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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磅点击你知道吗 科技领航

5月下旬，草莓即将下架，然而在程百强的大棚里，
绿油油的叶子下映衬着颗颗红润欲滴的果实，草莓长势
依然喜人。

“草莓下架后植株直接粉碎入地，下一步进行土壤高
温消毒，为下茬定植创造良好的环境。”程百强告诉记者。

4年前，程百强成为呼和浩特市新城区的一名科技
特派员，他种植的草莓品种好、口味好，销售旺季时供不
应求。“我是塔利村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程百强说，刚开
始种植大棚草莓时，村里的种植户们大都持观望态度，
如今，在他的示范引领下，塔利村已有165个大棚种植
草莓，取得了较好的经济效益。

程百强为记者算了一笔账：每个大棚平均亩产草莓
2000公斤左右，按每公斤120元计算，每亩平均收益24
万元，而成本仅约3万元左右，真正实现了“小草莓，大
产业”的效应。

“引进的新品种需要2到3年的筛选试种。”凭着一
股执着和韧劲，程百强从70多个草莓品种里筛选本地
表现好的种植品种，“隋珠”“小白”等草莓不仅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高，口感好，而且卖相好、产量高。

“每年8月至来年5月，是草莓的定植期。花芽分
化的每一个环节，都要严格按照不同时间段的科学方案

进行调控，从温度、水分、土壤把控到施肥、灭虫、高温消
毒，保证每个环节科学化、系统化管理。”此外，程百强也
更加注重以“绿色”为导向的健康发展方式，在草莓生长
期间易出现的病虫害等问题，他都推广使用“以虫治虫”

“以菌治菌”等生物防治方法。
在第十二届中国草莓文化节上，程百强选送的4个

草莓品种和样品，获得了银奖的喜人成绩。现在，越来
越多的种植户闻讯从四面八方而来，向程百强请教草莓
种植的专业技术指导和帮助。

“我区温差较大，加之土壤等条件非常适合种植草
莓，发展草莓产业，后劲很足。”程百强说，下一步，他打
算成立合作社，注册商标，把“内蒙古草莓”这块招牌打
出去，向区外各地推广销售。

“科技特派员制度自2012年在我市全面实施以来，
有效地推进了科技工作与农村发展、科技创新与农业生
产、科技人员与广大农民的密切结合，促进了农民增收
和农业综合生产能力的提高。”呼和浩特市科技局相关
工作人员告诉记者，在科技特派员的引领和带动下，呼
市设施草莓产业发展迅速，种植水平不断提升。设施草
莓种植面积逐年增加，现已成为当地农业农村发展新的
动力增长点。

如今，科技特派员已经深入到了呼和浩特市农业
生产领域的每个角落，在农业创新发展、农民科技增收
上发挥着具有自身特点和不同侧重点的科技服务、创
新引领和创业带动作用，呼和浩特市的农业生产、农民
增收由此进入了全新的发展阶段。

科技强则国家强。在自治区广袤的土地上，有许许
多多像程百强这样扎根农村牧区、默默付出的科技特派
员和科技工作者。

从田间地头、厂矿企业、三尺讲台到实验室、科普现
场，我区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科技创新、经济建设
和社会服务，在服务奉献中体现自身价值，践行着创新
驱动发展的理念。

功以才成，业由才广。近年来，我区高度重视创新
内蒙古建设，加强对科技工作者的联系和服务，更加重
视科技工作和人才队伍建设，为科技工作者创新创业排
忧解难，进一步在全社会营造尊重劳动、尊重知识、尊重
人才、尊重创造的良好氛围，形成各类创新主体、创新要
素协同发展，各类科技人才竞相创新创造的有利局面。

科技工作者立地，创新发展顶天。在各项利好政策
措施的支持引导下，科技创新力量在我区各地充分涌
流，科技创新成果喜人。据自治区科技厅（知识产权局）

相关资料显示，2017年，全区高新技术企业达到 532
家，创新创业导师队伍有3639人；众创空间新注册企业
数量达1620家，服务创新创业团队7681个。全区共申
请专利11701件，专利授权量达到6271件，发明专利的
申请、授权量分别为2845件和848件，每万人发明专利
拥有量为1.79件。

