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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子建：
学科交叉融合，凝聚攻坚“牛劲”

“牛是力量的象征，我们做事要有牛的韧
劲，不怕挫折，敢于碰硬。”中科院院士、南京
大学教授郭子建今年刚满 60 岁，除了在科学
沃野上躬耕不辍之外，他正在带领不同院系
的“牛人”们，铆足“牛劲”共攀科学新高峰。

在本科生课堂上，郭子建常常告诉学生
们，如今，学科交叉已是产生原创性研究的源
泉，“进入 21 世纪以来，诺奖化学奖绝大多数
都与生命科学相关，是用化学思路和原理去
解决生物学、医学上的问题。要想出原创性
成果，圈在自己的小领域是越来越困难。”

2019 年 6 月，打破学科交叉壁垒，郭子建
领衔建设了南京大学化学和生物医药创新研
究院，“今年我的头等大事就是推动研究院的
建设，把去年疫情期间耽搁的时间抢回来。”

郭子建告诉记者，研究院目前已经招募
了来自南大化学化工学院、生科院、物理系、
模式动物所、现代工学院、医学院六个院系
40 多位青年学者，同时从海外引进了五位专
职研究员，未来专职研究员队伍将发展到 20
人左右的规模，“我们希望凝聚南大校内外的
研究力量，聚焦化学与生物医药前沿交叉领
域，在化学生物学、合成与新药发现、疾病模
型与分子机制、生物医学影像、生物医学工程
以及组学与大数据等领域发力，从长远上加
速基础研究的发展,搭建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的桥梁。”

尽管研究院成立不久，郭子建非常高兴
地发现，如今，一批对交叉领域感兴趣的新生
力量正在凝聚、激活，年轻人在交叉领域的讨
论和合作远远超过了过往，有的年轻人合作
发表了文章，有的相互启发发现了新课题，在
人才基金项目纷纷取得了新突破，“今年我们
希望在体制机制上再做一些创新，让年轻人
在合作交叉研究方面更加顺畅，推动年轻人
将共同的兴趣落实为有步骤的计划，一方面
去解决国家需要的重大问题，另一方面与以
原创研究为主的企业合作，共同突破卡脖子
难题。”郭子建说。

今年，郭子建还带领青年科学家承担
了江苏省前沿引领技术基础研究项目，他
介绍说，生物医药是江苏重点支持的产业
领域，江苏在大分子药物方面的市场也在全
国领先，这种将基础研究和江苏优势产业领
域密切对接的项目支持方式，也是引领性的
创新尝试，“与大多数项目申报不同，这个项
目是以首席科学家为主体，遴选前沿探索性
项目进行长期攻关，鼓励和支持科学家将

‘冷板凳坐热’。”
郭子建领衔的项目是面向多维联用肿瘤

免疫治疗的创新药物设计及其分子基础，“免
疫治疗在肿瘤临床治疗上已经广受关注，但
对这类治疗有响应的病人比例仅占 10%左
右；而临床最常用的化学治疗则存在副作用、
耐药性等问题，我们希望将化疗的广谱性和免
疫治疗的精准性结合起来，研发新的分子实体，
助力省内药企的相关产品实现更新换代。”郭子
建表示。

刘四明：
“拓荒牛”带来宇宙深处的消息
出生于 1973 年的科学“牛人”、中国科学

院紫金山天文台研究员刘四明，曾多次接受
记者的采访，从揭秘黑洞照片、解读诺贝尔
奖、探讨虫洞存在的可能性，到高能宇宙射线
的科普⋯⋯每次他都能给读者带来宇宙深处
的最新消息和最生动的科学普及。

以“拓荒牛”的精神在天文学领域奋力耕
耘20多年，刘四明收获了“太阳高能粒子事件
中氦 3 增丰现象的解释”“超大质量黑洞的热
吸积盘模型”“超新星遗迹中高能粒子能量分
布的演化规律”“宇宙射线起源的定量研究”等
一系列科研成果。这听起来就非常“牛气”“高
冷”和“神秘”！

