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0202 2016年3月1日 星期二要 闻 2020年11月30日 星期一2020年11月30日 星期一
责编：陈劲松 姜忠奇 邮箱：dieryw@sina.com责编：陈劲松 姜忠奇 邮箱：dieryw@sina.com

海南三亚，南山港。
28日 8时 30分许，一阵汽笛声响，创造了

10909米中国载人深潜新纪录的“奋斗者”号，
完成第二阶段海试，胜利返航。

1个多月时间，累计完成13次下潜，其中8
次突破万米。10909米的纪录，让人类在大深度
载人深潜领域有了新坐标。

海底1万米的世界，有多大魅力？

里程碑！
中国跻身深潜世界“排行榜”前列

你好，神秘的深海！
大洋之底，马里亚纳海沟，迎来“奋斗

者”号的无声问候。我国从此具有了进入世界
海洋最深处开展科学探索和研究的能力。

马里亚纳海沟被称为“地球第四极”，水压
高、完全黑暗，是地球上环境最恶劣的区域之
一，其最深处约 11000 米，相当于珠穆朗玛峰
叠加华山的海拔高度。

11月 10日清晨，载有 3名潜航员的“奋斗
者”号从“探索一号”母船机库缓缓推出，被
稳稳起吊布放入水，近4小时后，“奋斗者”号
成功坐底，下潜深度达 10909 米，创造了中国
载人深潜新纪录，达到世界领先水平。

从全球范围看，大深度载人深潜是一道很
难逾越的关口。

中国起步晚，却迎头赶上。
2012年，7000米级“蛟龙”号载人潜水器

问世，创造当时同类作业型载人潜水器下潜深
度7062米的世界纪录；2017年，4500米级“深
海勇士”号载人潜水器获得突破，实现“关键

技术自主化、关键设备国产化”。
攻关不停步，海洋科技必须自主自强。
作为科技部重点研发计划的一个核心研制

项目，“奋斗者”号实现了跨系统、跨单位、跨
部门的大团队合作。

不容易！
关键技术“护航”万米深潜

“奋斗者”号的特殊本领，可以用五个关键
词来概括。

——设计。
“奋斗者”号下潜到万米深海，还要携带3

名潜航员长时间稳定作业，设计难度可想而知。
设计人员针对超高压复杂环境，采用多系统

融合集成设计，使“奋斗者”号潜浮速度、舱内空
间使用率等指标大幅提升，同时通过载人舱实时
监测和评估策略，实现潜水器优良的机动性能和
安全性能，体现“以人为本”的设计理念。

——抗压。
在万米深海，水压超过110兆帕，约合1千

个标准大气压，相当于2000头非洲象踩在一个
人的背上。

这种极端压力条件下，按照载人舱的目标
尺寸和厚度要求，以往深潜器使用的材料已经
不能满足要求，需要找到一种高强度、高韧
性、可焊接的钛合金。

科研团队历时数年，自主发明了特殊钛合
金材料，又通过攻克高强度、高韧性钛合金焊
接技术，成功解决了载人舱球壳的建造难题。

——操控。
潜水器去到万米深渊，可不只是“到此一

游”，还要完成岩石、生物抓取，以及沉积物取
样等精准科考作业。这需要灵活的机械手、智
能化控制系统和电动观测云台。

针对深渊复杂环境，“奋斗者”号实现了高
精度航行控制、全景科学观测、高精准作业取
样等功能。

——通信。
“亲爱的观众们，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希望

我们能够通过‘奋斗者’号的画面向大家展示万米
的海底。”成功坐底马里亚纳海沟后，3位潜航员
第一时间通过水声通信系统分享了他们的心情。

水声通信是“奋斗者”号与母船“探索一
号”之间沟通的唯一桥梁，实现了潜水器从万
米海底至海面的文字、语音及图像的实时传输。

相较“蛟龙”号与“深海勇士”号载人潜
水器，“奋斗者”号的声学系统实现了完全国产
化，技术指标更高。

——浮力。
载人潜水器“下得去”，还得“回得来”。

这里面的关键是固体浮力材料。这种材料既要
密度低，又要耐高水压，制备技术难度大，世
界范围内仅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

