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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现科技自立自强的初心使命

在中国科技馆举行的“百年韶华 科普为民——
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百年科普展”中，一幅小孩撒尿
的示意图引来参观者驻足。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
挺说，这幅图产生于抗战年代，用来给战士们普及子
弹飞行的抛物线原理，以提高军队的战斗力。

从土地革命时期苏维埃政府翻印的 《工农学
校读本》，到 1949 年新中国刚成立文化部就设立

“科学普及局”；从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唤“科
学的春天”，到如今颁布世界首部 《科普法》、全
民科学素质指标超过 10%……科普展上的每一件
展品和故事，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以科技自立自
强的初心使命。

“在波澜壮阔的100年里，‘科学’对中国的发
展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王挺说。

从新中国成立初期连火柴、铁钉都要依靠进
口，到量子通信、人工智能、5G 等世界领先，再
到“神舟”遨游太空、“祝融”探测火星、“天宫”
空间站建造、“蛟龙”入海，中国正在走向高水平
科技自立自强——全国科普日期间，各地通过举办
主题活动，展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科技
实力和创新能力跨越式提升的光辉历程。

北京科学中心“信仰的高光”——科学家精神
主题展在全国科普日期间举行。展览讲述了“奋斗
的桥”茅以升、“追光者”王大珩、“糖丸爷爷”顾
方舟、“书生校长”陈佳洱等老一辈科学家潜心研
究、为国奉献的故事，并展示了100名老科学家的
入党申请书、入党志愿书等材料，反映了科学家热
爱祖国、无私奉献的家国情怀。

在吉林省科技馆，大量珍贵的史料首次在展
览中与公众见面，包括“黄土之父”刘东生的地
质考察笔记，著名数学家吴文俊在 1977 年首次手
算、验证“吴方法”的部分手稿等展品，讲述了
不同历史时期科技工作者创新奋斗、科学报国的
动人篇章。

激励青少年爱科学、用科学

“在火星上迷路了怎么办？”在北京科学中心
“小球大世界”展区，一场有趣的科学小课堂正在
进行。空中的“地球”缓缓转动，满天“星辉”在
头顶环绕——坐在屋内，有种置身银河的梦幻感。

在老师的带领下，十几名小朋友开启了一段与火星
相关的探索之旅。

全国科普日活动期间，北京科学中心在“小球
大世界”展区举行了多场以火星为主题的课程、讲
座，吸引了不少对火星探测求知若渴的青少年听
众。主持讲座的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研究员郑永
春说，希望通过这样的科普活动，激励青少年爱科
学、用科学，鼓励他们在未来加入火星探测和行星
科学研究，为国家科技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中国空间站建设、嫦娥探月工程、火星探测进
展是公众关注的热点话题，自然也是全国科普日的
必备内容。

上海在全国科普日期间举行了“天地之间 科
学筑梦”科学与艺术对话专场活动。探月工程嫦娥
五号、嫦娥六号探测器系统副总设计师查学雷、北
京大学地球与空间科学学院教授焦维新等专家与当
地民众面对面。查学雷在对话中引用了苏联宇航先
驱康斯坦丁·齐奥尔科夫斯基的话说，地球是人类
的摇篮，但人类不可能永远活在摇篮里，激励年轻
人志存高远、拥抱星辰大海。

在中国科技馆内，以中国空间站“天和”核心
舱 1∶1 实物验证件为代表的大国重器吸引了很多
观众前来“打卡”。日前，由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
公室与中国科技馆联合打造的中国空间站科创体验
基地正式启用，以激发公众特别是青少年探索宇宙
的好奇心。全国科普日期间，航天员和工作人员来
到科技馆内，向大小观众介绍航天员在空间站中的
工作和生活细节。

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战略目标

2020年9月，中国在第七十五届联合国大会提
出了“碳达峰、碳中和”的庄严承诺。在全国科普
日期间，理解“碳达峰、碳中和”目标、追求低碳
生活的相关活动丰富多彩。

