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國新聞A15

2019年10月30日（星期三）

20192019年年1010月月3030日日（（星期三星期三））

2019年10月30日（星期三）■責任編輯：趙慶

十年星雲獎見證中國科幻崛起

滬建科學社區 諾獎大咖加持
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上海中心揭牌

習近平：中國將以更開放態度加強國際科技交流
香港文匯報訊 綜合新華社、中新社報道，第二

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2019）昨日在上海召開。
國家主席習近平向論壇致賀信。
習近平指出，科學技術是人類的偉大創造性活
動，發展科學技術必須具有全球視野、把握時

代脈搏。中國願同世界各國一道加
強 科 學 研

究，密切科研協作，推動科技進步，應對時代挑
戰。
習近平強調，中國高度重視科技前沿領域發

展，致力於推動全球科技創新協作。中國將以更
加開放的態度加強國際科技交流，依託世界頂尖
科學家論壇等平台，推動中外科學家思想智慧和
研究成果轉化為經濟社會發展的強大動力。希望

與會代表圍繞「科技，為了人

類共同命運」這個主題，推動基礎科學、倡導國
際合作、扶持青年成長，為共同創造人類更美好
的未來作出貢獻。
第二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29日在中國（上

海）自由貿易區臨港新片區開幕。論壇由上海市
人民政府主辦，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發起。相較
首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參與本屆論壇的科學
家人數更多。包

括44位諾貝爾獎獲得者、21位圖靈獎、沃爾夫
獎、拉斯克獎、菲爾茲獎得主在內的65位世界頂
尖科學家，與100多位中國科學院院士、中國工程
院院士和青年科學家齊聚臨港新片區，他們將圍
繞「科技，為了人類共同命運」這一主題展
開研討。

這一科學社區去年於上海臨港啟動，目
的在於聚集世界頂尖科學家和科技資

源，與中國龐大的應用市場進行對接。最新
方案顯示，社區面積約34公頃，位於臨港
科技城和滴水湖的三環和四環之間，規劃有
新的論壇會址、展示中心、科學家公寓、產
業板塊。同時，配套生活方面，有雙語學
校、國際醫療中心等。

助力青年科學家培養
「我們論壇的目的，首先便是支持全球年
輕的科學家，同時還要支持基礎科研發
展。」 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主席、2006年
諾貝爾化學獎得主羅傑．科恩伯格如此說
道。他希望看到更多有關於科學的交流，並
表示「科學是無國界的，它是國際性的、非
政治性的。」
目前，已有多名諾獎級頂尖科學家加盟該
基地，項目涉及生物醫藥、人工智能、新能

源、新材料、量子科學等前沿科研領域。實
驗室基地還將協助科學社區設立前沿科技的
技術銀行，發起成立科學家成長基金等，為
科學青年提供了一個與世界頂尖科學家長效
溝通的空間，助力青年科學家的培養。
「這次論壇的舉辦意義重大，這意味着中

國的吸引力越來越強。我希望有更多中國本
土的頂尖科學家能站上國際舞台，如果有機
會，我相信更多的優秀人才也會在這裡相
聚。」 美國青年科學家總統獎獲得者、美
國亞利桑那州立大學教授趙宇吉如此說道。

閉門造車完全錯誤
1997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美國能源

部前部長朱棣文（Steven Chu）表示，沒有
一個國家可以壟斷科學，一些國家建立圍

牆、閉門造車的想法是完全錯誤的。
朱棣文說，尋找系外行星、理解氧氣感知

原理等基礎科學可能在短期並不會有產業上
的利用價值，但這讓我們明白太陽系在茫茫
宇宙中並不特殊。

朱棣文隨後強調，沒有一個國家可以壟斷
科學，一些國家建立圍牆的想法是完全錯誤
的。「在歐洲，在北美，在亞洲，科學家們
都是互相分享點子的。一個科學家的發現可
以激發另外一個科學家獲得更多發現，在其

他分支上也得到新的突破。」
「如果各國閉門造車，停止對話，認為這

樣就可以優先於人，這種想法是錯誤的。我
希望像我們今天的論壇一樣，大家在論壇上
互相分享點子，暢所欲言。」朱棣文說道。

香港文匯報訊（綜合新華社、澎

湃新聞及記者 倪夢璟 報道）昨日，

在第二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開幕

式上，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上海中

心正式揭牌，並向全球發佈世界頂

尖科學家科學社區方案。據悉，多

位諾貝爾獎得主將在這一社區，建

立國際聯合實驗室，打造具有產業

轉移轉化能力的科學「基地」。

香港文匯報訊 據新華社報道，北京時間29日16時
55分，「雪龍」號極地科學考察破冰船從東經151度
48分穿越赤道進入南半球，與24日穿越赤道的「雪龍
2」號雙雙航行在南太平洋上，繼續「雙龍探極」之
旅。
根據中國第36次南極科考總體方案，本次南極考察