经过持续攻关和多番论证，一种高强空心
玻璃微球脱颖而出，兼顾了材料的密度与强
度，实现了浮力材料的重大突破。

众多关键技术提供“护航”，让“奋斗者”
号的机动性、作业能力、舒适度及安全性大幅
提升，成为国际唯一能同时携带 3 人多次往返
全海深作业的载人深潜装备。

接力棒！
载人深潜精神立典范

与载人航天一样，载人深潜也秉持了“一
棒接着一棒跑”的传统，形成了一批领军科学
家队伍。

“‘ 奋 斗 者 ’号 部 件 的 国 产 化 率 超 过 了
96.5%，具备了全海深进入探测和作业的能力。”

“奋斗者”号总设计师、中国船舶集团第七〇二
研究所副所长叶聪感慨万千，“参研参试人员克
服了多个台风的阻挠，经历了无数惊涛骇浪的考
验，向世界最深处进军是我们不懈追求的目标。”

“严谨求实、团结协作、拼搏奉献、勇攀高
峰”——在中国载人深潜精神的激励下，“奋斗
者”号为科技创新树立了典范。

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说：“‘奋斗者’号成功
研制和万米海试的突破，是新型举国体制的生
动实践，将为深海科学考察、海底精细作业提
供坚实的技术基础，为下一步带动深海能源、
材料等高技术产业发展提供强劲动力。”

深海蕴藏着地球上远未认知和开发的宝
藏。6500米以深的深渊，是国际公认的解决生
命起源、地球演化、气候变化等重大科学问题
的前沿领域。

随着“奋斗者”号成功完成万米海试并返航，
一系列科研成果将为人类揭开更多海洋奥秘。

（据新华社三亚11月28日电 记者张泉、
董瑞丰、赵颖全、陈凯姿）

海底 1 万米，你好！
——“奋斗者”号标注中国载人深潜新坐标

据新华社北京 11 月 29 日电
（记者侯雪静） 农业农村部乡村振兴
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尹成杰日前表
示，要推动通用航空产业和乡村振
兴战略有机结合，这既是“十四
五”期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需
要，也是拓展通用航空产业新发展
空间的需要。

尹成杰指出，通用航空产业与
乡村振兴战略结合可主要从四方面

入手：利用“无人机+互联网+区块
链+大数据+监测管理系统”，加强
农情和林情的监测，提高农业和林
业的现代化管理水平；发挥通用航
空便利快捷的特点，助力现代农产
品流通体系建设；利用无人机等开
展病虫害防治和监测，建立现代农
业林业植保体系；防范农村重大自
然灾害，助力农村防灾减灾，推动
建设农业农村风险防范体系。

通用航空助力乡村振兴

本报北京11月 28日电 （记者
孟祥夫） 为纪念恩格斯诞辰 200 周
年，中英两国近日举办了丰富多彩
的人文交流活动。

26日，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
馆以曼彻斯特切塔姆音乐学校为主
会场，举办恩格斯诞辰 200 周年线
上纪念活动。该校图书馆是当年恩
格斯经常与马克思到访之地。在活
动现场，主办方播放了 《恩格斯与
曼彻斯特》 纪念短片，举行了“恩
格斯厅”命名仪式。该校学生还参
照恩格斯70岁生日场景演唱了歌剧

《茶花女》选段，朗诵了恩格斯喜爱
的普希金诗歌，并演奏了贝多芬的
钢琴曲。中国驻曼彻斯特总领事馆
还与当地华侨华人、中资企业和留
学生代表向坐落于曼彻斯特市中心
的恩格斯雕像敬献了花环。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与英国曼彻
斯特市议会25日在线上举办“中英
城市工业转型与经济复苏研讨会”，
两国政界、学术界代表围绕“城市
工业转型与创新发展”“经济复苏与
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等议题进行
交流讨论。与会专家普遍认为，中
英城市应当重视绿色高质量发展，
加强在教育、旅游、创意设计、影
视、演出、体育、博物馆业及数字
技术等领域的广泛合作。

