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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蔡姝雯 王拓 杨频萍 张宣

开展前瞻研究
一批重大原创研究取得新进展

我省科教资源丰富、创新基础厚实。娄勤俭
在讲话中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这些年我省强化
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推动实现技术从全面跟跑
到逐步并跑以及局部领跑的跨越，完全有条件抓
住这关键的几年，实现更多领域的并跑领跑，完
全有能力为强化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加快科技自
立自强提供更强支撑。

投身基础研究，发力原始创新，江苏各高校
科研院所从未懈怠。去年，南京大学祝世宁院士
团队在量子无人机、高维量子纠缠光源制备等领
域接连取得了重大突破，在国际上首次实现基于
无人机移动平台的量子纠缠分发，填补了该领域
的空白。目前团队又有了新的进展，向着组建移
动的量子网络又迈出了关键一步。

不久前，总投资 20 多亿元的国家超级计算
昆山中心建设项目顺利通过科技部组织的专家
验收，成为我省第二个、国家第八个超级计算中
心。未来，昆山超算中心将承接长三角区域大科
学装置的先进计算及科学大数据处理业务，与苏
州深时数字地球研究中心、上海脑科学研究中心
等开展战略合作，重点围绕人工智能、生物医药、
物理化学材料、大气海洋环境等前沿科学领域开
展研究。

南京大学科技处副处长姜田介绍，在地球科
学领域，学校投入了近亿元购置 4 台国际最先进
的大型同位素质谱，建立国际加速器质谱年代与
环境实验室；实施锂矿科学深钻工程“卓越研究
计划”，提高我国关键金属资源储备；在古大气成
分和浓度、深时数字地球、关键金属等全新研究
方向进行部署。沈树忠院士团队以全球地层古
生物大数据为基础，运用人工智能、数学和超算
等方法，将各种生物地层记录与同位素绝对年
龄、化学地层、天文旋回地层、磁性地层等相结
合，创建动态的全球通用高分辨率地质时间轴，
最新研究成果发表在《科学》上。

南京理工大学化工学院胡炳成教授团队则
成功合成了世界首个全氮阴离子盐，攻克了这
一困扰国际含能材料研究领域长达半个世纪的
世界难题，占领新一代超高能含能材料研究国
际制高点。胡炳成介绍，由于制备全氮阴离子
的前驱体芳基五唑稳定性较差，加上全氮阴离
子自身不稳定，致使采用常规方法获取全氮阴
离子非常困难。自 1956 年芳基五唑被首次合
成以来，制备稳定存在的全氮阴离子及其盐的
研究一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我们创造性采
用间氯过氧苯甲酸和甘氨酸亚铁分别作为切断
试剂和助剂，通过氧化断裂的方式首次制备成
功室温下稳定全氮阴离子盐。热分析结果显示
这种盐分解温度高达 116.8 ℃，具有非常好的
热稳定性。”

十年磨一剑。从 2009 年就开始研究细胞培
养肉的南京农业大学周光宏教授，终于研制出中
国第一块细胞培养肉。团队使用第六代的猪肌
肉干细胞培养 20 天，生产得到重达 5 克的培养
肉，这是国内首例由动物干细胞扩增培养而成的
人造肉，也是该领域内一个里程碑式的突破。“细
胞培养肉作为一种未来食品生产技术，可以实现
肉类蛋白的高效绿色生产，是当前世界各国技术
攻坚的重要方向。”周光宏表示，未来将继续沿着
这个方向攻坚克难，使我国在细胞培养肉领域实

现并跑甚至领跑，让培养肉早日走上百姓餐桌，
保障我国未来动物蛋白供应。

学科交叉融合
蕴含“从0到1”的巨大机遇

上世纪初建立的相对论、量子力学、DNA 双
螺旋结构、信息论等四大基础科学理论，支撑了
世界经济社会几十年的发展。而从当今科学研
究发展趋势来看，不少专家认为，重要科学理论
的突破、新的科学理论的产生，越来越离不开不
同学科的交叉融合，如电子信息+、人工智能+、
互联网+、医学生命+等就蕴含了“从 0 到 1”的巨
大机遇，是未来科技的突破点和增长点。

