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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首批“合作基金”项目评审会召开
9月 18日，依托我所筹建的中国科学

院洁净能源创新研究院（以下简称“创新

院”）首批合作基金项目获得资助。该合作

基金总金额为 6000余万元，首批基金将

资助能源战略研究、化石资源清洁高效利

用与耦合替代、清洁能源多能互补与规模

应用、低碳化多能战略融合等领域和重点

方向。

该基金由创新院设立，旨在从创新院

内部做起，探索联合院内外各创新主体、

各创新环节有机互动、协同高效、目标明

确的体制机制，为打破科研机构、学科、行

业之间的壁垒提供经验。合作基金重点资

助前瞻性、探索性研究，要求各共建法人

单位打破科研院所之间的界限，联合科学

此外，本着“以事选人”的

原则，创新院通过遴选合作基

金项目，把“人员双聘”和合作

基金相结合，充分激发研究所、

科研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

对承担创新院科研项目的优秀

科技人才进行双聘，以建设具

有较强国际影响的洁净能源领

域人才高地，积极探索国家实

验室的组织模式。

合作基金的设立将探索以

院能源领域的优势力量，共同承担创新院

自主部署课题，逐步实现错位科技布局，

充分发挥科技资源、科研项目的效益，形

成推进科技创新发展的强大合力。

重大产出为导向的跨所合作、协同创新的

体制机制，是探索创新院的组织模式和管

理运行机制的重要举措。

（文 /李振涛 图 /刘佳佳）

科 技 要 闻
●碱性锌铁液流电池研究

近日，储能技术研究部李先锋研究员

和张华民研究员带领的研究团队在碱性

锌铁液流电池研究方面取得新进展，相关

研究结果发表在《自然 - 通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刘晓奇 袁治章）

●异相催化反应中短寿命阳离子质

谱检测研究

近日，生物分子结构表征新方法创新

特区研究组（18T5组）王方军研究员团队

在醇类脱水异相催化反应中产生的短寿

命阳离子质谱检测方面取得新进展，相关

工作发表在《通讯 -化学》（Communica-

tions Chemistry）上，并在 Nature Re-

search Chemistry Community 网站“Be-

hind The Paper”栏目中发表了题为

“Short-lived cationic species profiling by

mass spectrometry”的研究心得。

（刘哲益）

●二氧化碳加氢制取芳烃研究

近日，甲醇制烯烃国家工程实验室

刘中民院士、朱文良研究员、倪友明副研

究员研究团队在二氧化碳加氢制取芳烃

研究中取得新进展。该进展以研究论文形

式发表在《自然 -通讯》（Nature Commu-

nications）上。 （倪友明）

●G- 四链体核酸结构及催化功能

研究

近日，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李灿

院士、博士研究生程明攀等在 G-四链体

核酸（G4-DNA）结构性质和催化功能研究

方面取得进展，发现 G4-DNA的 loop区

域序列的排列组合方式对富含鸟嘌呤

（guanine，G）的 DNA 序列折叠形成的

G4-DNA的二级结构和热稳定性具有重

要影响，调节 loop 区域可以优化调变

G4-DNA核酸酶的催化性能。相关研究工

作发表在核酸领域的顶级期刊《核酸研

究》（Nucleic Acids Research）上。

（程明攀）

●化学链制合成气研究

近日，航天催化与新材料研究中心

王晓东研究员团队在化学链法制合成气

方面取得新进展：利用反应过程中铁基钙

钛矿和 Fe
0
@氧化物间的智能切换，实现

由甲烷或水 -二氧化碳高选择性制备合

成气。相关结果以通讯的形式发表于《自

然》（Nature）出版集团新刊《通讯 -化学》

（Communications Chemistry）上。

（黄传德 林坚）

●平面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效率研究

近日，太阳能研究部薄膜硅太阳电池

研究组（DNL1606）刘生忠研究员和陕西师

范大学杨栋研究员团队与美国弗吉尼亚

理工大学 Shashank Priya教授带领的团

队合作，在平面型钙钛矿太阳能电池方面

取得新进展，相关结果发表在《自然 -通

讯》（Nature Communications）上。

（杨栋 段连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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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改革开放伊始，党中央拨