中国国家行政学院与中国马克
思主义研究基金会日前还主办了“第
十二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论坛暨中
国马克思主义论坛 2020”。会上，120
多名专家学者围绕“恩格斯的思想及
当代价值”为主题展开交流，英国马
克思恩格斯人文交流学会、英国索尔
福德大学有关负责人作了视频发言。

中英举办纪念恩格斯诞辰200周年系列活动

本报北京11月 29日电 （记者
叶紫） 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 2021
年度公务员招考公共科目笔试今日
举行。

据国家公务员局统计，网上报名
共有157.6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
格审查，拟招录2.57万人，通过资格审
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61∶1。

笔试成绩及合格分数线将于明
年 1 月份公布。中央公务员主管部
门将根据《招考简章》确定的面试人
员比例，从达到笔试最低合格分数线
的考生中，按照成绩从高到低的顺序，
确定各职位参加面试和专业能力测试

的人员名单。面试具体时间由招录机
关确定，一般在明年2月底前进行。

据悉，根据 《关于做好艰苦边
远地区基层公务员考试录用工作的
意见》 的规定，今年继续对地处艰
苦边远地区的县 （区） 级及以下机
构职位，单独或者综合采取了适当
降低学历要求、放宽专业限制、适
当调整年龄条件、不限制工作年限
和经历、单独划定笔试合格分数线
等措施，降低进入门槛，同时，从
中拿出一定数量的县 （区） 级及以
下机构职位面向本市、县户籍或在
本地长期生活、工作的人员招考。

公务员招考公共科目笔试举办

本报北京11月 29日电 （记者
彭训文） 由中国自行车协会、中国互
联网协会指导，上海自行车协会主
办，哈啰出行承办的中国两轮出行产
业高峰论坛近日在上海举行。自行
车、电池、智能锁等近 400 家相关企

业参会。与会人士围绕“新国标”政策
驱动下的两轮出行行业发展、以换代
充的新一轮发展空间等议题进行了
深入探讨。论坛发起“绿色质造公约”，
通过资源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实现
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两轮出行产业峰会在上海举行

图为“奋斗者”号。 中国船舶集团供图 （新华社发）

11月28日至29日，河南省“洛阳市第十一届红薯擂台赛暨第三届
汝阳红薯文化节”在汝阳县举行，来自洛阳市的100余家红薯种植合作
社和红薯种植大户带着自己种植的红薯参赛。图为荣获红薯王单株和
单块一等奖的两位种植户，高兴得合不拢嘴。 康红军摄 （新华社发）

汝阳：红薯擂台赛 农民笑开怀

云南大理倾力打造洱海生态廊道

苍山洱海入画来
本报记者 张 帆 刘文波 韩晓明 李茂颖

在何利成的客栈院子里，客人们正在闲适地
品茶。院外是一条六七米宽的生态廊道，再往
外，是碧水清波的洱海，远处一块大青石上，醒
目地镌刻着“一定要把洱海保护好”。

家住云南省大理市湾桥镇古生村的何利成从
小在洱海边长大，他的创业经历也与洱海命运休
戚相关。

起初，何利成以打鱼为生。1996年洱海大面
积暴发蓝藻，当地取缔机动打鱼船，何利成改
行，投资鱼塘。

2003 年，蓝藻再次暴发，按照退田、退塘、
退房的要求，何利成再次改行，开起了客栈。

这两年，响应保护洱海生态，他拆掉了被划
入洱海保护“红线”范围的部分客房。

“洱海是我的家，守住了洱海，才能谈发
展。”何利成和村民们拆房子腾出来的地方，正
在全力建设生态廊道——由大青树、芦苇、菖蒲
组成的“雨水花园”，会像“大海绵”一样吸收
从村庄流来的雨水。