不过，就像他曾经对记者所说，“人类之所
以跟很多其他生物不一样，是因为人类有理

性、会思考，可以发明各种各样的工具去探测
我们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这个牛年，刘四明
打算重点突破的宇宙射线起源的研究，就是这
样一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宇宙射线看似与我们的生活没有什么直
接关系，但实际上它在宇宙空间里面到处都
有，在银河系产生的初期就有宇宙射线，它对
我们物种的起源演化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刘
四明说，宇宙射线是一种能量非常高的射线，
它来自于宇宙空间，可以穿透大气层一直打到
我们地球的地面上来，并在这个过程中产生碳
14 等重要的不稳定原子核，它也主导了宇宙
中铍、硼等元素的形成。类似于 X 射线，宇宙
射线也是一种有害射线，原则上可以致癌，可
以导致基因的变异，影响物种的进化和气候
等。

“宇宙射线从发现至今已有100多年的历
史，但是宇宙射线到底是怎么产生的，目前还
没有定论。”刘四明说，为了搞清楚这一问题，
他近几年围绕和宇宙射线有关的天文多波段
观测开展了相关的建模和理论研究，目前正在
参与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高海拔宇宙射线
观测站‘拉索’（LHAASO）”项目，负责项目四
个课题中的“宇宙线起源的唯象研究”。

据了解，高海拔宇宙射线观测站“拉索”
（LHAASO）建在四川省稻城县海拔 4410 米
的海子山上，“‘拉索’从 2017 年动工建设，到
目前为止已经完成了3/4的阵列建设，预期今
年年底可以完全建成。宇宙射线观测站和一
般的望远镜不太一样，它可以边建设边观测。”
刘四明透露，经过两年多的观测，LHAASO
合作组已经有了一些比较重大的发现，计划在
今年上半年公布这些重大成果。

多年耕耘，终于将在牛年收获一批重要研
究成果，刘四明心情愉快，且对未来充满希望
和信心：“在‘拉索’之前，人类能够探测到的能
量最高的光子达到 100TeV（100 万亿电子
伏）。而‘拉索’综合了四种以上的探测手段，
大大提高了探测能力和效果，可以很容易探测
到 100TeV 以上的光子。目前我们已经发现
了 10 多个能够产生这种非常高能光子的天
体。‘拉索’对能量在100TeV以上的伽马射线
的探测灵敏度已经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正在
开启一个全新的天文学分支——甚高能伽马
射线天文学。”

谢涛：

少说多干甘为“孺子牛”
“老老实实耕田，埋头做好自己手头的工

作，是牛的品格。”南京信息工程大学遥感与测
绘工程学院副院长谢涛教授今年 48 岁，少说
多干是他一贯的做事准则。

海洋在全球气候和天气变化中扮演着重要
的角色，利用海洋遥感卫星可以实现海洋环境和
气候的有效观测。自从走上科研之路，谢涛一直
聚焦海洋领域，瞄准国际前沿难题，以科技之力
服务国家地方经济发展，主持各级各类海洋领域
科研项目20余项，合计经费2000余万元。

谢涛告诉记者，2008年，他刚去加拿大贝
德福德海洋研究所时，感受到海洋遥感应用的
重要价值。他举例说，大洋上有不同的水团，
温度、密度、盐度各不相同，从遥感图像上，能
看到不同水团交会处的清晰界面，即海洋锋
面。“锋面不仅影响声呐在海洋中的传播路径，
是海洋军事中的重大问题，通过遥感还可以了
解海洋表面温度及其梯度变化，可以寻找到不
同鱼类的分布，检测海上钻井溢油、海上船只
非法排油情况，海洋遥感在海洋环境保护、渔
业资源分布等方面都有重要的影响。”

“如今，我国已经自主研发并发射了 8 颗
海洋卫星，与法国联合研制发射了1颗海洋卫
星。”谢涛表示，得益于我国海洋卫星应用的迅
猛发展，我国已拥有全球海洋水色、海洋动力
环境和海洋监视监测的综合观测能力，在各领
域大有可为，包括助力北极科考和北极研究。