乱反正，科学的春天到来，知识分子的

命运迎来了根本性的转折，他们的积

极性重新焕发，要以主人翁姿态为祖

国富强多作贡献。为了加快我国的“四

化”建设，按照党中央的部署，干部队

伍的知识化、年轻化被提上了日程。

1983年 5月，化物所领导班子换

届，从西柏林弗列茨 - 哈柏研究所

（FHI）作访问学者回到化物所不久的

我，被任命为副所长，成为班子里最年

轻的成员，尽管我届时已 48岁不再年

轻了。

1985年 5月，中共辽宁省第六次

代表大会在沈阳举行。会议最后一天

选出了新一届即第六届省委员会委

员。我被告知已当选为本届省委员会

委员。当日下午，我和大连市其他新当

选的委员，一起乘火车去沈阳，参加第

二天的辽宁省省委会的第一次会议。

当我听到这个消息后，许久不能

平静。我高兴，这是化物所的光荣，她

第一次有了一位省委委员，体现了党

对化物所的信任和期望；同时，我也有

惶恐，我能胜任吗？我一定要努力做

好，不辜负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同志的重托

和期望。

这届省委委员中的大连市的委员有：

胡亦明书记、毕锡祯副书记（后任市委书

记）、魏富海市长、造船厂总工王有为、市

劳动模范卢盛和、农民企业家李桂莲、纺

织女工王桂华、妇女代表于桂荣等；高校

和科研单位有 3人：大连工学院（现大连

理工大学）金同稷院长和我是省委委员，

大连医学院（现大连医科大学）郎志瑾大

我有幸当了一届中共辽宁省省委委员
◎ 李文钊

离休干部 陈庆道书

中共辽宁省委第六届委员会部

分大连市委员合影，摄于 1990年 7

月沈阳辽宁大厦前，前排左起于桂

荣、郎志瑾、王桂华、李桂莲；二排

左一魏富海、左五毕锡祯 、左六

李文钊；三排左一王有为

夫是省委候补委

员。

在省委第一

次会议上座位按

姓氏排列。我左边

是李长春同志（时

任沈阳市委书记，

会上当选为省委

副书记），从和他

交谈中得知他是

哈工大 1966届工

业自动化毕业的，

对科研单位很关

心。期间，我还注意到不少地市委书记和省

厅级领导，都有大学或大专的学历。可见改

革开放仅几年，我国干部队伍组成已发生

了很大的变化！

省委会每年举行一次到两次。在会议

上总能感受到各级党政领导对知识分子

的重视和期望。我来自基层，有责任多反

映科技人员的面貌和心声。我介绍化物所

在“文革”后重新奋起，同事们特别珍惜当

下的大好时光努力拼搏，为国家做出了许

多新成果，如航天姿态控制催化剂，N2 -H2

分离膜技术、甲醇制烯烃和甲氰菊酯新农

药等。魏富海市长几次说化物所是国家、

也是大连市的一个宝，要好好支持她。希

望化物所能为地方多作贡献。所以后来他

大力支持甲氰菊酯在大连建厂，既是对我

们的信任，也是实现他的承诺。非常感谢魏

市长。

五年来，通过省委会议活动，我对

党的任务的艰巨性、复杂性，对如何坚

持党的正确政治方向、树立全局观，自

觉执行党的方针政策，以及做一个合

格共产党员等方面，思想上有了许多

提高。我也有机会接触到了一批来自

工农商学兵第一线的先进模范人物，

看到了一大批基层干部任劳任怨的艰

苦奋斗，深受教育。作为知识分子，我

也自豪：我们对党和国家事业强烈的

责任担当意识，和攀登科学高峰的热

情，也得到了与会委员们的赞赏和爱

惜。1990年 7月，第六届省委会完成了

她的历史使命。我作为省委委员的使

命也告结束。如今 30多年过去，这段

经历是终生难忘的。

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

党中央正确领导下，沿着习近平新时

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引的道路

奋勇前进，去夺取实现中国梦的伟大

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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巍巍井冈山，翠竹千叠，红魂永铸。迎