中国科技馆举行了以“中国承诺 大国担当——
‘30·60’碳达峰碳中和”为主题的专题展览。展览设
置了“黑色·困局”“红色·觉醒”“绿色·行动”3个主题
展区，引导公众深入思考气候变化带来的危机与挑
战，理解“碳达峰、碳中和”的深刻内涵和重大意义，
践行简约适度、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助力“碳达峰、
碳中和”战略目标实现。

浙江省举行了“碳达峰、碳中和”主题市集，
参观者可以阅读低碳书籍、动手太阳能玩具、体验

垃圾分类游戏，学习低碳的生活方式。
距离2022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不到150天的时

间，北京科学中心在户外活动区举办了“科技冬
奥”主题展，展示了为冬奥项目保驾护航的科技亮
点，详解科技元素在训练、运动装备以及体育场馆
的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如 3360 块曲面玻璃拼
成的“冰丝带”、世界最环保的制冰技术、单层双
向正交马鞍形索网屋面体育馆、“水立方”变身

“冰立方”、场馆内除湿送风系统等。同时，展览还
设置了“体验冬奥”区域，很多家长带着孩子来此
体验冰壶、旱地滑雪、仿真雪地等项目，在游玩中
了解科技冬奥的知识。

致力于提升全民族科学素质

从2010年的3.27%到2020年的10.56%，中国公
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在 10 年间显著提升。按照
国际标准，公民具备科学素质比例迈入 10%大关，
是一个国家进入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标准。

根据中国于今年6月公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计划纲要 （2021-2035 年）》，到 2025 年，中国
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要超过15%，各地区、各
人群科学素质发展不均衡明显改善。2035年，这一
比例将达到25%。

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近年来，中国大力发展科普基础设施，发展壮大科
普人才队伍，持续增加科普投入，全民科学素质行
动取得显著成效。今年的全国科普日活动更加突出
弘扬科学精神、科学家精神、志愿精神，激发科学
梦想，营造创新氛围，为提升公民科学素质、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汇聚众志。

王挺表示，中国显著提升的公民科学素质，为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发挥了重
要作用。新时代的科普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知识普
及，更需要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倡导科
学方法，提高人们应用科学去认识问题、解决问题
的能力。

中国科学院院士、复旦大学电磁波信息科学
教育部重点实验室主任金亚秋说，全社会的科学
普及有助于提升整个民族的科学文化素质。如
今，中国正在掀起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
如果民众都能理解和使用新一轮科技革命带来的
技术理念和成果，中国的发展就会有更强大的向
上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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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建党百年的科技成就、感受低碳生活的潮流趋势、领略科技冬奥的最新
成果、聆听院士专家的真知灼见……9月11日至17日，以“百年再出发，迈向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主题的2021年全国科普日活动在全国各地举行。公众
在这场线上线下结合的科普盛宴中，领略科技魅力、感受科学精神。

近日，2021世界机器人大会在北京举行。大会按照“3+C”体系布局：“3”是工业机器人、服务机器人、特种机器人三
大展区，“C”是创新展区，重点展示机器人本体、关键零部件、产业链上下游及关联领域尖端成果和首发新品，110余家企
业和科研机构携500多款产品参展。图为服务机器人在跳舞。 新华社记者 任 超摄

机器人扮靓新生活机器人扮靓新生活

9月14日，水星迎来今年第三次东大距。作为距离太阳最近的行星，水
星在太阳系八大行星中个头最小。到目前为止，人类在水星上已命名了近
500个地貌，其中20多个来自中国。

据中科院紫金山天文台科普主管王科超介绍，水星和其他类地行星一
样，拥有硅酸盐壳幔和金属核。但它在内部结构上“皮薄馅大”，具有巨大
铁核，表面成分富含硫、碳，贫铁。探测水星有助于帮助科学家认识太阳系
的起源、行星的形成演化以及星球宜居性等问题。为了便于科研和制图，科
学家还会为各种特征地貌取上朗朗上口的名字。

“理论上，任何人都可以提交水星地貌命名申请。提交名称需遵循简
洁明晰、无害性、不重复原则，并且考虑文化多样性和国家均衡。”王科
超说，根据国际天文学联合会规则，命名某个地貌时应基于科学研究需
求，否则不予考虑；对尺度小于 100 米的地貌，除非有特殊科学意义，一
般不予命名。

