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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中民代表中科院出席
G20洁净能源技术研讨峰会

10月 11日，二十国集团洁净能源技

术研讨峰会（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20 for Clean Energy Technologies

(RD20)）在日本东京召开。我所刘中民院

士受邀代表中国科学院出席了本次峰会

并作了邀请报告。

为更好的实施巴黎协定，实现节能减

排的目标，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在 2019年

达沃斯峰会上倡议 G20集团各

国顶尖的研究机构组织召开洁

净能源技术研讨峰会，推动技

术交流和创新。继 6月 G20集

团领导人第十四次峰会在日本

大阪召开之后，第一届 RD20论

坛于 10 月 11日在日本东京举

行，来自 G20集团各国 24个研

究机构的 300余名代表参加了

会议。

本届 RD20 讨论了与清洁能源技术

相关的新兴问题，交流了相关研发活动和

实践经验，探讨了当前形势和未来愿景。

会议集中讨论了国际合作的重要性，呼吁

通过经验分享和国际交流促进 G20成员

国之间在优先领域实现清洁能源技术方

面的合作。

（文 /肖宇 李婉君 图 /刘中民）

10月 1日，庆祝中华

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大会在北京隆重举行，天

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阅

兵仪式和群众游行。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重要讲话

并检阅受阅部队。我所李

灿院士、张东辉院士、李

国辉研究员赴京前往天

安门广场观礼。我所全所

职工、研究生、离退休职

工通过各种途径，共同观

看学习了习近平总书记

的重要讲话和阅兵仪式。

李灿、张东辉、李国

辉亲身观看和经历了新

中国成立 70周年庆祝活

动后，纷纷发表了感想。

李灿表示：“作为一名科

技工作者，能够受邀参加

国庆七十周年活动，我感

到无比荣幸。当现场看到

英姿飒爽的中华儿女的

列队，看到铁流滚滚的先

进装备通过天安门广场，

看到热情奔放的群众表

演，看到大屏幕上新中国

发展的过程以及全国各

地的成就，尤其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祖国

改革开放，科技起飞，人民生活持续提高，

深深感到我们祖国日益繁荣强大，更加坚

定了实现中华民族兴盛的中国梦的奋斗

豪情。‘科技兴则民族兴，科技强则国家

强’，我当不负人民、不负祖

许国旺入选 2019年“世界最具
影响力 100位分析科学家”榜单
近日，我所许国旺研究

员入选 2019年“世界最具

影响力 100位分析科学家”

榜单。该榜单由英国 The

Analytical Scientist 杂志根

据世界范围内的提名和层

层遴选确定，共有 4位来自

中国高校或科研院所的分

析科学家上榜。

近五年来，许国旺带领

团队在代谢组学等复杂体

系分离分析研究方面取得

了多项创新性研究成果：研发了适用于精

准医学研究的超灵敏、高覆盖的代谢组学

定量、定性综合技术体系，构建了国际先

进的代谢组学分析平台；建立了一系列高

灵敏、高覆盖的新型多维色

谱 -质谱分析方法；国际上

首创拟靶向代谢组学新策

略，实现了大规模临床样本

代谢组高覆盖精准的分析；

自主构建的国内最大的

LC-MSn 代谢组智能数据

库，为代谢物规模化结构鉴

定和临床标志物发现提供

了新工具。这些分析技术和

方法已经应用于生命科学、

医学、食品安全等领域重大

科学问题的研究，为至少 50个医院提供

代谢组学分析服务，同时为国内代谢组学

学科发展作出贡献。

（文 /图 王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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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爱国奋斗精神转化为实际行动 10 月 15 日上午，我