着 2018年初秋的蒙蒙细雨，我有幸作为

化物所、青能所科研管理骨干培训班的一

名学员，来到井冈山接受红军革命精神的

洗礼。

尽管山林中浴血奋战的红军战士早

已魂归故里，尽管空气中硝烟弥漫的战火

早已随风飘逝，但置身于罗霄山脉中的井

冈山中，瞻仰着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倾

听着革命烈士后代讲述红军故事、攀登着

朱毛红军挑粮小道，探访着小井红军医

院、黄洋界哨口、龙江书院、茨坪毛泽东故

居、八角楼等一处处历经风雨却风采依然

的革命旧址，我们的思绪常常被带到九十

年前的那段不平凡的岁月中。

战争必有牺牲。两年零四个月的斗

争，四万八千余名年青的红军战士在敌人

的炮火中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在井冈山革

命烈士陵园纪念堂内，墙壁四周满满的刻

着井冈山各村牺牲的烈士姓名，据介绍一

共有 15744人。而三万多名牺牲的烈士临

死前也没有留下一个字，他们却自豪地共

享同一个响亮的名字———红军。站在这

里，不免思索是什么力量让他们在青葱年

华就为革命放弃自己最宝贵的生命。“坚

定执着追理想”，习总书记对井冈山精神

总结中的这句话给了我们最贴切的答案。

战争年代，面对满目疮痍的旧中国，红军

战士们矢志不渝，坚守信念，毫不犹豫地

用自己宝贵的生命捍卫民族独立的理想，

这种对信仰的无比忠诚与执着深刻震撼

着每个人的内心，他们的人生是短暂的，

但留给我们的精神财富彷如这巍峨的山

脉，永远伫立。

八角楼，一个不足两米见方的小阁

楼，在只有一根灯芯的微弱的清油灯下，

毛泽东写下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

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两篇指引中国

革命发展的光辉著作。八角楼的灯光是昏

暗的，诞生于这里的“中农武装割据思想”

却光芒万丈，照耀着 960万平方公里的土

地。今天我们四处传唱着“毛主席用兵真

如神”，为伟大领袖的智谋深深折服。在当

时情况异常复杂的情况下，毛泽东依靠着

对中国历史发展规律的科学理解和对中

国革命实际情况的充分掌握，才在井冈山

我所组织科研管理骨干培训班

保留住了中国革命的火种。“星星之火，可

以燎原”，不唯上但唯实的毛泽东孜孜不

倦地探寻中国民族独立之路，一次次将中

国红色革命拯救于水火之中，终于迎来了

1949年 10月天安门城楼上那句响亮而庄

严的宣告。

培训终有时，所得益终生。习总书记

对井冈山精神是如此概括的：“坚定执着

追理想、实事求是闯新路、艰苦奋斗攻难

关、依靠群众求胜利。”这既是对井冈山精

神的精准概括，又是对全体共产党员践行

井冈山精神的明确要求。世事变迁，井冈

山精神所蕴含的坚定的理想信念、实事求

是的思想路线、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密

切联系群众的工作作风，必将成为新形势

下激励我们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

的强大精神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绽放出

新的时代光芒。（办公室党支部 李斌）

为了铭记革命历史，感悟前辈精神，

9 月 4 日至 11 日，我所组织科研管理骨

干培训班，由所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毛志远带队，包括中科院青岛能源所在

内的科研管理骨干共计 25人前往上海中

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和井冈山江西干部学

院开展学习培训。

在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学员们在党

旗前重温了入党誓词，瞻仰了中共一大代

表雕塑，参观了《伟大开端———中国共产

党创建历史陈列》，包括“前赴后继、救亡

图存”“风云际会、相约建党”“群英汇聚、

开天辟地”等专题展区。在江西干部学院，

学员们集中学习了党的十九大精神，通过

听取学院副院长谢彦波作的《井冈山道路

与井冈山精神》专题讲座，重温了中国共

产党领导的井冈山革命斗争历史，以及在

身体验了“朱毛红军挑粮小道”等红军行

军路线。通过听取培训教师的现场讲解，

实地感受当年红军艰苦卓绝、英勇奋斗的

革命斗争历史。在井冈山革命烈士陵园，

学员们集体向革命烈士敬献花圈，缅怀革

命先辈的丰功伟绩，寄托对革命烈士的哀

思之情。

从建党之初的一大会议，到井冈山上

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此次培训通过重

温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革命斗

争的历史，学员们深切体会到中国人民之

所以能够取得革命胜利，依靠的是共产党

人对中国革命光明前途的坚定信念和不

懈追求，深刻体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的真正含义。学员们纷纷表示要传承

好前辈精神，进一步加强两所的交流融

合，在工作岗位上作出应有贡献。

（高杨）

井冈山革命斗争中锻造出的井

冈山精神。学员们分别聆听了

红军后代授课团成员讲述他们

父辈的故事，还听取了对老红

军后代及当代井冈山建设者们

的现场访谈。学员们还参观了

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红军医院

旧址和毛泽东同志旧居等，亲

感悟井冈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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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教师节后的第四天，正值