【背景】

为什么将5月30日设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2016年 5月 30日，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
会、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发出向世界科技强国进军的号
召。“科技三会”在全社会引起强烈反响，树立了我国科技
发展史上一座新的里程碑。

以此为契机，中国科协、科技部提出设立“全国科技工作
者日”，旨在鼓励广大科技工作者牢记使命责任，切实担负起
支撑发展的第一资源作用，紧紧围绕党和国家的中心任务，
瞄准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宏伟目标，创新报国，引领发展。

国务院随后批复，同意自 2017年起，将每年 5月 30
日设立为“全国科技工作者日”。

今年5月30日，是我国第二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科技强则国家强。在自治区广袤的土地
上，从田间地头、厂矿企业、三尺讲台到实验室、科普现场，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投身科技创新、经济
建设和社会服务，在服务奉献中体现自身价值，践行着创新驱动发展的理念。

科技工作者立科技工作者立地地 创新发展顶天创新发展顶天
◎本报记者 白莲

要让自己的爱车健康安全运行，就要常去4S店保养。如今，
要想生产绿色安全的蔬菜，也要采用4H模式。中国农业科学院
近日集中展示了设施蔬菜绿色发展的“三健康一高效”（4H）模
式，即有利于消费者健康、生产者健康、产地环境健康（Healthy）
和经营者高效益（High economic）的示范效果。

据项目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于
贤昌介绍，我国蔬菜总面积已达3.2亿亩，总产量7.69亿吨，分别占
世界的43%和49%以上，稳居世界第一，总产值位居我国种植业之
首。其中设施蔬菜达7000万亩以上，占蔬菜供应量的40%以上。

近年来，由于化肥、农药等超量使用，使我国蔬菜生产面临着产品
安全隐患和产地环境污染风险增大，以及劳动力成本日趋升高导致的
经济效益下降等瓶颈问题，严重影响我国蔬菜产业的绿色发展。

针对上述问题，中国农业科学院将蔬菜作物绿色发展技术集
成模式研究示范列入科技创新工程协同创新项目，由中国农业科
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牵头，动员组织院内外12家单位，以实现设
施蔬菜绿色发展为目标，集成蔬菜病虫害绿色防控、连作障碍克
服、水肥精准调控、环境智能化控制等国内外先进技术及装备，建
立了我国设施蔬菜绿色发展技术集成模式。试验证明，该模式可
以减施化学农药40%以上，减施化肥30%以上，节水20%以上，
节省人工40%以上，增效15%以上。

设施蔬菜作物绿色发展技术集成模式在山东寿光建立了核
心示范基地1300亩，辐射推广面积30万亩，该模式由10项核心
技术构成，突破了抑制我国蔬菜绿色发展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产地环境污染和经济效益下降3大瓶颈，对推动我国蔬菜产业的
绿色发展具有广阔的应用前景。 （蒋建科）

4H模式让蔬菜生产更加绿色

5月 21日凌晨，在嫦娥三号“奔月”4
年多之后，中国又做出一个探索月球的大
动作——成功发射了嫦娥四号月球探测
器的中继卫星“鹊桥”。

月球是地球的卫星，同时也是距离地
球最近的地外天体。人类自古以来都对
月亮充满好奇，随着科技水平的进步，科
学家们从远距离观测月球，到近距离接近
月球，最后到成功登月，开始更深入地了
解这一星球。然而直至今日，这颗星球的
许多秘密，尤其是月球背面的情况，仍然
是不为人知的。

中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中国工程院
院士吴伟仁说，由于月球绕地球公转的周
期与月球自转的周期相同，所以月球总有
一面背对着地球，这一面称之为月球背
面。