“比如通过遥感，我们可以区分北极的海冰
面和开阔水域，为‘雪龙’号提供保障。”谢涛说，
但目前通过遥感检测海冰厚度还是个技术难
点，无论是光学还是微波的遥感技术，算法的误
差还很大。比如在某些条件下，0.2米厚的海冰
与0.5米厚的海冰，对应雷达影像的回波强度差
别甚微。因此，如何探索新的识别机制进行海
冰类型识别和厚度反演，是目前亟待突破的瓶
颈，也是团队下一步重点攻关的方向之一。

未来，团队还希望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实现海
洋特征的遥感识别、分类及解译，“我们要将遥感
机理和AI技术结合起来研究，构建针对复杂海
洋现象的精确模型，探索出复杂海洋特征探测
与识别的深层次机制，真正提高AI算法进行海
洋遥感识别与解译的精度和效率。”谢涛说。

“ 要 把 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贴近应
用，服务社会，是我这几年主要的工作思路。”
谢涛举例说，比如团队已经参与江苏省乃至
长三角的应急管理服务领域，承担了滑坡泥
石流遥感监测、太湖流域洪涝监测等任务，在
其中找准技术难点进一步突破，提高团队的
经济和社会效益。

谢涛经常对团队成员和学生表示，做科研
来不得半点浮躁，要有“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情
怀，找准方向，勤奋耕耘，攻坚克难，破除“我会
做什么就做什么”思维，形成“祖国需要我做什
么就做什么”的信念。“这也是我们凝练科研方
向，找准发力点的宗旨。”谢涛告诉记者，这个
牛年，他将依托团队和相关企业合作进行攻
关，研发海洋海面流速遥感测量装置原理样
机，希望能为推进我国海流空天监测技术应用
核心技术发展贡献团队的力量，并为江苏近海
海洋经济发展提供相应的应用支撑。

黄旭珍：
“科研人都有牛的精气神”
在传统印象中，电气工程这个典型的工科

学科并不太适合女生，但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
动化学院黄旭珍教授的科研发展在很多人看
起来可以说是“势如破竹”。

作为 1985 年的“小牛”，36 岁的她先后获
得了省级自然科学基金优青基金项目和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基金项目资助，去年还
被破格评上了教授。

“牛，可能是所有科研人的属性了。”黄旭
珍笑道，“做科研的人，首先必须能吃苦耐劳，
其次工作中肯定会遇到很多困惑，这时候就要

‘蹲得住’，因为没人告诉你怎么办，得靠自己
撑，找到解决办法。”

从哈尔滨工业大学博士毕业后，黄旭珍一
直从事高速高精永磁直线电机系统和高功率
密度永磁电机系统研究。“电机是机械装备上
不可或缺的组件之一，直线电机因为高精度、
响应快，在光刻机、数控机床、自动化生产线等
加工和生产设备上都有应用。”黄旭珍介绍说，
但永磁直线电机的推力密度性能和抗扰性能
一直是核心技术的难题，过去江苏企业在机床
和物流生产线上使用的直线电机都是进口产
品。“我们针对直线电机特殊结构和运动特征，
提出模块化设计方法，开展电流控制和抗扰控
制研究，产品的速度波动、控制精度、效率、动
态性能等指标得到提高，从而为企业降低了成
本，提高了加工设备产品的精度，实现了物流
产品传输效率的提升。”

与地面常规应用电机不同，航空航天应
用的永磁电机常具有严苛的体积质量限制、
工作环境温度/气压特殊、负载大范围变化
及扰动复杂等特征，此类电机具有极端工
况、极限性能的要求，从而对此类电机的设
计及驱动控制技术提出了挑战。团队基于
电磁和热特性综合研究，获得适应不同工况
的永磁电机高电磁负荷配置及设计准则，实
现了复杂工况及特殊环境下永磁电机的准
确温升预估，提高了永磁电机的功率密度和
可靠性。研究成果应用于导弹、直升机的电
力作动系统，为我国航空航天飞行器的多电
全电化贡献了一份力量。