所组织召开 2019年度离

休干部座谈会，3 位离休

干部参加了会议。所党委

书记王华出席了会议。

会上，王华作了题为

《大连化物所近期工作进

展》的报告，向离休干部详

细介绍了我所一年来在

中科院洁净能源创新研

究院、洁净能源国家实验

室、大科学装置、国科大能

源学院、所区发展规划、建

所 70 周年纪念活动、巡

视等方面的工作情况。

离休干部表示，听了

王华的报告非常振奋，看

到我所日新月异、生机勃勃的发展，感到

由衷地欣慰和自豪，并对我所未来的发展

充满希望。同时，他们对能源学院人才引

进、教学管理、离退休职工医养结合等方

面工作提出了具体建议。王华感谢老干部

们为我所的发展做出的贡献，祝愿他们身

体健康，万事顺意。

座谈会后，离休干部参观了所展馆，

重温了我所的发展历史，进一步了解了我

所丰硕的科技成果。在参观过程中，老干

部们激动不已，衷心祝福我所越来越好。

（勇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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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加强爱国主义教育、弘扬爱国主义

精神，激发党员爱党爱国热情，日前，天邦

膜公司党支部开展党日活动，组织全体党

员观看了电影《我和我的祖国》，以独特的

形式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 70周年。

影片中开国大典、中国第一颗原子弹

爆炸、女排夺冠、香港回归、北京奥运会、

神舟十一号返回舱成功着陆和 93阅兵等

7个感人至深的故事，让观影后的大家激

动不已，情绪一直难以平复，即使所有的

故事都知道结局，但依然难以控制激动的

心情。影片艺术地再现了这些不同历史节

点里的人物故事，每一个故事都见证了国

家的进步和强盛，一幕幕令人热泪盈眶、

心潮澎湃的画面，勾起心中对那些难忘的

历史瞬间的深刻记忆，引发起广泛共鸣，

将爱国热情一次次推向高潮。何其有幸，

能够在光影之间重温这些历史时刻。

峥嵘 70载，飘扬的五星红旗镌刻了

新中国的光辉岁月。展望未来，我作为天

邦膜公司的一名党员，就是要“守初心、担

使命、找差距、抓落实”，牢记全心全意为

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坚定理想信念，牢

记职工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

的奋斗目标，时刻不忘我们党来自人民、

根植人民；要牢记我们党肩负的实现中华

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使命，勇于担当负

责，积极主动作为，保持斗争精神，敢于

直面风险挑战，以坚忍不拔的意志和无

私无畏的勇气战胜前进道路上的一切艰

难险阻；要对照党章党规，对照先进典

型、身边榜样，坚持高标准、严要求；要

把爱国奋斗精神转化为推进公司改革发

展的实际行动，把初心使命变成埋头苦

干、真抓实干的自觉行动，增强职工群众

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以锐意进取努

力奋斗的精气神，营造经营工作新局面。

（刘飞）

红五星旗挂满楼，

锦簇花秋。

七十华诞阅兵游，

隆庆情稠。

戮力圆梦，

团结携手。

民富国强，

技新科秀。

初心镂刻留，

兴邦创最优。

使命勇追求，

