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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民族复兴·英雄烈士谱

图为顾正红烈士像（资料照片）。
新华社发

新华社南京4月18日电（记者邱冰清）
坐北朝南的农舍，泥墙草屋，木质门窗。屋

内为数不多的家当里，磨、对臼、刀架、水缸

等农具占了大部分。这是江苏盐城滨海县

正红镇正红村的顾正红烈士故居，老房子、

老物件都在静静诉说着顾正红的过去。

1925年 5月 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反帝

爱国运动像火山一样燃遍整个上海，席卷全

中国。而共产党员顾正红的壮烈牺牲，正是

这场运动的导火线。

顾正红，1905 年出生在江苏阜宁（今属

滨海）一个贫苦农家。幼时挖野菜、割牛草，

青黄不接时讨过饭。1921年家乡遇水灾，顾

正红随母亲到上海，找到在一家小油厂做工

的父亲，一家人在沪西一个贫民窟里住下。

顾正红曾在上海日商内外棉九厂、七厂

当过工人。外国资本家对中国工人经济上

的榨取、肉体上的摧残、政治上的压迫、精神

上的折磨，在顾正红心里留下了深深的烙

印。1924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创

办的工人夜校和沪西工友俱乐部，并很快成

为俱乐部积极分子。

1925年 2月，上海 22家日商纱厂工人先

后举行罢工，顾正红参加了工人纠察队和罢

工鼓动队，积极投身运动。就在这场斗争

中，他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为应对不断高涨的工人运动，1925 年 5

月 15 日，日本资本家宣布内外棉七厂停工，

不准工人进场。顾正红率领工人冲进工厂

要求复工和发工资，高呼“反对东洋人压迫

工人！”

日本大班凶狠地朝顾正红开枪，子弹击

中他的小腿，他忍着伤痛振臂高呼：“工友

们，大家团结起来，斗争到底！”敌人再次开

枪，击中他的小腹，他紧紧抓住身旁一棵小

树，顽强挺立。刽子手又向他连开两枪，用

刀猛砍其头部。顾正红，这位工人阶级的先

锋战士、年轻的共产党员，在反帝爱国斗争

中，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献出了自己宝贵的

生命。

在正红村，顾正红的事迹影响着一代又

一代的人。顾正红的后人顾明兄告诉记者，

他就是听着顾正红的故事长大的。故事里

顾正红的父亲总对子女强调，做人要正直勇

敢，淡泊名利。“我们顾氏家族一直也把这句

话当做我们的祖训传承至今。”顾明兄说。

距离顾正红离世已经有九十余年的时

间，家乡的人民不曾忘记他。上世纪 70 年

代，原正红人民公社在草屋东侧新建两间砖

瓦房给烈士母亲居住。其母离世后，顾氏家

族都将看护其故居视为己任。近年来，由于

雨水冲刷等原因，故居的泥土墙墙体破损、

剥落，各级政府对故居进行 6 次修缮，花费

40余万元。正红村村支部副书记樊虎说，村

里每周会有固定人员去进行打扫、维护。

顾正红为民谋福祉，不惜牺牲自己的生

命，这种精神深深感染着当地的百姓，当地

村委和学校定期开展主题活动，学习烈士精

神，让红色基因代代传承。作为“江苏省青

少年德育教育基地”“盐城市爱国主义教育

基地”，故居也常常迎来祭拜烈士的人们。

樊虎说：“我们就是要学习顾正红烈士勇往

直前的魄力，将胜利看淡，将苦难看轻。”

