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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写全面从严治党的时代答卷

“ 粒 子 捕 手 ”
记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

本报记者完颜文豪、黄海波

此时此刻，一万亿个中微子，正在穿过我们的身体，而
我们一点都感觉不到。它还能“嗖”地一下穿过地球。

就像用砖盖房一样，所有的基本粒子，也像砖块一样构
成了宇宙。这些砖共有 12种，其中 3种是中微子。

中微子伴随着宇宙从产生到演化的整个过程，成为构成
我们物质世界最基本单元，也是物理学家王贻芳过去十几年
潜心研究的方向。

在入选今年《自然》杂志“中国十大科技之星”之前，
中科院院士、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王贻芳已经获得了足够多
的荣誉： 2012 年，“十佳全国科技工作者”； 2013 年，美
国物理学会潘诺夫斯基实验粒子物理学奖； 2016 年，“基础
物理突破奖”……

尽管近几年国内高能物理研究在国际上声名鹊起，他还
是觉得这次入选是《自然》杂志随机选出来的，“不觉得这
样就真的选出了最好的或者最有希望的中国科学家，跟我一
样的人还有很多。”

用偶然和运气解释个人成就

王贻芳办公室的墙上挂着画家黄永玉的国画作品《砸个
正》：画中人鼻子尖尖，眯缝着眼睛，瘫坐在地上，双手撑
地。一个大苹果刚好砸在他的脑袋上，脸蛋跟苹果一样红。

在科学发展史上，很多发现都源自偶然，“牛顿与苹果
树”的故事经常被引用来说明这一现象。偶然也多次发生在
王贻芳身上。

谈到自己的成长经历和科研成就时，这个说话严谨的科
学家，却喜欢用偶然与运气来解释。

1984 年，王贻芳从南京大学原子核物理专业毕业。恰好
那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丁肇中到中国招收高能物理研究
生。王贻芳被选中，成了丁肇中项目团队的一名学生。

这对王贻芳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偶然的，他来选人
这件事就很偶然，选了我也是偶然的。”丁肇中后来没有
说起过选择王贻芳的理由，王贻芳更愿意把这归因于自己
运气好。

这次偶然，成了王贻芳人生经历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
也是一次巨大机遇。其后 11 年里，他在丁肇中的指导下研究
高能粒子，参加欧洲核子中心的 L3实验。

2012 年 3 月 8日，王贻芳的团队在大亚湾国际实验中测
到新的中微子振荡模式，该实验在这年底入选美国《科学》
杂志评出的“ 2012十大科学进展”。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博士后赵洁对中微子研究做了这
样的科普：中微子很难捕捉到，但它可以发生一定的反应，
我们可以通过探测器，把反应产物转化成光信号，通过电子
学能够读出光信号，看到这个东西。我们测到了最难测的最

后唯一剩下的这个参数，这为下一代各种中微子实验，打开
了一扇门。如果这个参数测不到，下一代的中微子实验是没
办法进行的。

在多个国家同时“捕捉”中微子的激烈竞争中，王贻芳
的团队领先了一步。这一次，这个科学史上偶然掉落的“苹
果”砸中了王贻芳。

2016 年，王贻芳作为大亚湾中微子项目的首席科学家
获得“基础物理突破奖”，这也是获得该奖项的首位中国科
学家。

不愿被贴上“科学狂人”的标签

曾有媒体在报道王贻芳的时候，用了“科学狂人”来形
容他，他却不太乐意被贴上这个标签，“人是很复杂和多面
的，用一个词概括不科学”。

尽管他习惯用偶然与运气来解释获得成功的原因，但在
哈佛大学数学家丘成桐眼中，王贻芳最优秀的品质之一是坚
持，“而且他往往都会成功”。

王贻芳也坦言自己是个不太容易放弃的人。无论是在
中国要不要建设大型对撞机的国际争论中，还是“大型环
形正负电子对撞机(CEPC)”项目因一票之差未能进入发
改委的下一步评审，他对自己的这项计划都没有表达过动
摇的想法。

