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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一览

■前沿

□本报记者 白莲

今年的5月30日是第4个全国科
技工作者日。科技强则国家强。提高
自主创新能力，激发创新活力，关键在
于科技人才。

在这个科技工作者的专属节日到
来之际，记者采访了坚守一线的普通科
技工作者，在他们的朋友圈里，写满了

“只争朝夕、不负韶华”的奋斗之歌。正
是无数像他们一样的基层科技工作者，
用小草般的韧劲儿，为创新型内蒙古建
设添砖加瓦，以实际行动谱写了新时代
的科技工作者之歌。

数控线上的技术“大拿”

清晨，中国航天科工六院359厂三
分厂一片繁忙，机床工作台前整齐的

“航天蓝”一字排开。作为三车间的一
名镗工，张富平在这个普通的“一”字里
排了近30年，用勤勉和创新不断刷新
着自己的成绩。

在最近的几次项目攻关中，张富平
定位准确、思路清晰，加工出的产品精
度让专家叫绝，称赞他的产品是“生产
线上的艺术品”。

“靠单一技能得不到长远发展，在
技能上要做一个多面手。”不管什么样
的产品加工问题，张富平都有兴趣钻研
一番。大型复杂不规则零件的螺纹加
工、孔加工，高精度同轴孔系的孔加工，
薄壁喷管支耳孔加工，以及复杂零件的
软件编程等，这都是张富平的技术绝招
儿。

“他总把目标设定在一个很难达到

的地方，然后不断去追寻，攻坚克难、精
益求精，用实际行动践行工匠精神。”车
间主任如是说。

为了攻克“数控”难题，张富平利用
闲暇时间，迅速买来电脑、数控方面的
专业影像材料和书籍，叫上徒弟一起在
家上网听课，同时练习编程、设计工装。

去年，某型号零部件因工艺更新、
任务量增加，普通机床设备难以保证加
工精度和进度，数控加工迫在眉睫。张
富平一头扎进车间，从早到晚在数控机
床上进行模拟试验，终于在腊月二十九
顺利加工出第一个产品零部件。数控
攻关不仅使工作效率提高了5倍，同时
生产合格率达到100％，有效保障了型
号的批量生产。

产品的精度就是人生的精度。经
过不懈努力，张富平把在普通设备上加
工的产品全部实现数控化加工，缩短加
工周期的同时也提高了产能，为企业创
造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成为数控线上令
人惊叹的“多面手”。

“现在，普通车床上的产品能全部
实现数控化，我很高兴没让厂里的钱白
花！”张富平被聘为高级技师的评审会
上，他并没有向评委诉说实现产品数控
化的艰辛过程，朴实的一句话感动了在
场的所有评委。

豪华版科学“营养大餐”

“科技辅导员这个岗位大有可为，
科技教育和科学课，是偏远地区学生了
解世界的一扇窗口。”

在少数民族地区，科技教育算得上
是一个陌生名词。

有一次，春花组织了主题为“我爱

中国航天”的科技作品制作活动，由于
时间有限，原本并没有抱太大期望，但
最后同学们的作品却大大出乎了她的
意料。

孩子们充分发挥想象力，制作出了
独一无二的科技作品，有些火箭飞船船
身上绘制了精美的图画，还有的贴上了
独具民族特色的装饰品，这让春花感动
不已，也让她看到了科技教育的魅力与
希望。

作为赤峰市翁牛特旗乌丹蒙古族
小学一名优秀的科技辅导员，从教30
年来，春花培育了一批又一批少数民族
青少年走上科学探索之路。

没有场地，她把新校址的多媒体会
议室改造成了校园科技馆；没有教材，她
就一词一句地把汉语翻译成蒙文……
在她的带领下，学校积极开展各类青少
年科技教育活动，成为自治区唯一一所
航天特色的民族小学。

春花的科学实验课精彩奇妙，创新
理念独一无二，以她名字命名的“春花
科普工作室”为孩子们打开了全新的科
学视野。每周1到2节科技课的配置，
在民族学校当中也堪称“豪华”。

“就像我的名字一样，我希望自己
能播下科技教育的种子，让科学之花在
翁牛特旗，在整个内蒙古大草原上绽
放！”春花对未来充满信心。

山茶的1.0版本到全产业链时代

武川县德胜营村的山沟沟里，生长
着一种“塞外山茶”，它让这个闭塞、贫
穷的小山村近两年来远近闻名，也让科
技特派员朱林飞实现了他的双创梦。

山茶学名黄芩，是武川盛产的多年

生植物。然而，传统的黄芩茶制作工艺
一直走不出山沟沟，更谈不上创造效益。

“黄芩浑身都是宝，能不能从全产
业链条进行深挖，做出特色品牌的北方
茶，带动当地百姓脱贫致富？”