为了保证充足的名称来源，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为不同行星和卫星建立
了独立的命名系统。比如同为撞击坑，在水星上主要以已故的艺术家和文
学家的名字命名。王科超说，迄今为止，以中国人名命名的水星撞击坑有
21个，这些名字中，有李白、杜甫等古代名人，也有鲁迅、齐白石等现代
名家。

这21个中国名字的主人有着各自精彩的故事，由他们的姓名命名的水
星地貌也各有其特点。赵孟頫是元代知名书画家，以他的名字命名的撞击坑
位于水星南极，直径约 140 公里。“赵孟頫撞击坑是水星两极所有撞击坑
中，雷达高回波信号区域最大的一个，显示拥有大量水冰，这里可能是未来
水星水冰探测的最好去处。”王科超说。

水星上也存在大量的“年轻”撞击坑，它们的特征之一便是拥有醒目
的辐射纹。这些辐射纹是高速撞击形成的，因反照率高而显得明亮，但随
着时间流逝会因空间风化而逐渐变暗并消失。萧照是南宋著名的宫廷画
师，以他的名字命名的
萧照撞击坑位于水星赤
道附近，直径较小，仅
24 公里。然而它具有壮
观的辐射纹，展布远大
于撞击坑的实际直径。

“随着我国科技实力
的逐步增强，相信会有
越来越多的国内科学家
将目光投向这颗离太阳
最近的行星，为人类探
索水星奥秘贡献中国力
量，让更多来自中华文
明的名字‘镌刻’在水
星上。”王科超说。

（据新华社电 记 者
朱 筱 邱冰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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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朋友在中国科技馆学习科学常识。
翁奇羽摄 （人民视觉）

小朋友在中国科技馆学习科学常识小朋友在中国科技馆学习科学常识。。
翁奇羽翁奇羽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北京科学中心北京科学中心““科技冬奥科技冬奥””主题展主题展。。
本报记者本报记者 刘刘 峣峣摄摄

家长和孩子在甘肃省张掖市科
技馆观察力学原理展示。

王 将摄 （人民视觉）

家长和孩子在甘肃省张掖市科家长和孩子在甘肃省张掖市科
技馆观察力学技馆观察力学原理展示原理展示。。

王王 将将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湖南湖南邵阳邵阳隆回县隆回县城西学校城西学校学生在体学生在体
验科普展品验科普展品。。 曾曾 勇勇摄摄 （（人民视觉人民视觉））

新华社新华社发发

据新华社合肥9月15日电 （记者
徐海涛） 轻似海绵，弹性伸缩如弹簧，
可耐从-100℃到350℃的极端温度……
近期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俞书宏院士团
队受人类“足弓”和“弓弩”等结构启发，
研制出一种微结构如煎饼果子里的“薄
脆”、名为“碳弹簧”的新型碳材料，被
认为是制造智能磁性和振动传感器的
理想材料，有望用于外太空探测。

碳以多种形式存在于地球，天然
碳材料“刚而不柔”，优点是轻、硬、

耐高温，缺点是脆。为了让多孔碳
“刚柔并济”，俞书宏团队巧妙借鉴人
类“足弓”结构。俞书宏介绍，近期
他们用双向冰模板技术，构筑出一种
由“微拱结构”堆叠成的多孔碳材料。

经 检 测 ， 这 种 新 材 料 柔 韧 性 极
佳，被拉长至 1.2 倍或压缩至 1/5，仍
可回弹复原，还可耐受从-100℃到
350℃的温度，实现远超天然碳材料的
超强性能。研究人员将其命名为“碳
弹簧”，并用它研制出新型磁性和振动

传感器，前者可探测到 0.4毫特斯拉的
微小磁场，后者可检测每秒 1000 次、
振幅 0.5%的高频微小振动，包括模拟
地震波。

“这两种传感器能在极温下工作，
使其应用于外太空探测成为可能。”中
科大副研究员高怀岭展望说，比如探
测地外星球的磁场强度、地壳运动、
地质结构等。

日前，国际知名学术期刊 《先进
材料》发表了该成果。

中国科学家研制有望用于外太空探测的“碳弹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