嫦娥四号月球探测器计划将登陆月
球背对地球一面的南极附近的艾特肯盆
地，这就意味着，在月球背面登陆的嫦娥
四号与地球上的测控中心不仅相隔遥远
的地月距离，而且还要隔着月球球体进行
通信联系。但通信信号无法穿透月球抵
达其背面，这就需要中继卫星的帮助来实
现数据传输，完成地面测控任务。因此必
须先发射“鹊桥”，让它去充当架设在嫦娥
四号与地球间的“通信中继站”，专门解决
着陆月球背面的探测器对地通信“不在服
务区”的问题。

“鹊桥”的名字来源于中国民间牛郎
织女的传说，而这颗中继星是中国航天人
用自己的辛勤、智慧和汗水设计建造的地
月信息联通的“天梯”。

“鹊桥”虽然只有400多公斤重，但它
是中国第一次应用于深空探测重大任务
的小卫星。专家们坦言，这次任务周期
长、难度大、风险高，卫星的飞行轨道也与
众不同。

吴伟仁说，1772年，法国数学家拉格
朗日推算出，一个小物体在两大物体的引
力作用下，小物体相对于它们基本保持静
止的空间点有5个，即拉格朗日点，又称为
平动点，分别为L1、L2、L3、L4、L5。其中，
L1、L2点在两个天体的连线上。

“鹊桥”正是要围绕地月L2点的使命
轨道飞行。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
四号探测器系统项目执行总监、副总设计
师张熇透露，在去往地月L2点使命轨道的
途中，“鹊桥”需要多次进行中途修正，要
完成全部使命还需“过五关斩六将”。

最关键的一次是近月制动的变轨，中
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鹊桥”号中继星项
目经理张立华将它形象地称为，在距月面
100公里高度时给卫星“踩一脚刹车”。这
次变轨的窗口时间很短，且只有一次机
会。如果没按计划完成好“刹车”动作，

“鹊桥”很可能从此飞离预定轨道，因为这
颗小卫星携带的推进剂不足以让它重新
进入预定轨道。

此外，“鹊桥”采用的伞状大通信天线
由于是首次使用，其性能表现需要经受在
轨实际检验，而远距离通信也是一大难
点。张立华说，地球上的通信卫星通常是
在距地面 3万多公里的地球同步轨道运
行，“鹊桥”距离月面距离远了1倍多，有7
万多公里，这都对这颗中继星实现与嫦娥

四号着陆器和巡视器稳定可靠的通信提
出挑战。

“‘鹊桥’是颗小卫星，研制时间只有2
年半，但作为嫦娥四号任务的重要组成部
分，它的技术状态比较新，设计寿命达 3
年，而且质量要求非常严格，整个卫星的
地面加电测试时间超过1300个小时。”张
立华说。

“鹊桥”携带一大一小2个相机，小的
专门观察卫星天线的展开情况，大的可以
给月球和地球拍合影。

张立华表示，在确保完成通信中继保
障使命的同时，“鹊桥”也拉开了探月国际
合作的新序幕。“鹊桥”携带了由荷兰研制
的低频射电探测仪，未来将开展在轨科学
探测试验。

这个低频射电探测仪可以聆听低频
的宇宙之声，这些宇宙之声携带着宇宙
大爆炸后几亿年时间里的蛛丝马迹，那
时正是氢气云孕育第一代恒星的宇宙黑
暗时代。专家称，这一科学探测将等嫦娥
四号探测器完成主要任务之后，再继续展
开研究。

中国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嫦娥四号探
测器总设计师孙泽洲说，10多年前，中国
人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发射嫦娥一号
的，如今我们的探月任务也为更多国家创
造了科学探索的平台。今年，嫦娥四号也
将搭载来自德国和瑞典的科研载荷登陆
月球背面。中国在月球探测的国际合作
中，变得更加自信、主动，合作水平又上了
新台阶。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王婧

夏天来了，万物生长，花卉市场也开
始热闹起来。各种品类的绿植、盆栽受到
人们的喜爱，其中多肉植物凭借其“胖嘟
嘟”“萌萌哒”的外观迅速蹿红。据介绍，
多肉植物是指植物营养器官的某一部分
具有发达的薄壁组织用以贮藏水分，在外
形上显得“肥厚多汁”的一类植物。