2012年，朱林飞创办了山茶合作
社，经过几年的探索实践，从野生黄芩
的驯化、育苗、种植、采摘、加工、杀青、
揉捻、检验、包装、销售等环节，不断总
结创新，形成了一整套山茶种植、加工、
销售和生产管理模式。接着，合作社建
立了山茶标准化加工厂，包括800平方
米生产厂房，一条加工流水线，原料库、
生产车间、包装间、化验室、成品存放库
等配套设施一应俱全。

为了提高黄芩种植收益，朱林飞在
种植方式上进行了创新，将原来的平地
种植改为高垄种植，有利于黄芩茶生
长、密植、节水，也便于田间管理，变一
年采摘1茬为2茬，产量和效益都翻了
一番。

经过几年的试验和创新，朱林飞带
领合作社先后开发出“纯叶山茶”“玫瑰
山茶”等3大系列40多个品种，并申请
注册了自己的商标，办理了QS认证，为
产品走出大山、走向市场奠定了基础。

现在，朱林飞又新建了另一条以花
茶为主的现代化生产线，生产流程也实
现了全透明化操作，并将厂区周围
100多亩山丘地流转到合作社。

谈到下一步的规划和发展，头脑灵
活的朱林飞说：“黄芩花开时，蓝盈盈的
特别好看，可以搞乡村旅游、婚纱摄影
和黄芩系列旅游纪念品开发。让贫困
户脱贫不是我的目标，带领他们致富才
是我的目标！” (配图由受访者提供)

他们勇于创新、刻苦钻研，是
“工匠精神”的完美化身，是制造强
国的坚实基础；他们挑起边疆地区
科学教育的大梁，为科技创新不断
增添发展动力；他们是农牧业高质
量发展、转型升级的主力军……

免疫力是人体自身的防御机制，
是人体识别和消灭外来侵入的任何
异物（病毒、细菌等），处理衰老、损
伤、死亡、变性的自身细胞，以及识别
和处理体内突变细胞和病毒感染细
胞的能力，是人体识别和排除“异己”
的生理反应。免疫力强，就相当于给
人体穿上了一件“防护服”。提高免
疫力有很多种方法，其中，“吃”首当
其冲。

北京市疾控中心营养与食品卫生
所提示大家，想要靠“吃”提高免疫力，
也是很有门道的。

提到重营养，不少人首先想到的

是鱼禽畜蛋奶，都是好蛋白，到我碗里
来！的确，优质蛋白质对增强抵抗力
非常重要，但还有一大类食物也不容
忽视。

这类食物品种繁多、色彩缤纷，富
含胡萝卜素、维生素C、B族维生素、
钙、铁等维生素、矿物质，与机体免疫
屏障的构成与维护，以及能否产生清
除病毒的特异性免疫功能密切相关。

此外，这类食物还含有丰富的膳
食纤维和很多不为人知的植物化学
物，在促进肠道蠕动、帮助肠道益生菌
增殖、抗炎、预防肿瘤等方面有独到之
处。这类食物就是——蔬菜！

蔬菜怎么吃，才算吃“到位”了
呢？专家表示：要多吃蔬菜，做到餐餐
有蔬菜、多选深色蔬菜。

第一步，保证蔬菜总量（每人每天
1斤菜），深色蔬菜占一半（每人每天
250克），并有适量菌藻类。

第二步，要做到品种多、颜色深。
每人每天蔬菜至少4种（含1种深绿色
叶菜、1种富含维生素C的蔬菜、1种其
他深色蔬菜），每周不少于10种。

第三步，早餐最少要有1种蔬菜，
至少50克。可以是单一蔬菜，例如炒
豆芽菜、杏仁菠菜、黄瓜、樱桃番茄、蒸
南瓜等，也可以把蔬菜加入主食，例如

疙瘩汤、热汤面、三明治、蔬菜卷饼、菜
团子等。

其次，中餐、晚餐至少各有不同的
2至3种蔬菜，蔬菜的量要占整个餐盘
的1/3。中餐最好能达到250克，晚餐
最好达到200克。

不同种类蔬菜的营养成分含量差
异大，多种蔬菜搭配着吃才更有营
养。深色蔬菜比浅色蔬菜含有更多的
胡萝卜素、B族维生素、钾、钙、植物化
学物等。此外，绿色叶菜、高钾低钠蔬
菜有利于降低Ⅱ型糖尿病、高血压等
慢性病的风险，要特别注意选购。