我所一年一度的科研数据核查工作启

动之际，我拜访了我所学风道德委员

会委员辛勤研究员。

走进辛老师办公室，窗台上的一

束束鲜花表达着同学们对恩师的感恩

和祝福；他的电脑上正在播放着往届

“现代催化研究方法讲习班”的视频，

辛老师介绍这个讲座的授课对象以研

究生、青年科研工作者等为主，如今已

经是第八个年头，初心只是希望能为

从事催化研究的年轻人们拨正方向。

说到这里，耄耋之年的科学家脸上露

出了满足的微笑。他正在为月底在大

连铭湖举办的“第二届现代催化学化

学高级讲习班”进行筹划。

从书香中展开的学风道德建设讨论

辛老师从书架上拿起由他和徐杰

研究员主编的《中国催化名家》一书，其

中记录了张大煜、侯祥麟等大家科技报

国、严谨治学、诲人不倦的风范。辛老师

说，这是每位科研工作者都应该学习

的，同时，在潜移默化中，最基本的学风

道德在不断学习的过程中会逐渐形成。

他说，医生要有医德，老师要有师德，学

风道德就是科研工作者的底线！

辛老师说：“学风道德建设应该从

两个方面入手，一方面要加强教育，从

根本上使学风道德的根深植在每个人

的心中，这是内在也是关键；另一方面

要建立起完善的学风道德建设相关的

规章制度，这需要很多部门配合完成。

比如，所里近年做的数据核查

工作成效非常显著，采取抽查

学术论文、成果有没有原始数

据、有没有重复数据、有没有

可追溯性的数据链记录等措

施，加强了学风道德建设的第

一步———科学研究建立在真

实的基础之上。”

在交流中，辛老师提到了

一个有趣的现象———“实验数

据记录的变革”：第一阶段是

纸质实验记录本，需要将表征

数据打印贴到实验记录本上；

道授业解惑的过程中得到传承。

主动的学习是做好研究的第一步

谈及研究生自身加强自主学习这

个话题，是从研究生需不需要打卡的

讨论开始的。

辛老师在自己的回忆录———《催

化人生———辛勤回忆录》中写到，自己

大学时期在学习化学系的四大化学之

余，还自学了物理系四大力学以及苏

联科学院出版的“数学的内容、方法、

意义”上、下册一书，为以后打下了结

实的数理化根基。他说：“做学问应该

是一种自发的行为，是我要念书，而不

是别人的约束、要求。”主动的学习是

做好研究的第一步，深入广博的基础

理论知识对科学研究是非常重要的！

“概念、判断、推理”这三个词是辛

老师反复提到的。他说，扎实的理论知

识就是准确地掌握概念的内涵和外

延，有了这个基础的概念，我们才能讨

论科学问题。接下来的判断、推理便是

更高的要求，也是研究生学习中需要

着重培养的能力。如何根据已有的定

理、定律，通过缜密的逻辑思维，从实

验数据中推理出规律，这就是科学的

思维。“我们拥有了知识，更要拥有获

取知识的能力与方法！”辛老师的话启

示我们，学会从已知的知识推论新知

识，才能进一步提升创新能力。

采访的最后，辛勤老师说最近正

在联系国内材料领域的领军人物，筹

备材料制备、合成的相关课程，为功能

材料领域年轻学子打好基础。希望辛

勤老师可以帮助更多年轻人在科学研

究领域走得更远！（《化物生活》特约记

者、DNL0802博士生 杨林）

书香脉脉 学风致远

先生的大力提倡和支持下，我

所多次举办了全国性色谱报

告会和讲学班，推动了色谱学

科的繁荣发展。至今，大连化

物所被公认为中国色谱研究

最主要中心之一。所以,卢先生

几次动情地说：沒“ 有张先生

就没有现在的卢佩章。”辛老

师说，学风道德的薪火会在传

随着仪器越来越多、越来越复杂，很多数

据存储在电脑中，需要记录实验数据的存

储路径，形成完整的信息数据链接；随着

实验数据越来越多，对数据的管理显得尤

为重要，网络存贮器可以实现数据交流、

备份、分层次管理等多种功能。他说，这个

现象启示我们，实验数据管理水平、学风

道德建设永远在路上，要与时俱进。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辛老师提到导师在学风道德建设中

的重要作用，并讲述了一段张大煜先生和

卢佩章先生的师生往事。

卢佩章先生大学毕业后到大连化物

所从事色谱的相关工作，1959年，张大煜

先生派他到莫斯科参加第一届全苏色谱

会议，和世界许多学者进行交流（其中也

包括东德色谱代表团 KAISER 博士），后

来又安排其在苏联院士指导下学习并获

得了放射色谱及色谱用于催化研究的关

键知识，为卢佩章回国后开展研究和国际

学术交流奠定了基础。张大煜先生给卢佩

章先生学术上的成长创造了很好的科研

条件、解决了很多的现实困难。在张大煜

———就“优良学风的养成”访谈辛勤研究员

辛勤研究员在接受本文作者的访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