隊由來自105家單位的413人組成，他們分別搭乘「雪
龍」號、「雪龍2」號及飛機等前往南極進行考察。
「雪龍」號是10月22日從上海出發的，航速比它慢

些的「雪龍2」號10月15日從深圳啟航。目前，「雪
龍」號、「雪龍2」號船上分別有107人和57人。

按計劃，「雪龍2」號11月4日抵達澳大利亞霍巴
特港，進行人員輪換和補給後，將前往南極中山站。
「雪龍」號預計11月7日停靠霍巴特港，然後與「雪
龍2」號在中山站正式會合。

守護海洋環境 灣長制試點奏效
香港文匯報訊（記者 馬靜 北京報道）為做好海洋
生態環境保護工作，中國內地正在推進灣長制試點工
作。生態環境部海洋生態環境司副司長霍傳林29日在
新聞例會上表示，該試點工作已經取得積極成效，下
一步要逐步推動灣長制從試點到規範、從有名到有
實。目前累計已有31個地市建立實施灣長制。
霍傳林介紹，「灣長制」是海洋生態環境保護工作
的一項制度機制探索，主要目的是建立陸海統籌的治
理協調機制和黨政同責的海洋生態環境保護長效治理
機制，着力解決近海治理體制不健全、監管缺位等長
期存在的問題。

「一省四市」試點灣長制
據悉，2017年以來，浙江省和海口、青島、秦皇

島、連雲港等「一省四市」開展了灣長制的試點工
作。霍傳林說，目前，各個地區試點結合本地區的實
際，因地制宜，創新制度，紛紛探索出台了各具特色

的灣長制模式。比如，浙江省從「一打三整治」到
「五水共治」，將灣（灘）長制納入全省的治水體
系，形成了「大治水」的格局；秦皇島市逐級細化責
任區域，做到「每一米海岸都有人管」；連雲港市成
立「民間灣長」志願者隊伍，充分調度社會力量參
與；青島市實施重點海灣巡灣制度，強化執法督查；
海口市專門制定出台了灣長制地方法規，使灣長制從
試點走向依法行政。「經初步摸底，試點地區的海洋
生態環境治理主體責任都得到了大大的壓實，海洋生
態環境保護責任不明晰、壓力不傳導等『老大難』的
問題正在逐步得到解決。」
霍傳林表示，下一步將逐步推動灣長制從試點到規

範、從有名到有實。率先在渤海出台灣長制指導意
見，結合環渤海三省一市實際情況及各主要海灣的環
境特點，探索具有普適性和區域特色的海洋生態環境
治理制度，也探索渤海綜合治理攻堅戰之後的長效機
制，為全面推行灣長制進一步打下堅實基礎。

當主持人唸出一個
個獲獎者的名字，科
幻迷們發出熱烈的掌
聲和歡呼聲。77歲的
董仁威坐在台下，笑

盈盈地看着台上年輕的獲獎者們，
絢爛的燈光灑在他的臉上。

這是第十屆全球華語科幻星雲獎
頒獎典禮。董仁威是全球華語科幻
星雲獎的主要創始人之一。「星雲
獎能舉辦到第十屆，本身就是一個
奇跡般的科幻故事。」董仁威感慨
道。

昔經費拮据險停辦
2010年8月8日，全球華語科幻

星雲獎在四川成都一家陳舊的電影
院裡誕生。

那一年，中國躍居世界第二大經
濟體；劉慈欣的《三體》正式出
版；《阿凡達》《盜夢空間》等美
國科幻大片風靡全球。

「華語科幻界需要有一個真正
的、具有全面影響力的活動和獎
項，將所有科幻人團結起來。」董
仁威如是說。

當時，科幻在中國關注度較低。

董仁威四處奔走籌集資金，發動科
幻作家們捐款，最終才籌集到2.5
萬元（人民幣，下同）活動經費。

經費有限，首屆星雲獎的辦會條
件略顯寒酸。劉慈欣、王晉康、何
夕等中國科幻精英住在簡陋的小旅
館裡，在僅能容納60人的電影院走
着廉價紅毯，佩戴着粗糙的胸花。

隨後幾年，星雲獎經費依然捉襟
見肘，頒獎典禮輾轉太原、北京等
城市，面臨停辦風險。

但隨着人們對科幻的喜愛度上升，
星雲獎獲得了商業贊助，結束了科幻
作家捐款補貼辦會經費的歷史。

今年，星雲獎十周年慶典等系列
活動的舉辦地選在重慶大劇院。
「星雲獎從人見人嫌的醜小鴨，變
成人見人愛的白天鵝了。」董仁威
說，星雲獎能堅持舉辦十屆，將華
語科幻從業者團結在一起，這是一
個奇跡。