（李洁）

吃它吃它！！让免疫力变成防护服让免疫力变成防护服

有这样一支硬核队伍有这样一支硬核队伍

重磅

浙江大学团队通过细胞膜锚定分子在红细
胞表面构建三维凝胶网络，实现了“通用熊猫血”
的人工构建和安全输血。这项研究不久前发表
在《科学进展》杂志上。

据介绍，人的血型通常是由红细胞表面某些
可遗传的糖蛋白及糖链构成的抗原决定。截至
目前，像这样的血型系统已经被发现有超过30
种。Rh血型系统是已分类的红细胞血型系统中
最复杂的一类，如果红细胞表面含有D抗原，被
称为RhD阳性，反之则称为阴性。

RhD阴性非常少见，因此也被称为“熊猫
血”。“熊猫血”的人群数量很少，在临床输血中常
常供不应求，在紧急状况下能否及时得到“救命
血”成为关系到“熊猫血”受血者生命存亡的关键
因素。

浙江大学化学系唐睿康教授和浙江大学医
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转化医学研究院王本副教授
联合研究团队通过一层三维凝胶网络，将RhD
阳性的红细胞“伪装”成RhD阴性。

唐睿康说，从结构上来看，D抗原像钉子一
样插在红细胞中间，有一小部分像触角一样暴露
在外，容易在RhD阴性的人体内诱发人体免疫
反应，是Rh血型系统中产生抗体最多、反应最为
强烈的抗原。

科研团队在细胞膜上引入特殊设计的锚定分
子，用类磷脂分子复制出一根根“柱子”锚定在红细
胞膜表面，将复制了细胞膜最外层唾液酸分子材料
的三维凝胶网络均匀地构建在细胞表面，引入固定
酶分子并借助酶催化反应形成稳定的结构。有了
这样一层“伪装”，抗体就识别不出抗原了。

目前，“通用熊猫血”已经在小鼠体内实现了
安全的单次及多次输血，具有正常的体内循环时
间；同时也在兔子体内验证了RhD抗原的完全
掩蔽，且不具备免疫原性。 （据新华社电）

“伪装术”造出
“通用熊猫血”

◆ 2019 年全社会
研发支出达 2.17 万亿
元 ，占 GDP 比 重 为
2.19%；科技进步贡献
率 达 到 59.5% …… 近
日，科技部发布了我国
科技创新工作的最新
进展。世界知识产权
组 织（WIPO）评 估 显
示，我国创新指数位居
世界第14位，整体创新
能力大幅提升，创新型
国家建设取得新进展。

◆ 澳大利亚多种
巨型动物为何在4万年
前灭绝一直是个未解
之谜。澳研究人员日
前在英国《自然·通讯》
杂志网站上发表论文
说，导致巨型动物灭绝
最可能的原因是气候
变化，而非人类活动。

◆ 北京怀柔科学
城近日启动建设“怀柔
科仪谷”，聚焦高端科
学仪器投资、研发、设
计 、制 造 、展 示 和 交
易。根据规划，“怀柔
科仪谷”将于2025年基
本建成，到2030年具备
规模，成长为世界级的
科学仪器研发基地和
产业中心。

◆近日，长沙全面
开放试乘阿波罗自动
驾驶出租车，这是国内
第一个向公众开放的
自 动 驾 驶 出 租 车 服
务。虽然自动驾驶出
租车在长沙载客上路
仍属测试性质，但业内
认为，此举意味着自动
驾驶向规模化落地迈
出了重要一步。

◆近日，内蒙古科
协、内蒙古科技厅印发

《2020年服务科技经济
融合发展行动方案》，
旨在进一步发挥科技
系统人才智力和组织
网络优势，服务企业复
工复产、培育经济新增
长 点 、壮 大 发 展 新 动
能、打造“科创内蒙古”
服务品牌。

（本报综合媒体报道）

西藏芒康县纳西
民族乡加达村村民在
盐田里劳作。位于西
藏昌都市芒康县澜沧
江畔的古盐田，至今
仍保持最原始的手工
晒盐方式。据史料记
载，早在唐朝时期这
里就开始晒盐。盐田
在澜沧江两岸依山而
建，层层叠叠，错落有
致。

（据新华社电）

澜沧江畔
古盐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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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说

张富平利用自己编写的数控机床加
工程序生产航天产品。

学生们认真听春花老师的科技辅导
课程。

朱林飞在打理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