今年春节，黄旭珍基本都待在家里，“读读
文献，学学新技能和方法，跟去年春节差不多，
去年疫情期间我们实验室也去不了，基本上待
在家里做仿真，关注专业领域产品技术的现状，
与同行或学生讨论。”看似单调的工作已经成了
她的生活常态，而大多数女生喜欢的逛街，她也
是少而又少，基本是需要什么再去买，“待在家里
闲了两天，我心里都会觉得有点发慌。”即便已经
是教授，黄旭珍也常怀压力感，“我们这行新东
西更新很快，一不学习就会落后。”

说到牛年的新期待，黄旭珍的回答简洁有
力，“希望我们的多动子直线电机研究开发能
够取得成功，在汽车生产线、家电生产线等典
型场合应用推广；在永磁电机的集成一体化
关键技术研究上取得进展，包括热管理技术、
振动噪声抑制技术、多目标优化设计技术等，
为航空航天应用的永磁电机系统的功率密
度、可靠性等性能指标的持续提升提供理论
和技术支撑。”

新春伊始，对话三代科研“牛”人

躬耕不辍执牛耳，万里平畴春牛“犇”
在中华传统文化的语境中，牛被人们寄寓着

很多美好期待。“孺子牛”“拓荒牛”“老黄牛”，已沉
淀为底蕴深厚的文化意象。我们来细数属牛的

“牛”科学家，属于哪一类牛？

彭士禄：一生垦荒两件事

我国著名核动力专家彭士禄院士家中的书柜
里，摆放着“三宝”：我国第一艘核潜艇处女航的纪
念磁盘；友人赠送的核电站模型；一头“垦荒牛”的
陶瓷塑像。彭士禄最喜欢第三件，在家人眼里，他

“就像一头垦荒牛”。谈到工作，彭士禄曾很谦虚
地说：我一生做了两件事，造核潜艇，建核电站。
在核潜艇研制项目中，彭士禄得了一外号“彭大
胆”。因为他常敢于拍板。他对科研人员说，“做
实验，用数据说话，最后，我来签字。对了，成就归
大家；错了，我来负责。”彭士禄还是将招投标制度
引入核电工程的第一人。1986年，彭士禄调任核
工业部副部长，负责秦山二期筹建工作。项目建
设中，他坚持实行董事会制度。当时我国还处于
计划经济时期，《公司法》还未出台，他说服安徽
省、浙江省、江苏省和上海市一起投资，后来，中国
核工业总公司、华东电力公司与这三省一市共同
出资，成立了核电秦山联营有限公司。当时虽遇
到很大阻力，但因彭士禄的坚持，最后秦山二期的
设备订货、设计工程全部招投标。

钱三强：“从牛到爱”

刚入清华的时候，父亲钱玄同，即我国近代著
名的语言文字学家，给钱三强题了四个字：“从牛
到爱”，并解释说：一是勉励你发扬属牛的那股子
牛劲，二是在科学上不断进取，向牛顿、爱因斯坦
学习。钱三强生前一直珍藏着这条横幅，直到生
命的最后一刻。回国后，从新中国建立起，钱三强
便全身心地投入原子能事业的开创工作。“知人善
任”是很多科学家对钱三强的共同评价。曾有人
称，在钱三强的领导下，培养出一大批人才的原子
能研究所是“满门忠孝”。钱三强生前秘书葛能全
曾做过统计，在国家表彰的23位“两弹一星”功勋
科学家中，有 7 位是直接由钱三强推荐到核武器
研究第一线的。钱三强团队还陆续走出了数十位
两院院士，当年他身边的不少年轻人日后都成为
顶尖科学家。

庄逢甘：中国航天空气动力学开拓者

1969 年、1971 年我国接连进行了两次洲际
导弹飞行试验，但均因弹头再入时被烧穿，致使试
验失败。试验人员从捡到的端头帽上发现导弹头
部都有一条七八毫米的沟槽，这触发了中国洲际
导弹研制史上一场规模空前，被钱学森称为“淮海
战役”的弹头再入气动、防热研究战役。庄逢甘院
士被国防科委和七机部委以“淮海战役”前线指挥
长的重任，承担“烧蚀防热研究”攻关。“淮海战役”
集中了全国气动领域的精兵强将，庄逢甘是名副
其实的“统帅”。然而在科研一线，却经常可以看
到他像一名普通技术人员一样，亲自参加试验甚
至记录各种数据。他说，惟有这样做，决策起来心
里才踏实。经过十多年奋力攻关，庄逢甘有效地
利用人力、物力和现有科技成果，解决了再入弹头
的气动、防热和再入物理多项重大技术关键问题，
形成了具有特色的中国气动研究和发展模式。