在采访中，勤奋，是他唯一用来直接自我描述的词。这
个自认为“勤奋程度超过绝大部分人、干活时间比研究所里
年轻人都长”的科学家，多年坚持的作息表是：早上八点上
班，下午六点半下班，晚上回家再工作 3个小时。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实验物理中心副研究员温良剑，
10 年前曾是王贻芳的研究生，至今仍清晰地记得这位严厉
的导师对他的要求，“他(王贻芳)在美国的时候一周工作
70个小时，也没要求我同样勤奋，但至少要一周工作 50个
小时。”

作为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的王贻芳，要在科研工
作者和行政管理者两种角色间不停转换，每天要处理建设江
门中微子实验、筹建 CEPC 、高能所行政工作三件事。

在同事曹国富印象中，王贻芳精力总是很旺盛，似乎都
不怎么睡觉，“经常夜里一两点给王所长发邮件，他都秒
回。第二天他照常早起。”

相比于在高能物理领域各种会议和专业争论中的活跃，
同事和学生极少听他谈起私人事务。有媒体曾风趣地说，让
他说说自己的故事，简直比获取实验数据还要困难。

他说在生活中没有什么爱好，稍有点空闲时间会陪陪家
人或读点文史书籍。认识他 10 多年的学生温良剑，只知道
他乒乓球打得还不错，那还是温良剑在一次集体出游中偶然
发现的。

温良剑对王贻芳的最深印象是严厉。在科研上“犯错”

时，往往会遭到王的狠批。“真的很难受，不是因为他说话
凶，而是他能一针见血指出我的问题。”温良剑回忆。

很多人看来，物理学家是一群思维与行为异于常人的
“疯子”，就像美剧《生活大爆炸》里的那四个科学怪人。
王贻芳不赞同这种看法，他的圈子里大部分科学家都是普通
人，“我自己也是”。

如果期望从他的成长经历中挖出某些异于常人的行为，
恐怕多半会失望。

上世纪 80 年代，上大学选专业流行一句“学好数理
化，走遍天下都不怕”。

1980 年，王贻芳考到南京大学物理系，在他记忆中，
“出于从众心理学了数理化，数学太抽象，化学不好玩，学
物理是个极其自然的选择。”

1984 年他跟随丁肇中赴欧洲核子研究中心深造， 1992
年获得意大利佛罗伦萨大学博士学位，其后又在美国麻省理
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做科研工作。

2001 年， 38 岁的王贻芳觉察到国内科研项目快速发展
的机遇，于是选择来到中科院高能所工作。

“没有必要说要用科学的钱去挤占民生的钱”

对于未来几十年的中国高能物理发展，王贻芳有一个计
划，他想建造一座周长 50-100 千米的环形粒子对撞机，超
越欧洲核子中心周长 27 千米的大型强子对撞机(LHC)。

这项计划的第一步是在 2020-2030 年间建设环形正负
电子对撞机(CEPC)，造价约 400 亿元；第二步在 2040-
2050 年间，建设超级质子对撞机，造价 1000 亿元。

减去国际贡献的 30% ，这项计划需要投入千亿元。高
额的造价也引发了关于中国要不要建大型对撞机的争辩，诺
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著名华裔数学家丘成桐也参与其
中。

争辩的焦点集中在这项计划的高额造价上：对于中国这
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来说，建设超大对撞机不是燃眉之急，
1000 亿元的投入是不是应该先去解决民生问题。

谈到这个质疑时，王贻芳眉尖上翘，态度坚决：“科学
的钱是科学的钱，民生是民生的钱，任何国家永远不可能拿
科学的钱做民生，它们之间没有关系，没有必要说要用科学
的钱去挤占民生的钱。”

他算了一笔账， 10 年时间建设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
需要政府投入 300 亿元，建成后还能用 10-20 年，相当于
20-30 年里每年花费 10-15 亿元。我国的基础研究经费目前
占研发经费的比重大约是 5% ，发达国家这个占比一般是
15% ，如果未来 5 年我国的这个比例增加到 10% ，基础研
究经费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大约每年 1000 亿元人民币以
上)。