在五卅运动中永生——顾正红

国际社会公认，当前气候变化主要是由

CO2浓度升高造成的。而减缓 CO2浓度升高

的主要途径一是节能减排，二是调节自然生

态系统固碳。前者效果明显，而后者的作用

依然在探索之中。中国科学家通过 5 年持续

观察研究得出结论：中国陆地生态系统在

2001 年—2010 年期间平均年固碳 2.01 亿吨，

相当于抵消了同期中国化石燃料碳排放量的

14.1％。《美国科学院院刊》以专辑形式发表

了该项目的 7 篇研究论文。

当今世界范围最大的
野外调查项目

陆地生态系统可以通过植被的光合作用

吸收大气中的大量 CO2。利用陆地生态系统

固碳，是减缓大气 CO2 浓度升高最为经济可

行和环境友好的途径。2011 年初，中科院启

动了“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

题”专项，下设“生态系统固碳”研究，力图通

过对中国各类生态系统的碳储量和固碳能力

进行系统调查和观测，揭示中国陆地生态系

统碳收支特征、时空分布规律以及国家政策

的固碳效应。

项目首席科学家之一方精云院士说，来

自中科院及高校、部委所属 35 个研究院所的

350多名科研人员，按照专项统一的实验设计

和调查方法，系统调查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

（森林、草地、灌丛、农田）碳储量及其分布，调

查样方 17000多个、累计采集各类植物和土壤

样品超过 60万份。“这是当今世界范围最大的

野外调查项目，为研究中国植被生产力、碳收

支以及生物多样性的宏观格局提供了大量野

外实测数据，也为我国国土资源规划、保护与

利用等提供了重要的本底数据。”

生态工程和秸秆还田
均固碳

自 2015 年开始，科研人员创新科研组

织模式、打破课题间壁垒、实现数据完全共

享，在凝练出若干个重大科学问题的基础

上，对所有采集数据，统一汇总整理，统一

控制数据质量、统一数据挖掘，从多个层面

系统深入地分析了中国陆地生态系统碳源

汇特征、驱动因素以及相应的生态系统功

能，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性重大成果。

中国科学家的代表性成果包括：1.中国

陆地生态系统在过去几十年一直扮演着重要

的碳汇角色。在 2001 年—2010 年期间，陆地

生态系统年均固碳 2.01 亿吨，相当于抵消了

同期中国化石燃料碳排放量的 14.1％；其中，

中国森林生态系统是固碳主体，贡献了约

80％的固碳量，而农田和灌丛生态系统分别

贡献了 12％和 8％的固碳量，草地生态系统的

碳收支基本处于平衡状态；2.首次在国家尺度

上通过直接证据证明人类有效干预能提高陆

地生态系统的固碳能力。例如，我国重大生态

工程（天然林保护工程、退耕还林工程、退耕还

草工程，以及长江和珠江防护林工程等）和秸

秆还田管理措施的实施，分别贡献了中国陆地

生态系统固碳总量的 36.8％（7400 万吨）和

9.9％（2000万吨）；3.首次在国家尺度上开展了

群落层次的植物化学计量学研究，验证了生

态系统生产力与植物养分储量间的正相关关

系，揭示了植物氮磷元素的生产效率；4.首次

揭示了生物多样性与生态系统生产力和土壤

碳储量之间的相关关系，证实了增加生物多

样性不仅能提高生态系统的生产力，而且可

以增加土壤的碳储量。

审稿人对成果高度评价

对于中国科学家的论文，美国科学院院

士 InderM. Verma 认为：“该专辑主题不仅在

科学上，而且在社会领域都非常重要，应该会

在世界上引起广泛的兴趣和产生重大的影

响。”“论文为证实生态恢复工程对中国碳汇

的影响方面作出了重要贡献。”

另一位审稿人指出：“该研究非常重要。

论文提供的翔实、独特的数据库将有助于地

理学家、生物地球化学家、植物生态学家、生

态生理学家、模型学家在大尺度范围上验证

一些以往在小尺度上得到的假说。”

有国内专家指出，这项研究成果也从科学

角度有力地宣示了中国在生态文明建设中的

成就，不仅提供了人类干预促进生态系统碳吸

收的新见解，也为其他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可借

鉴的经验。 （科技日报北京4月18日电）

《美国科学院院刊》在线发表中国 7篇论文，成果表明——

生态系统可抵消部分化石燃料碳排放
本报记者 李大庆

近年来，江苏省宿迁市中扬镇发
挥当地专业合作社的带动作用，发展
特色水产养殖项目，进行万亩浅水藕
套养小龙虾，采取“合作社＋基地＋农
户”模式，亩均年收益超过6000元，成
为富民增收、精准扶贫的特色产业，带
动当地1200余户农民增收致富。