壮志占鳌头。

所党委召开学习讨论会
10月 16日上午，所党委在行政办公

楼十五楼第二会议室召开学习讨论会，按

照院党组巡视组要求，讨论落实巡视反馈

意见，在所党委委员参加会议，会议由党

委书记王华主持。

会议集体学习了中共中央印发《中国

共产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及《中国共产

党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规

定》、《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执行责任制规

定（试行）》的通知。会议认为，《中国共产

党党内法规制定条例》对于指导所内法规

制定工作、指导基层党组织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会议强调，要

按照通知要求切实担负起执行党内法规

的政治责任。

会议集体学习了《大连化物所“三重

一大”内容清单》及《中国科学院研究所综

合管理条例》中关于党委会要研究讨论

“三重一大”事项并形成集体意见的要求。

会议要求各职能部门根据《大连化物所

“三重一大”内容清单》要求，进一步细化

明确本部门需报党委会讨论的“三重一

大”具体内容清单，确保“三重一大”制度

的贯彻落实。

会议审议通过了《大连化物所党委落

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实施细则》。会议

要求坚持党管意识形态原则，建立党委统

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工作格局，各有关

职能部门要严格落实意识形态工作责任

制职责分工，进一步加强和改进意识形态

工作。

会议审议通过了《大连化物所党委会

管理办法》，讨论了研究所“三重一大”具

体事项等。 （高杨）

———电影《我和我的祖国》观后感

因退休职工 刘伟成



———参演情景剧《致敬，一代宗师》有感

国、为把我国建成世界科技

强国贡献力量”。张东辉表示：“今年的阅

兵式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

首次国庆阅兵，也是人民军队全面改革重

塑后的首次整体亮相。作为一名科技工作

者，有幸受邀亲临现场观看阅兵，对我来

说是一大殊荣，也充分体现出国家对我国

科技事业的重视。在天安门广场观看阅兵

式是一生难忘的记忆，无论是阅兵式上的

先进武器装备，还是方队中整齐划一的精

气神，都集中体现了祖国的富强，也昭示

着中华民族无比辉煌的未来。通过阅兵的

洗礼，更加坚定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贡献自己的一切智慧和力量的

信心”。李国辉表示：“我的内心为作为一

名中国人而感到无比的自豪和骄傲，中华

民族站起来，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了的，

中国人民前进的步伐是任何人也阻挡不

了的。回国至今已有十年，我亲身经历了

祖国一步一步的强大和进步，个人的生活

水平发生的巨大变化。不经历就没有发言

权，祖国从站起来到富起来是真真切切地

就在眼前，而未来祖国的强起来也在一步

一步朝着目标稳步前进，我为祖国 70华

诞而开心高兴，为祖国 70华诞而感到自

豪，更加坚定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

国梦的奋斗信念。”