“科技工作者首先要做原始性生产。以前
我们总是跟跑，发展到现阶段，一定要重视原始
创新，做到人无我有；还要重视其他专业成果和
学科的交叉融合，形成合力，集成攻关。”谈及娄
书记报告中提到的推动“从 0 到 1”的原始创新，
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苏省科协副主席缪昌文说，
近年来，团队注重原创研究和学科交叉融合，
在材料领域的研究成果已获得 6 个国家科学进
步二等奖和 2 个国家发明二等奖，取得了 560
多项国家发明专利，成果主要支撑了我国港珠
澳大桥、川藏铁路等基础和重大工程建设，未
来还将加强自主创新和学科交叉融合，通过延
长建筑核心材料的使用寿命，营造绿色低碳的
环境。

水遇上石墨烯等功能材料“结晶”为电，水体
中储存的巨大能量将造福人类。近年来，南京航
空航天大学郭万林院士团队对石墨烯等二维覆
层体系的流-固-电耦合开展了系统的研究，发
现当水在低维材料的表界面上运动或蒸发时，可
产生一系列的生电现象，如波动生电、液滴运动
生电、自然水蒸发生电等。

类比于光伏、压电等能量转换效应，团队将
这类通过材料与水作用直接转化水能为电能的
系列现象称为“水伏效应”（Hydrovoltaic ef-
fect）。水伏效应为从自然水循环过程中捕获电
能提供了新的技术途径，提升了水能利用的上
限，是交叉学科原始创新成果，迅速受到国际学
术界的广泛关注并掀起了研究热潮。最近，南
航团队更是给出动态方程并理论预测理想情况
下瞬态电压可以趋于无穷大。诸如此类的跟进
研究成果正在持续涌现，水伏能源技术已经在
路上。

“我们的工作就是在 100 微米至 100 纳米量
级的世界里，与光、电打交道，通过在材料表面生
成不同的微纳结构，达到传统方式不能获得的优
异功能。”苏州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研究员、
苏州苏大维格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创始人陈
林森说，在“从0到1”的创新路上，苏大光学工程
学科一直在“奔跑”。

我国微纳制造技术起步较晚，关键技术和
主要设备均依赖进口。如今，这一局面正在改
变。多年来苏州大学光电科学与工程学院坚持
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并举，坚持原始创新，实现
了多项关键技术突破，填补了微纳制造领域的
多项空白，主要核心技术在我国重大工程中不
可或缺，成为国内微纳制造领域当之无愧的排
头兵。苏大维格自主研发成功我国首个微纳柔
性制造工艺平台，为新型光电功能产品创新提
供了关键手段，这也是目前我国可以和发达国
家技术布局与基础同步的专业技术平台，使我
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米级幅面微纳模具
制备能力的国家之一。

积极布局投入
为“自主可控”提供源头支撑

“从 0 到 1”的真正的原始创新非常不易，还
有漫长的路要走。

2020年3月初，科技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
《加强“从 0 到 1”基础研究工作方案》指出，“从 0
到1”原创性突破，既需要长期厚重的知识积累与
沉淀，也需要科学家瞬间的灵感爆发；既需要对
基础研究进行长期稳定的支持，也需要聚焦具有
比较优势的领域，进一步突出重点。《方案》还要
求，优化基础研究投入结构，依托国家重点实验
室和国家科技计划等，对关系长远发展的基础前
沿领域加大稳定支持力度。

“十三五”期间，面向科技前沿和重大创新需
求，我省启动实施前沿引领技术基础研究专项，
部署了一批重大基础研究项目，支持领衔科学家
开展长周期、高风险的原创性研究，努力实现“从
0 到 1”的重大原创突破，为建设自主可控、安全
高效的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技术储备和源头支撑。