图为4月18日，在江苏省宿迁市
中扬镇永周荷塘种植合作社，当地村
民展示收获的小龙虾。

新华社记者 李博摄

藕“遇”小龙虾
富民大产业

科技日报北京4月18日电（记者过国忠）18

日科技日报记者从北京化工大学、江苏博砚电子

科技有限公司联合召开的国家重点研发与产业

化项目推进会上获悉，我国LCD制造用高端超

纯材料的关键技术取得重大突破，并已在宜兴建

成国内首条年产1000吨黑色光阻示范生产线。

这意味着，长期受国外垄断的微电子高端材料开

始走向国产化，并为我国微电子及相关产业走出

依赖“困境”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微电子产业是我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

也是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但是，在这

个领域的核心技术、关键装备与材料是我国产

业的短腿，长期受到欧美、日本等国家和地区

的垄断与封锁。江苏博砚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董事长宗健说：“有资料显示，2017年我国进口

芯片花费 2072 亿美元。从材料来说，目前国

内自我供给仅占总需求的10%左右。”

北京化工大学理学院院长聂俊介绍，该

校主持承担的“微电子加工用高端超纯化学

品”是国家重点研发与产业化项目，自去年启

动以来，通过产学研合作，突破了微电子加工

用高端电子化学品超纯化处理技术瓶颈，实

现微电子加工用高感度光引发剂和弱碱显影

树脂的结构设计及超纯化规模制备，并将在

国内建成超纯三甲基铝（7N 级）、纳米色浆、

光阻材料生产线、建立光阻材料的性能评价

平台，实现从原材料至最终产品的自主配套。

微电子用高端化学材料不再完全依赖进口

国内首条年产1000吨黑色光阻示范生产线建成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8日电 （记者瞿剑
雍黎）中国石化与重庆市政府 18 日联合为涪

陵页岩气田百亿方产能基地揭牌，标志着我

国首个大型页岩气田——涪陵页岩气田如期

建成 100亿方/年产能。

中国石化副总经理焦方正介绍，截至目

前，涪陵页岩气田累计产气突破 170 亿方，销

气达 165 亿方。2017 年，该气田日销售页岩

气最高达 1670万方，每天可满足 3340万户居

民的生活用气需求。他表示，该气田不但建

成第一个国家级页岩气示范区，也为全球页

岩气开发提供了中国样本。目前中国石化已

形成五大技术体系、近百项技术标准，是我国

页岩气勘探开发理论创新、技术创新、管理创

新的先行者。

据 悉 ，2014 年 、2015 年 、2017 年 ，经 国

土资源部分别评审认定，涪陵页岩气田累

计探明储量达 6008 亿方，成为全球除北美

之外最大的页岩气田。2015 年，涪陵页岩

气田顺利完成一期 50 亿方/年产能建设目

标 ；2017 年 ，如 期 建 成 100 亿 方/年 产 能 的

大气田。

涪陵页岩气田实现年产百亿方目标

当地时间 4 月 17 日，叙利亚官方媒体

称，禁止化学武器组织的调查人员已进入

疑似“化武袭击地”杜马镇进行调查分析，

也可能对相关人员进行走访。就在几天

前，美英法三国对叙利亚发动空袭，依据是

此前叙政府军使用化学武器袭击无辜平

民。但随后，俄罗斯方面便表示所谓的化

武袭击是由“白头盔”组织自导自演的一场

闹剧。

科技日报记者了解到，“白头盔”是西

方媒体的宠儿，美国《时代》周刊曾把“白头

盔”选作封面人物。然而，关于“白头盔”国

际社会早有质疑，尤其在以他们为主角的

纪录片《白盔》获得第 89 届奥斯卡金像奖

最佳纪录短片之后。

军事研究员兰顺正告诉记者：“‘白头

盔’的总部在英国考文垂，从其近年来的行

事来判断，他们应该是有西方大国政治背

景的。从很多媒体的报道看，他们的很多

行动应该是有大国授意的，说他们是政治

‘工具’、宣传‘喉舌’并不为过。”