我所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已经走过

了 70年的光辉历程。大连化物所人将以

新中国成立 70周年，大连化物所建所 70

周年为新的起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紧

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

周围，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引，勇做新时代科技创新的排头

兵，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中华民族

伟大复兴中国梦的伟大事业中再创新辉

煌、谱写新篇章。

（高杨 赵姝婧）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说过：死去的

我们将在我们共同创造的、保留于我们

身后的事物中得到不朽。我们的老所长

张大煜先生，就是这样一位赤诚奉献于祖

国的科研事业而不朽的一代宗师。

去年春天我来所里做毕设，走过催化

楼的门前，就注意到草地之中伫立着一座

雕像，他的目光像是穿越了现在，看向了

未来，十分深邃。这是我第一次知道先生，

猜想这必然是一位对所里做出卓越贡献

的前辈，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今年从科

大代培结束回所，正值七十周年所庆，我

感到十分兴奋，看到情影剧《致敬，一代宗

师》招聘话剧演员的通知，就兴冲冲地报

了名。更令我没想到的是，自己能够扮演

张大煜先生，真是幸运之至！为了演好话

剧，我仔细阅读了《一代宗师———化学家

张大煜传》这本书，查阅了相关的资料，十

分珍惜这次能够和先生进行心灵对话的

机会。

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浓浓的爱国报

国情怀贯穿先生的一生。在北洋大学和东

南大学读书期间，求知若渴的张大煜刻苦

努力，成绩优异，为维护国家主权和民族

尊严，他毫不犹豫地投身到爱国学生运动

中来。在那个人人自危的年代，能够不顾

个人安危，挺身而出，这种干云豪气使我

深深地敬佩。

从德国学成归来后，先生为实现“工

业救国”的理想不懈努力着。钻研课题，创

办工厂，历经了理想的幻灭洗礼，先生的抱

负终于在化物所这片沃土得以施展。他敢

于担当，敢于攻坚，带领全所出色地完成了

各项任务，为新中国奉献了如火如炽的热

情。他高瞻远瞩，科学研究始终立足实际，

急国家之所需，任务带学科，明确了化物所

的科研定位。他扶掖后辈，招才纳贤，培养

的一大批优秀人才，成为共和国建设的中

流砥柱，十大尖子人才计划更是体现出先

生过人的远见。先生胸襟博大，赤诚为国，

成绩斐然，真是无愧于一代宗师之称。

在话剧当中，最感人的场景莫过于最

后一幕。晚年的先生饱受疾病困扰，几乎

忘却了所有事情，唯一牢记在心中的是要

去所里上班。在寒冬的早上，八十一岁的

先生抱着足有二十斤重的公文包站在风

雪之中，等待所里的汽车。他不顾自己重

病在身，心中想的只是再多做一些工作，

再多做一些贡献。先生的精神感人至深，

令人落泪。先生的精神永远激励着化物所

的学子们拼搏上进，追求卓越。

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

斥方遒。先生从二十多岁就为中华民族不

受外敌欺辱，自立于民族之林而奋斗；今

天的我们，远离了炮火硝烟，社会变化日

新月异，但中华民族的崛起之路也处在前

所未有的关键阶段。年轻的我们，唯有勤

奋学习，增长本领，走好自己的人生路，才

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

献力量！

歌曲《无问西东》里唱到：就奋身做个

英雄，不枉那青春勇，愿心之自由，共天地

俊秀，有情有梦。张先生等老一辈科学家

将他们的文章书写在了祖国的大地上，他

们的事业已经与祖国同在。今天，他们未

竟的事业，将由我们接过，继续实现。

前辈已占先，我辈当努力！

（DNL2105组 沈俞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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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职工 孙生才作）

五十六门礼炮，七十响轰鸣，穿越时

间与空间映入眼帘。那是十月一号阅兵典

礼的画面，与此同时，大连化物所所庆晚

会上炽烈的烟火与祖国 70 周年庆典的

“火树银花”画面交织重叠，让我再次想起

这一个月匆忙、短暂又充实的日子。今年

是建国 70周年，也是大连化物所建所 70

周年，为了迎接和庆祝 70华诞，化物所举

办了一系列隆重盛大的七十周年活动，我

有幸见证这一历史并参与其中部分工作，

如今回想起来仿如昨日，依然充满感动。

穿越江海的一封封信札

在今年六月底，我收到写一篇诚邀校

友返校信件的任务。当时科学传播处王永

进老师反复嘱托这封邀请函十分重要，我

也很有压力。我于 2017年来到化物所，整

整两年时间，说长不长，说短也不短，工作

范畴之外对化物所了解不多，却能深深体

会到化物所浓郁的文化氛围，严谨治学的

学术风气和科研工作者务实求真的精神。

我凭借自己入所新职工的身份，以充满好

奇和新鲜感的眼睛，看到了很多默默无闻

的故事。实验室夜以继日轰鸣作响的装

置，身着白大褂的青年忙碌的身影，静谧

黑夜中各个实验楼通明的灯火……这些

画面如电影默片般在我脑海中轮换播放，

而这些平凡的日常却都是化物所莘莘学

子和老师曾共同经历过的青春。同窗数

载，莫逆共进，不忘报国心，不渝一流志。

化物所园区美丽的风景，化物所人搏击长

空的斗志，化物所解国之所急的担当，太

多太多！我把这些故事与力量化作文字，

郑重地写了下来。

结稿之时，我忽然想起了“惜才如命”

