
盧策吾，西湖大學石航，中山大
學蘇士成，南京大學王肖沐、袁
洪濤，中國科學技術大學姚星
燦，浙江大學周青等12位青年科
學家。
據悉，香港求是科技基金會1994

年由著名愛國實業家查濟民創立，
秉持「雪中送炭」的宗旨，積極堅
持和倡導「科學精神，人文情懷」
的核心理念。1994年至2019年，共
有358位在數學、物理、化學、生
物醫學及工程信息等科技領域中有
傑出成就的中國科學家獲得基金會
獎勵。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江鑫嫻北京報道）由香港求是科技

基金會主辦、清華大學承辦的「2019年度求是獎頒獎典禮」

21日晚在清華大學舉行。著名物理學家楊振寧獲頒「求是

終身成就獎」。「求是傑出科學家獎」則授予北京生命科

學研究所邵峰研究員以及普林斯頓大學顏寧教授。
■■楊振寧楊振寧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邵峰邵峰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顏寧顏寧 江鑫嫻江鑫嫻 攝攝

紫禁城南再無客機轟鳴聲紫禁城南再無客機轟鳴聲 民眾專程民眾專程「「打卡打卡」」拍全貌拍全貌

不同於其他一線城市的機場，南苑機場不通軌道交
通，甚至沒有快速道路。無論是從機場北面還是

東面進入機場，必經之路是一條只有兩車道的小路，
最近的快速路和地鐵站都在兩公里之外。機場的「大
營門」正對新華路和大紅門南路，曾經有不少外國元
首訪華都要經過這裡，如今像是一條鄉鎮小路。這裡
的居民表示，南苑成片的棚戶區，在整個北京聞名，
從十多年前開始，棚戶區改造項目啟動，不少人已經
搬去距離南苑機場不遠的和義農場、新宮等地方。

破舊像汽車站
雖然大部分居民已經搬走，但機場外的小路上依然

車輛絡繹不絕，不少是進出機場的車輛。除了的士、
機場大巴等，501路巴士是前往南苑機場的主要方式之
一，這也是進出機場最便宜的交通工具。
經過防爆檢測走進出發大廳，不知情的人可能更加
懷疑自己來到了一座汽車站。出發大廳總共只有十多
個辦票櫃枱和幾條安檢通道，不算多，還偏偏有那麼
幾個櫃枱和幾條通道「永遠」都是關閉的。從出發大
廳到候機室，商業同樣充滿了汽車站風，只是10元一
罐的可樂、15元一瓶的冰紅茶、18元一個的煎餅果
子，處處都在提醒你這裡是機場。
候機樓裡設有賣北京特產、玉石、玩具、數碼產品的
商店，商業形態和賣的東西基本跟二三線城市的機場差
不多。不過，對於什麼都不想做只想坐到登機的旅客，

南苑機場倒是非常合適。面積不大的候機室裡擺放了充
足的座椅，其中還有兩三百張按摩座椅。到了登機時
間，大部分旅客都能體驗到不一樣的「廊橋」：旅客從
檢票口乘坐扶梯到達機坪，需要穿越一道鐵門，然後步
行到飛機下面，再通過客梯車登機，到達也需要從機坪
坐扶梯進入航站樓——明明是低成本航空，筆者卻體驗
到了沙特國王乘坐電梯登機的感覺。

飛友告別機場
當然，南苑機場也有與其身處一線城市的身份相符

之處，那就是航站樓各處的航班顯示屏。這些顯示屏
是在2017年完成升級的，其界面設計和信息豐富程
度，甚至高於首都、浦東等國際大機場，成為南苑機
場最「洋氣」的設施。
買一張中聯航從南苑起飛的機票，在飛機上拍下機

場的全貌，也成了不少飛友最近一段時間告別南苑機
場的主要方式，機場還特意為每一位旅客準備了告別
南苑的紀念登機牌。正常情況下，南苑機場的航班都
是向北起飛，起飛後迅速右轉以避免飛入三環內的禁
飛區。由於此時離機場不遠、高度較低，坐在右側的
旅客有大概率一睹南苑機場的全景。
當天早上，筆者的航班是向南起飛的，好在飛了一段