李四光：不能让真理的光辉变淡

“真理，哪怕只见到一线，我们也不能让它的
光辉变得暗淡。”这是地质学家李四光院士的一句
名言，显现了他矢志不渝追求真理的可贵精神。
1920 年 2 月，李四光应邀在巴黎留法勤工俭学会
作学术报告时提出：学术问题，不能人云亦云。对
于西方先进的学说，可以为我所用，但决不能受它
束缚。他一切从中国实际出发，研究问题、解决问
题从不迷信外国。外国人说中国是以陆相地层为
主，不会有大油田。李四光说中国具体条件下陆
相地层也可能会生成大油田，后来按照他的预测
果然在东部找到许多大油气田。他一生写下数百
万言 140 余篇（部）科学论著。创立地质力学，创
造性地将地质学和力学结合在一起，提出构造体
系新概念。运用地质力学理论和方法，在指导煤
田预测，寻找多金属矿、稀有稀土金属矿等方面作
出了卓越贡献。 来源：科技日报

这些属牛的科学家，
到底有多牛？

大

家

编者按
在很多人眼中，科研人身上自带牛的属性，优秀的科研工作者也

被人们称为科研“大牛”。新春伊始，记者走访、对话了四位属牛的科
研“牛人”，不管“大牛”还是“小牛”，是开拓创新的拓荒牛、甘为人梯的
孺子牛，还是躬耕不辍的老黄牛⋯⋯他们都有饱满的科研热情，以不
怕苦、能吃苦的“牛劲”“牛力”,用创新点燃科技强国引擎。

郭子建 黄旭珍刘四明

科技
先锋

谢涛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
苏省分公司拟对江阴市得亨国际贸易有
限公司等 3 户的债权资产包进行处置。
截至 2021 年 01 月 31 日，该资产包债权
总额为 4,936.35 万元，本金为 3,525.73
万元。该资产包中的债务人主要分布在
江苏省无锡市江阴市等地区。该资产包
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
应具备一次性付款能力和良好的社会信
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
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
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
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
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
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
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
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
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包。资产包中每户债权的详细情况请具
体参见我公司对外网站，网址www.cin-
da.com.cn。

公告有效期：10 个工作日，受理征询
或异议有效期：10 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
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江苏省分公司
联系。联系人：张睿、邱阳，联系电话：
025-52680845、025-52680827，电子邮
件 ：zhangrui6@cinda.com.cn、qiuy-
ang@cinda.com.cn。分公司地址：南京
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377 号 10 号楼 18-20
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
话：025-52680855。对排斥、阻挠征询
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angfei@cin-
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
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江苏省分公司资产处置公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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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列机构经徐州监管分局批准，颁（换）《中华人民共和国金融许可证》，现予以公告。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沛县杨屯镇营业所
简 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沛县杨屯镇营业所
机 构 编 码：B0018A332030086
许可证流水号：00582304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代理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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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6月21日
住 所：沛县杨屯镇华天路西侧、苏鲁商贸城东侧
邮 政 编 码：221612
电 话：0516-89901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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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2月9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鑫城路营业所
简 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鑫城路营业所
机 构 编 码：B0018U332030007
许可证流水号：00582303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代理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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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06月02日
住 所：徐州市鑫城路11号11-1号楼1002、

1003号商铺
邮 政 编 码：221000
电 话：0516-689004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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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09日

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徐州市紫庄镇营业所
简 称：中国邮政储蓄银行徐州市紫庄镇营业所
机 构 编 码：B0018A332030018
许可证流水号：00582305
业 务 范 围：许可该代理营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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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06月21日
住 所：江苏省徐州市贾汪区紫庄镇紫霞路中段
邮 政 编 码：221000
电 话：0516-838884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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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02月0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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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birc.gov.cn）上查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