的张大煜先生。1949年 6月，一代奠基人

张大煜先生对研究所进行了大刀阔斧的

整改，以国家需要引领科研方向，重整学

科规划。而如果没有一支中国自己的科研

队伍，就无法发展独立自主的科研事业，

“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

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求

贤若渴的他深以为然。他广邀人才，一封

封满载诚挚的信札从当时位于一二九街

旧址的研究所，飞向大江南北，遍撒海内。

而今日，历经七十年沧海桑田，大连化物

所日新月异，位于星海二站的这个充满活

力的崭新的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承载着

历史的荣光，再一次向海内外发出一封封

信札！这一次，是邀请七十年遍地开花的

英才回家，与研究所荣辱与共。新时代伊

始，从我们这里出发，不论走得多远，走到

多么辉煌的未来，我们依然不能忘记历

史，忘记我们心之所向，为何出发。

凌晨三点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

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这是

我最喜欢的一首诗，也是我在参加展馆建

设工作中对老一辈科学家精神最深切的

体会。为迎接所庆 70周年，大连化物所筹

划建设党员主题教育基地———大连化学

物理研究所展馆。我有幸参加了展馆文字

建设方面的工作。因为白天有正常的科研

工作，我只能接连几天占用下班后和周末

的时间。展馆工作需要对大连化物所的所

史有深刻的理解，文字校对工作同样需要

十分仔细，反复斟酌。办公室和科学传播

处的同事对此次工作十分重视。我与高

杨、陈思老师对接任务，又几次与科学传

播处关佳宁处长“协力攻坚”，甚至多次跟

我的朋友讨论文字使用是否准确。那几天

真的是“与时间赛跑”，常常是白天下达任

务，晚上闷头苦干，第二天再下达新的任

务……那个周六晚上，我发送了最新结稿

的邮件，关闭电脑的屏幕上显示着凌晨三

点，凌晨三点，太阳尚未升起，展馆的建设

工作却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如今，那段查史书，翻所志的日子一

去不复返，而老一辈科学家砥砺奋进的历

史却永远留存在我的心里，每每从展馆走

过，都如同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跃动的脉

搏。在新中国成立百废待兴的重要时刻，

他们前赴后继冲锋在前，以薄弱却刚强的

力量支撑着国家经济繁荣保障着国家人

民安全，艰苦的岁月中不曾有一丝迷茫，

如同雪泥上留爪印而不计东西的鸿飞一

般，不图名利，默默无言与奉献，一心为国

为民，在中国历史长河中留下深深的烙

印。

热忱与热泪

9月 19日晚上，大连化物所举办了

“七秩风华，同心筑梦”所庆晚会。当晚秋

意渐凉，却抵挡不住大家的热情。整场晚

会节目多样，内容丰富，受众群体广泛，得

到了与会嘉宾和观众的喜爱。这是所庆系

列活动的尾声，也是化物所新征程的起

点。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迫不及待地来到

山上足球场观礼。在我的周围有化物所职

工、学生，还有很多小朋友，和我一样兴奋

和期待。许久以来，晚会筹备组辛苦准备，

付出心血，幕后工作人员甚至通宵达旦，

在这一刻他们所有的付出都完美地呈现

出来。其中，《致敬，一代宗师》是献礼建所

70周年，缅怀先驱张大煜先生的情景剧，

让很多人很感动，热泪盈眶，这是对老一

辈科学家最大的敬仰，也是对筹备人员的

付出最好的回应。

因为热爱，所以忘我。老一辈科学家

们的科研故事，是新时代化物所人奋进的

基石。一路走来，我恍然发现，“张大煜”就

在我们身边。那些在科研工作岗位上兢兢

业业，不舍昼夜的科学家，那些背后默默

无闻，一腔热忱的工作者，哪一个不是传

承了化物所文化，秉持了“张大煜精神”

呢？

天安门广场上，铿锵正步堂堂正气，

寒光闪耀威风凛凛，五星红旗冉冉升起，

浓缩着革命先烈们奋斗的心血。哪有什么

岁月静好，不过是有人在背后负重前行。

那穿越江海的一封封信札，那展板上一张

张动人心弦的笑颜，还有翻阅所志时书页

摩擦发出的哗哗响声，以及星空下足球场

上的荧光闪烁，无一不承载着化物所人满

腔的热忱，浓缩着幕后工作人员的点滴心

血，更有老一辈科学家殷殷期盼的凝望。

伴随着所庆晚会上炽烈的烟花和开幕式

倒计时的数字，3,2,1,一起成为永恒定格的

画面。 （办公室 赵姝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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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加我所七十周年系列活动的体会

此去经年 韶华莫负

张大煜先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