今強勢反彈受熱捧
本屆星雲獎頒獎典禮上，從事科

幻創作僅七年的「80後」作家灰狐
憑藉作品《固體海洋》，奪得分量
最重的科幻長篇小說金獎。

「這是一個特別好的現象。」科
幻文化公司「未來事務管理局」創
始人姬少亭說，最初，星雲獎的獲
獎者總是幾個熟悉面孔，最近幾屆
年輕面孔越來越多了。

其背後是中國科幻的崛起。星雲
獎創立之初，中國有發表科幻作品
記錄的不超過100人，如今這一數
字上升為 500 人。「80 後」「90
後」正在成為科幻創作的主力。

科幻影視也成為新的亮點。今年
初，由劉慈欣原著改編的科幻電影
《流浪地球》創下46.55億元票房，
開啟了「中國科幻電影元年」。

「過去十年，是中國科幻到目前
為止最輝煌的一個時期。」中國科
幻作家韓松說，星雲獎是中國科幻
的縮影，獲獎作品含金量越來越
高，題材越來越多樣化，不少獲獎
作品的版權迅速被企業買走，它們
都有被拍成「大片」的潛質。

劉慈欣說，世界級的科幻作品大
多來自美國，美國活躍的科幻作家
有近2,000人，相比之下中國科幻
仍比較落後。但中國已經具備科幻
發展的基礎和土壤，中國科幻擁有
光明的未來。 ■新華社

 &

■■2929日日，，第二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在第二屆世界頂尖科學家論壇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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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主席世界頂尖科學家協會主席、、諾貝爾化諾貝爾化
學獎獲得者羅傑學獎獲得者羅傑．．科恩伯格出席開幕科恩伯格出席開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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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龍雪龍22」」號極地科考船開啟中國號極地科考船開啟中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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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步有風景，處處有公園，
城在山中，水在城中，人在景
中」，巢湖，一座 「會呼吸的城
市」，一個 「美得讓人心動的地
方」， 「三面青山一面湖」，湖
水滋養了2046平方公里的土地，
也養育了92萬的巢湖人民。她是
國家園林城市、全國宜居生態示
範城市……綠色是她的底色，生
態是她最亮的名片。

安徽省巢湖市深入貫徹 「創
新、協調、綠色、開放、共享」
五大發展理念，把生態文明建設
作為經濟可持續發展的主流模
式，走出了一條既能有效改善生
態環境，又能有力帶動全市經濟
建設和社會各項事業迅速協調發
展的成功路子。

治湖先治河，巢湖市打響了水
環境治理攻堅戰，久久為功河湖

治理取得新成效。全域落實 「河
長制」，加強巡河巡視，堅持
「一河一策」，排查整治排污等

難點問題。建立覆蓋區域所有河
湖庫名錄，實行 「一河（湖、
庫）一檔」及 「五個一」工作機
制。並通過環境綜合治理、截污
治污等系統工程建設，對城區水
系採取控源截污、河道清淤等綜
合整治。截至目前，區域內雙橋
河等4條國控斷面水質已達標。

水清了，岸綠了，巢湖森林也
更加茂密。今年上半年，巢湖市
造林綠化 8813 畝，退化林修復
3458 畝，新增城市綠化 3.4 萬平
方米，創建1個省級森林集鎮、6
個省級森林村莊。巢湖半島國家
濕地公園成功納入長江濕地保護
網絡，槐林、柘皋河省級濕地公
園創建有序推進。今年以來，全

市PM2.5、PM10實現雙下降，空
氣質量優良率達80%。

巢湖一直堅定不移踐行綠色發展
理念，多措並舉，全力營造宜業宜
居的投資環境。城區建設：見縫插
針充分利用土地，將29個零星地
塊改建成口袋公園，讓綠色生活走
進群眾生活。村鎮建設：巢湖市被
列入合肥市唯一整市推進美麗鄉村
（鎮）試點市；被國家住建部正式
確定為 「全國農村生活垃圾分類處
理和資源化利用示範縣（市）」；
柘皋北閘老街、烔煬老街、黃麓張
疃村入選第五批中國傳統村落名
錄；柘皋汪橋村成為中國美麗鄉村
百佳範例。

位於巢湖北岸黃金中點的 「巢
湖半島生態科學城」，從規劃開
始就秉承 「綠水青山就是金山銀
山」理念，搶抓 「環巢湖科技創
新走廊」這一發展新機遇，加速
構建巢湖半島生態科學城獨具特
色的科技創新體系。

（文：徐小中、胡毅）

綠色巢湖 魅力之城 （系列二）

巢湖市：生態綠色築造山水名城

（特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