然而，我们千万不可被多肉植物
“萌”骗，多肉植物并不像大家想象的那
样“单纯”，部分多肉植物里含有毒素，
可能会对人体造成伤害。那么，哪些常
见的多肉植物是有毒的呢？有毒多肉
植物会对人体造成何种伤害？我们该
如何选择安全的多肉植物呢？

据介绍，多肉植物有毒主要指其汁
液中含有毒素。因此我们要尽量避免让
多肉的汁液接触到皮肤和眼睛，也不要
随便食用。据报道，景天科奇峰锦属和
大戟科大多数品种的叶片中都含有毒汁
液，超过一半的奇峰锦属物种已被确定
含有蟾蜍毒液和胆汁酸等毒素，主要作
用于肌肉和神经，摄入过量会出现剧烈
呕吐、腹痛、腹泻、心律失常等症状，严重
者在发病后数小时可导致死亡。

常见的有毒多肉植物有以下几类：
麒麟掌（大戟科）：茎叶中的白色汁

液会令皮肤出现红肿、瘙痒等过敏症状。
龙骨（大戟科）：皮肤若接触白色汁

液，可能出现过敏症状，尤其不可以使之
接触破溃处和眼睛。

玉树（景天科）：枝叶均含大量的大戟
脂素，人体接触其汁液，会引起皮肤红肿、
疼痛、起泡，若不慎溅入眼内可致失明。

除此之外，从海外非法代购多肉植
物的行为也存在巨大安全隐患。进口
多肉植物很有可能携带病毒，并存在传
带植物疫情的风险，建议大家谨慎购
买。另外，多肉植物常常带有土壤，检
疫风险极大，检验检疫部门在以往截获
的多肉植物及其土壤中就曾检测出多
种真菌、线虫等有害生物。而且多肉植
物繁殖能力强，一旦扩散到自然环境
中，将会给我国农业、林业生产及生态
安全带来隐患。

因此，如果要从国外进口多肉植
物，需要经过检疫审批准许才能入境，
并出具输出国家或地区官方机构出具
的检疫证书。消费者购买进口多肉植
物时，应尽量选择有资质的正规商家，
如品牌园林公司通过严格检验检疫后
进口的多肉产品；如果要在网络平台上
购买，最好让商家出具相应的证书。

当心被这些
有毒多肉植物“萌”骗

厚度仅0.12毫米
我国再破超薄玻璃世界纪录

不久前，中国建材集团蚌埠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旗下企业
0.12毫米超薄电子触控玻璃成功下线，这是迄今为止，浮法技术
工业化生产的世界最薄玻璃纪录。

据介绍，这种薄如蝉翼的玻璃，不仅透光率高，而且韧性好，
被弯曲成环状也不会折断。近年来，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
产品逐步向轻薄化、智能化、高性能化方向发展，而实现轻薄化、
提升透光率、改善用户体验等任务主要由触控面板和显示面板来
担当，作为面板上游关键原材料产品——超薄玻璃基板，就要用
超薄玻璃来生产。

2013年以前，1.1毫米以下超薄乃至极薄玻璃，技术和产品
一直被国外垄断，所有超薄电子玻璃都需进口。从2013年开始，
蚌埠中建材信息显示材料有限公司依托玻璃工业设计研究院的
技术支撑，全力攻关超薄玻璃，10个月内完成了0.3毫米至1.1毫
米超薄浮法电子玻璃全系列的成功生产，创造国内外同类超薄浮
法电子玻璃生产线系列良品下线速度的新纪录。此后，在2014
年、2015年、2016年，每年上一个台阶，从0.3毫米到0.2毫米，再
到0.15毫米，不断打破超薄浮法电子玻璃最薄纪录。 （孙振）

“鹊桥”搭“天梯”
人类迈出航天器月背登陆第一步

有了中继星的辅助，嫦娥四号登陆后，将在月背开展一系列科学探测与研究。 （合成图）

（本版配图均源自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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