对标国家实验室，我省已启动建设网络通信
与安全紫金山实验室、材料科学姑苏实验室、深
海技术科学太湖实验室。2020 年，紫金山实验
室连续发布重大突破性成果：内生安全云平台

“莲花哪吒”、全球首个确定性广域网创新试验、
长三角工业互联网高质量外网、B5G网络智能开
放平台⋯⋯引发国际国内高度关注。“我们以解
决网络通信与安全领域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行业
重大科技问题、产业重大瓶颈问题为使命，建设
世界一流水平的国家战略性科技创新基地，为建
设世界科技强国提供强大战略支撑。”紫金山实
验室主任、中国工程院院士刘韵洁说。

南京大学则重点通过实施“卓越研究计划”，
以及在关键领域重点投入，加强基础研究部署，
促进纯基础研究和应用基础研究的同步发展。
南京大学科技处副处长姜田介绍，该计划目前已
凝练了“拓扑量子态和量子计算”“集成光子芯片
与信息系统”“电磁波极限感知与工程应用”“面
向未来健康水质的水清洁技术研究”“面向开放
动态环境的机器学习理论和方法”等 9 个具有引
领性的重大科学问题和创造技术选题，并给予重
点关注和支持。通过一批关键科学问题的解决，
取得全球首次实现基于芯片化移动平台的全天
候量子密钥分发实验、发明微界面强化反应技术
等一系列高峰成果，显著提升了原始创新能力。

“天文学科目前是世界科技前沿也是热点，
最近 4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三次授予天文领域。
我国天文发展最近也属于最好时期，‘郭守敬望
远镜’‘天眼’‘悟空’等大大提高了我国天文科学
研究在国际上的地位。”中国科学院院士、江苏省
科协副主席常进说。

不久前，“悟空”号度过了它五周岁的生日，
并再次延期“服役”1 年。暗物质卫星项目组成
员、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袁强告诉记者，
目前“悟空”号团队正在进行下一代卫星项目“甚
大面积伽马射线空间望远镜（VLAST）”的关键
技术研发。VLAST将侧重对伽马射线进行高灵
敏度观测，其综合性能比目前在轨运行的美国费
米卫星提升约 10 倍，伽马射线探测能力比“悟
空”号提升近 50 倍，有望在暗物质粒子探测和伽
马射线时域天文研究方面起到国际引领的作用。

常进表示，江苏的天文学科居于国内前列，
如何做出大成果，在世界前沿方面取得突破是今
后的工作重点，他相信未来几年，我国“从0到1”
的原创成果将会成批涌现。

人类现在所取得的成就人类现在所取得的成就，，时时处处彰显着科学的力量时时处处彰显着科学的力量、、技术的力量技术的力量、、创新的力量创新的力量。。

在在11月月77日举行的江苏省科协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日举行的江苏省科协第十次代表大会开幕式上，，省委书记娄勤俭在讲话中强调省委书记娄勤俭在讲话中强调，，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

源头源头，，广大科技工作者既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要广大科技工作者既要立足经济社会发展的紧迫需要，，还要从长远需求出发还要从长远需求出发，，紧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紧盯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布局，，积极积极

开展全局性开展全局性、、战略性战略性、、前瞻性研究前瞻性研究，，推出更多推出更多““从从00到到11””的原创性成果的原创性成果，，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为构建现代产业体系提供源源不断的驱动力。。

科研工作是科研工作是““从从00到到11””，，再再““从从11到到NN””的持续接力过程的持续接力过程。。其中其中，，““从从00到到11””的原始创新无疑是最重要的原始创新无疑是最重要、、最基本的一最基本的一

环环。。““十四五十四五””的新征程已然开启的新征程已然开启，，在在““十三五十三五””科技成就的基础上科技成就的基础上，，全省科技工作者正奔向科技创新的全省科技工作者正奔向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星辰大海””，，坚坚

定不移地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定不移地向科学技术的广度和深度进军。。

前沿

奔向科技创新的“星辰大海”

推出更多推出更多
““从从00到到11””的原创成果的原创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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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杨频萍 蔡姝雯