资料显示，“白头盔”成立于 2013 年

初，是叙利亚内战期间活跃起来的“非政府

志愿组织”，全名为“叙利亚民防组织”，成

员约有 3000 人左右。因成员在救援活动

中 常 常 戴 着 白 色 头 盔 ，又 被 称 为“ 白 头

盔”。据称，其创始资金达到 1 亿美元，美

国国际开发署、英国政府、荷兰政府等都有

大量资金投入。

“近年来，‘白头盔’几乎每次发布的消

息都是对俄罗斯及叙利亚不利的，几乎所

有的化武袭击事件，都是他们第一个进行

调查，第一个报道出来。”兰顺正指出。

当地时间 2017 年 4 月 6 日，美国向叙

利亚一个军用机场发射数十枚导弹，以回

应此前的化武袭击事件。几天之后，在联

合国安理会叙利亚化学武器决议草案会议

上，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贾法里发言时明

确指出，西方对叙利亚政府的指责，都是来

源于“白头盔”这样的非官方组织，同时指

责其相关证据是伪造的。

被媒体广为质疑的是“白头盔”2016

年发布的一张小男孩奥姆兰在轰炸废墟前

坐着流血的照片。“白头盔”称奥姆兰刚刚

被他们从一场由叙利亚政府制造的炸弹袭

击中救出。这张令人心碎的照片被拿来作

为控诉叙利亚政府的证据，并广为传播。

然而，随后这张照片便被孩子的父亲证实

为摆拍作假。

就在此次空袭之前，伊朗媒体报道称

叙利亚政府军发现了一处“白头盔”组织的

“影视基地”。军方人员在现场发现了相机

和电影制作设备。政府军称这个基地是用

来拍摄类似于空袭和化学武器袭击等。

“很多西方媒体将‘白头盔’组织看作

是正义的化身，像天使一样，但是也存在质

疑声，主要就在于其伪造证据、背后有大国

身影，等等。”兰顺正介绍，“白头盔”导演一

场化武闹剧，在技术层面并不难。只要有

合适的由头，比如哪里发生了炮击或轰炸，

他们就会冲到现场，首先大喊“有化武袭

击”煽动百姓。然后找一些妇女和孩子，往

他们身上泼些水，洒点空气扩散剂，等等。

大多数是采取这样的做法。

当地时间 4 月 14 日 CNN 新闻中，有

记者进入叙利亚杜马镇的难民营中进行采

访时，凑近孩子的书包闻了闻之后眉头紧

锁，挥手扇了几下后对着镜头说：“显然能

闻到很刺鼻的气味。”而这篇报道也被媒体

大量转载。难怪叙利亚驻联合国大使在发

言时讽刺地说，“白头盔”爆出的化学武器

从来都不去攻击手里有武器的人，只盯着

女人和孩子攻击。

“实际上，战争中的救助机构早就存在

了。整体来说，这些组织在很多领域发挥

了积极的作用，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认

可。然而，有部分组织受到相关国家资助

和影响的可能性也非常大。”兰顺正表示，

“对灾难中的普通民众来说，这样的组织当

然是正义的化身，越多越好。但其中，不可

避免会有一些不良现象存在。对于旁观者

的我们在看待此类事件时，还是要能独立

思考，具备自己的辨别力，不要轻易被舆论

左右。”

（科技日报北京4月18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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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8日电 （记者陈
瑜）先进的科技手段“牵手”水下考古。“探