“这条生态廊道就是一条人与湖的界线，通
过物理相隔，给洱海‘透透气’。”洱海生态廊道
建设指挥部工程部负责人段能快人快语。

2018 年底，大理白族自治州全面打响洱海
保护治理八大攻坚战，全力推进环湖截污、生

态搬迁等，开启了洱海保护治理及流域转型发展
新征程。

环湖生态廊道建设作为其中一项重大工程，
涉及环洱海流域湖滨缓冲带 790多公顷的生态修
复和湿地建设、23 个村 1806 户居民的生态搬
迁、30公里污水管网完善、5个带有湿地修复功
能的科研实验基地建设等。生态廊道全长 129公
里，主体工程预计今年内完工。

在大理市下关镇洱滨村示范段，生态廊道建
设初见效果，洱海畔其他村庄的不少村民听说
后，都专程赶过来参观：面湖一侧草木葱茏，白
鹭翩翩飞舞，久违的海菜花在水中生长，沿途不
时可见盛装拍摄婚纱照的对对新人。

何利成也在第一时间赶过来看了。“守在自
己家门口，就可以看见这样的美景，真是太幸福
了。”很快，何利成家门前的生态廊道也将贯
通，“生态廊道整体贯通后，客人会越来越多。”

洱海生态廊道将沿岸各村连接在一起，使各
具特色的白族传统村落成为“围绕洱海的一串珍
珠”。沿着生态廊道缓缓步行，一幅乡愁画卷正
徐徐展开。

下午4点多，云南昆明斗南花卉市场人头攒动。
全国近七成鲜切花在斗南交易。110 多个大

类，1600 多个品种，斗南花卉交易市场的交易
量、交易额、现金流、交易人次连续多年居全国
同类市场之首。

有谁能想到，这个如今堪称中国花卉市场风
向标和花卉价格晴雨表的花卉市场，在上世纪90
年代，还只是个散卖鲜花的街市呢？

“花农们切下花打捆，挑着扁担和箩筐叫
卖，商贩们推着自行车来收花。”20多年前的场
景，华明升至今难忘：在斗南村一条单独划出来

的街角，花农、商贩将这个小市场挤得水泄不
通，一捆捆、一摞摞的花，摆在街边卖。

1987年，24岁的华明升拿出了自家的一分承
包地和家里几乎全部积蓄，托人买来剑兰种球，
开始试种剑兰，成为斗南第一批花农。

在华明升的精心照看下，3个月后第一批花
剪下，就卖了160多元。“比种蔬菜的利润高了好
几倍！”盘算着收益，华明升和村里的年轻人敏
锐地发现了商机。

“敢想，敢闯，敢干。”华明升这样形容斗南最
早的花农。慢慢地，斗南村 95%的农户都把自家

菜地改成了花田，种植技术逐渐由传统种植向设
施农业种植发展，逐步向规模化、精细化发展。

斗南坐落在滇池周边，政府出台政策鼓励花
农外出租地。华明升也与朋友合股，在昆明晋宁
区和石林彝族自治县共租了 300多亩地种植大花
蕙兰。

如今，斗南不再是过去的花卉大棚种植地，
而是日渐成为集聚拍卖、物流、研发、农资等新
业态的综合体，实现了从“种植生产型”向“市
场服务型”的转身。

2019年，斗南花卉交易市场鲜切花交易额达
到 74.36 亿元，92 亿枝鲜花从这里发出，销往全
国，还出口到了5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滇池岸边
一个小村庄发展到亚洲鲜花重镇，斗南的花卉经
济带动从业人员100余万人。“花越卖越好，生活
也越来越好。”这里的人纷纷点赞新生活。

昆明建设花卉特色小镇

“花越卖越好，生活也越来越好”
本报记者 刘文波 韩晓明 李茂颖

四川省凉山彝族自治州普格县委禁毒办日前组织全县各乡镇开展禁毒
宣传活动，主要针对社区戒毒及康复人员等群体，进行警示教育，助力脱
贫攻坚。图为民警深入居民家中进行禁毒宣传。 宾文才摄

凉山普格：开展禁毒宣传教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