如何确定科研方向，带领更多年轻科
研工作者在“从 0 到 1”的创新道路上百折
不挠地前进？又该怎样激活基础研究人
才的“源头活水”？《科技周刊》记者采访了
南京大学的两位院士。

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陈洪
渊首先分析了什么叫做“从 0 到 1”的创
新。他说，“从 0 到 1”的创新，一般是指从
方法论而言，由全新的概念来实现某一个
既定目标，或者根据一种新原理实现既定
的目标；其实，这是一种含蓄的比喻，是指
一种另辟蹊径，带有别具一格的全新面
貌，而不是跟在人家后面修修补补地改
良。当然，创新并不是凭空想象出来的，
更不是靠运气。科学有个渐进过程，绝对
的 0 是没有的。要创新，需要在相关领域
有相当多的知识积累，是一个量变到质变
的过程。总之，继承性和突破性是相互伴
随的。

“所以我认为，在自然科学的规律
上，其成就是重在规律的‘发现’，自然规
律是无法以主观愿望来‘创新’的，‘创
新’指的是而且也只能是在科技的方法
论方面，在这方面完全可以有‘从 0 到 1’
的突破！”陈洪渊说。而不论是重大自然
科学规律上的“发现”，或科学技术方法
上的“创新”，他认为都可以用王国维做
学问的三个境界来描述：先是“独上高
楼，望尽天涯路”的调研阶段；再有“衣带
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始终不
渝地艰苦努力；才能有豁然开朗猛然醒
悟，从而实现“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
阑珊处”的升华！

基础研究要在科学上强调对客观的
自然规律有所“发现”，事物变化的规律
客观存在，而掌握这个规律为实现人类
的目标，就讲究用各种各样科学技术方
法来实现，所以有不同的方法和途径来
实现。因此，在方法论上，就各显神通，
进而层出不穷地“创新”！陈洪渊表示，
同样的目标，从此地到彼地有很多走法，

一定不能选择别人走过的道路，“比如飞
机如何飞起来，必须遵循空气动力学的
原理和规律来实现，不能违背；至于选螺
旋桨推进还是喷气发动机推进，那是方
法上的问题了。”

“做科研，首先要设置一个目标。”陈
洪渊院士经常告诉学生，要做别人没有做
过的事情，妥善选择这个目标，就得“穷究
物性、敢为人先”，彻底把事物的本质及其
相互作用的关系研究清楚了，办法就有可
能产生了，这是创新的源泉。从根本上
说，这需要培养学生的眼光、胸怀和毅力，
而家国情怀，为强国富民无私奉献，是创
新之根本。“没有家国情怀和远大理想，仅
关心个人利益和发展，是没有办法持续发
力的，只有目光远大，胸怀开阔，创新之路
才会越走越宽广。”

“不通过基础研究把科学原理搞清
楚，技术的开发就是无源之水，无根之
木。”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教授祝世
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一定是先有原创
性的想法和科学发现，才会有技术创新，

“先有科学发现，通过技术创新，最后走向
实际应用。”

祝世宁认为，基础研究有两种，一
种是自由探索的基础研究，一种是目标
导 向 的 基 础 研 究 ，两 种 基 础 研 究 都 需
要。“特别是在国家遇到‘卡脖子’问题，
信息技术国际竞争越来越激烈的时候，
目标牵引就很明确，尽快通过基础研究
实现关键核心技术的突破就显得尤为
迫切。”

祝世宁说，基础研究之路很长，要取
得突破，最基本的特征就是一个团队长期
不懈的积累和坚持。“从少有人了解和支
持的冷门方向，坚持研究 20 年，我们团队
才获得了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从那时候
起，我们初步将材料体系建立起来。基础
研究就是如此，不能今天追这个热点，明
天追那个热点，而是要把原来不被关注的
领域，通过自己的科学判断，长期不懈地
坚持下去，把冷门做成热门，做成国际的
前沿。”

院士谈原始创新——

实现“从0到1”
需要经历三种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