索一号”科考船 18日从海南三亚启程，前往

西沙群岛北礁海域执行我国首次深海考古

调查。本次调查个别潜次下潜深度或将超

过千米，即我国以往水下考古工作的深海

“空白区”。这是记者从中国科学院深海科

学与工程研究所（以下简称深海所）获悉的。

据了解，本次深海考古调查计划安排

6 个潜次，每个潜次作业时间 6 至 8 小时。

6名水下考古工作者将搭乘 4500米级载人

深潜器“深海勇士”号，对西沙群岛北礁区

域进行考古调查，主要工作深度为 50米至

200 米左右，根据工作需要，个别潜次深度

将达到 400米至 1000米。

目前我国水下考古缺乏深海领域工作

经验，工作大多集中在 40米以浅海域。此

次调查是我国水下考古深海作业的初次尝

试和探索，也是我国载人深潜技术首次应

用于考古工作，对我国水下文化遗产保护

工作意义重大。

深海所首席科学家彭晓彤认为，从未

到达过的水下深度以及 6 到 8 小时的连续

工作时长，考古工作者面临的最大挑战是

心理素质。

2017 年 9 月 ，国 家 文 物 局 水 下 文 化

遗产保护中心与深海所签订合作框架协

议，并于今年 1 月成立“深海考古联合实

验室”，致力于推动我国深海考古事业的

发展。

我载人深潜技术首次“牵手”考古

科技日报北京 4月 18日电 （记者李
禾）随着我国大气治理的逐步深入，清洁

空气技术市场飞速发展。中关村创蓝清

洁空气产业联盟主任解洪兴 4 月 18 日在

接受科技日报记者专访时说，如果 2030

年全国所有城市都能实现空气质量达标，

那将会创造一个超过 20 万亿元的市场空

间，我国将成为全球最大的清洁空气技术

需求市场。

由清洁空气创新中心、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等共同完成的《2030 清

洁空气市场展望报告》，首次系统剖析了未

来经济发展与重点行业市场机遇。即到

2030 年，新能源汽车和移动源排放控制、

环境监测的市场将分别超过 14 万亿元、2

万亿元和 1300 亿元，室内空气污染防治将

带来 1.7 万亿元市场；燃煤、工业源 VOCs

污染防治将分别产生超 1 万亿元、近 8000

亿元的市场空间。

自 2013 年“大气十条”发布以来，我国

部分城市的 PM2.5 浓度降幅达到甚至超过

30%。《2030 清洁空气市场展望报告》建立

了以空气质量改善目标为约束的经济发展

模型，预测到 2030 年，我国第三产业占比

将超过 60%，煤炭占总能耗比重低于 42%，

清洁能源占总能耗比例达 22%，新能源汽

车年销量或超 1500 万辆，这些变化会带来

巨大的温室气体减排效应等。

“清洁空气市场将成为我国经济增长

的新动力。”中国环境科学研究院研究员高

健说，“该报告基于详实的调研数据和科学

的统计方案，展现了未来我国大气污染防

治市场的巨大空间，以及多个细分领域的

容量和前景。”

市场空间超 20万亿

全球最大清洁空气技术市场有望建成

(上接第一版)
SMEE最好的光刻机，包含 13个分系统，3

万个机械件，200 多个传感器，每一个都要稳

定。像欧洲冠军杯决赛，任何一个人发挥失常

就要输球。

图纸不是关键

2002年 SMEE成立，是中国政府为了填补

光刻机空白而立项。贺荣明去德国考察时，有

工程师告诉他：“给你们全套图纸，也做不出

来。”贺荣明几年后理解了这句话。

并不是说图纸不重要，贺荣明说，如何将

系统的误差分配到子系统，设计有高下之分。

但顶级光刻机也需要细节上的技术洁癖。“一根

光纤，一行软件编码，一个小动作，如果不兢兢

业业做好，整个系统就不优秀。”贺荣明说。

“发展光刻机，需要高素质的人群。所以

我们做来做去，做最多的是培养人，改变人。”

贺荣明说，这需要他们用五十年一百年的长远

眼光去做事情，而不是期望几个月解决问题。

如今 SMEE 每年增加数百项专利，活得

很好，以中低端市场支持高端研发。而国际

巨头仍在前进，发展浸没式光刻机（光在水中

波长更短）、磁悬浮驱动（减少工作面震动）、

反射镜代替透镜技术、真空腔体的极紫外光学

系统…… （科技日报北京4月18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