距離後開始右轉，在京城一片白茫茫中才勉強拍下了機
場的全貌。而要跟南苑機場說再見的，不只是從這裡出
發的旅客，還有附近的居民。相信三營門、和義農場、東
高地等地的居民，在忍受了多年飛機起起落落的轟鳴噪音
後，早就盼着這一天的快些到來吧。可一位在新華路上居
住了六十多年的老先生告訴筆者，等南苑機場關閉的那
一天真的到來，起降的轟鳴聲不再響起、航班不再劃破
天際時，或許自己反而會不捨、會感到不習慣吧。

109年歷史 中國航空業發源地

近日，西北工業大學
盧婷利教授團隊經過一
年多的反覆實驗，以可
降解的多孔無機納米顆
粒摻雜金屬元素，構建
了一款多功能納米膠
水，這款「神奇膠水」
具備可降解、抗菌、促
血管生成、可成像等優
點，不僅可以讓傷口快
速癒合，而且在治癒後
少留疤甚至不留疤，對
「創傷」美容意義重
大。
傷口的快速閉合是外

科手術中急需解決的問
題，臨床上常用的縫合
法難免會產生疤痕，會
造成不可逆的功能性創
傷。 西北工業大學盧婷
利教授團隊通過最新技
術研製的這款「納米膠
水」，因其具有納米顆
粒的高比表面性能，從
而實現了快速高效的組
織黏合，同時兼具 X
光、CT、熒光、超聲等
成像功能，可用於成像
指導的複雜手術傷口黏

合。最重要的是，這款膠水還自帶抗菌、促血管
生成等功能，其降解產物無毒並可被人體吸收，
可有效替代手術縫合線或縫合釘，用於無張力傷
口的黏結。
據悉，今年5月，「納米膠水」在白鼠實驗
中，科研人員將膠水應用於傷口密封，與臨床
上常用的氰基丙烯酸酯類黏合劑相比，傷口
癒合的時間加快了三天。該團隊科研人員
表示，目前，生物納米膠水的應用效
果，已初步在動物實驗中獲得驗
證，或將在幾年內應用於臨床試
驗，這將給現有的醫療方式帶

來巨大的變革。
■香港文匯報記者
李陽波西安報道

據史料記載，南苑機場始建
於1910 年8 月，被公認為中國
最早的飛機場，也是中國航空
業的發源地。雖然坐擁北京絕

佳的地理位置——位於南中軸線上，距離天安

門廣場僅13公里，更有着109年悠久歷史，但
南苑機場的知名度遠不如首都機場，甚至不少
北京人也對南苑機場沒有太多了解。究其原
因，北京南城的人口早在明清時期就以平民為
主，經濟水平較差、基礎設施落後。自民國時

期開始，南苑地區就以農場和軍用土地為主，
而在新中國成立後的很長一段時間，南苑機場
和附近一些地方也一直作為軍事管理區不對外
開放。

1986年12月26日，經國務院、中央軍委批
准，中國聯合航空公司正式成立，隨後劃歸空
軍管理，並開通了革命老區、少數民族地區、
邊疆地區、貧困地區等多條航線。2002年11

月至 2005 年 10 月期間，老
聯航停止商業航班，南苑機場
一度對公眾關閉。直到2005年10
月20日上海航空和中航材重組中聯
航，南苑機場才再次迎客。這樣算下
來，南苑機場商業航班運營的歷史只有
30年，遠遠短於機場本身上百年的歷史。

■澎湃新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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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飛機上拍下機場的全貌在飛機上拍下機場的全貌，，也成了飛友告別南苑也成了飛友告別南苑
機場的主要方式機場的主要方式。。 網上圖片網上圖片

■機場還特意為每一位旅客準備了告

別南苑的紀念登機牌。 網上圖片

■■西工大科研團隊在研究西工大科研團隊在研究「「神奇膠水神奇膠水」」
實驗中實驗中。。 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香港文匯報記者李陽波攝攝全國矚目的北京大興機場9月30日將正式

投入運營，而北京南城的另一座機場——始

建於1910年8月的南苑機場，將永遠告別旅

客。為此，不少民眾專程「打卡」了即將關閉

的南苑機場，買一張從南苑起飛的機票，在飛

機上拍下機場的全貌，機場亦特意為每一位旅

客準備了告別南苑的紀念登機牌。■澎湃新聞

告別中國最老機場─南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