“每年投入十几亿元，跟增加的 1000 亿元相比，钱不

算多，并没有挤占任何人的钱。”
面对舆论的质疑，王贻芳觉得解释清楚是一件两难的事

情。在他看来，学界争论对专业性要求很高，受过科学训练
的人和没有受过科学训练的人在争论科学问题时，方式方法
和语言上都不一样，“把一个非常专业的科学问题给普通大
众解释清楚是不容易的”。同时，他也理解大众的关注，研
究经费花的是纳税人的钱，他们也有权知道这些科学家们
“整天在搞些什么名堂”。

“科学问题，说得通俗了，人家说你不严谨；说得严谨
了，人家看不懂。科学家遇到的这个两难在全世界都一
样。”王贻芳在不止一个场合表达过作为高能物理科学家的
这种无奈。

在录制央视一档节目时，主持人问他：您的研究项目能
不能尽量通俗易懂地讲给我们听一下？

王贻芳断然拒绝，“没可能，如果所有的科学，都能通
俗易懂地讲出来，证明我们那么多年的研究就白费了，因为
科学是严谨的。”

在节目中，有人好奇地问他，你研究的东西在日常生活
中有什么用？王贻芳的回答也很直接：没什么用。
事实上，王贻芳所做的对撞机研究在医疗设备、材料结

构、广播雷达、航空航天等领域意义重大。
速调管是对撞机加速器上的必备部件，在广播发射和军

用雷达上也都要用到。目前大功率的速调管都靠进口，“一
根 3 米长的管子 600 万元”。对撞机用的速调管功率最高、
要求最严苛，如果王贻芳团队在建设对撞机时把这项技术攻
克了，大型速调管就能实现国产。

对撞机建设中，也附加有一个同步辐射光源。它的能
量、光强可以做到世界最高水平。这个辐射光源能做很多事
情，比如测试航空飞机发动机的材料特性和缺陷，及其在运
转中的状态。

和画家黄永玉私交甚好的王贻芳，办公室里还挂着一幅
黄永玉的字：触类旁通。

这四个字源自他和黄永玉的一次对话。那天俩人谈起艺
术跟科学之间的关系，“黄永玉说艺术和科学有很多共通的
地方，都是需要创新的，要有创新性思维，要跟别人不一
样。他就写了‘触类旁通’。”

“这是很通俗的四个字，很多人都知道，但真正有这个
感受不容易。”王贻芳双手交叉，坦言自己也很难“捕捉”
到“触类旁通”。

但他提到自己常有一种感觉： 20个人在一起开会，每
人都提出了新的想法，他能立刻判断这些想法中，哪些可行
哪些不可行。结果证明他的判断往往基本正确。

这是王贻芳目前引以为傲的工作状态，或许也是他对
“触类旁通”最好的解释。

在同事曹国富的印象中，科研中同一个事情，自己最多
能看到未来一年，王贻芳可以看到它的未来 10 年。

中国有没有必要巨资建

造大型对撞机？

王贻芳态度坚决：“科学

的钱是科学的钱，民生是民

生的钱，任何国家永远不可

能拿科学的钱做民生，没有

必要说要用科学的钱去挤占

民生的钱”
▲ 9 月 30 日，王贻芳在接受采访。本报记者完颜文豪摄

如何向公众解释高能物

理研究的应用价值？

王贻芳认为这是个两难

的问题，说得通俗了，人家说

你不严谨；说得严谨了，人家

看不懂。“科学不可能通俗，但

公众有权知道科学家‘在搞些

什么名堂’”

（上接 1 版）以舍我其谁的勇气担当为全面从严治党披荆斩
棘———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召开前夕，电视专题片《永远在路上》
播出，十八大以来多名落马高官的贪腐细节以及他们身陷囹圄
的忏悔之词公之于众。

敢于自揭“家丑”，展示了一个政党巨大的政治勇气和坚定
的执政自信，昭示了我们党继续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反
腐败斗争的坚强决心。

面对外界对反腐败态势的迟疑观望，党中央始终以“无禁
区、全覆盖、零容忍”的决心“打虎”“拍蝇”“猎狐”，周永康、薄熙
来、徐才厚、郭伯雄、令计划、苏荣、周本顺等一批贪腐分子受到
法律严惩。

“不是没有掂量过。但我们认准了党的宗旨使命，认准了人
民的期待”“不得罪腐败分子，就会得罪 13 亿人民群众”……习
近平总书记的话语振聋发聩。

整治“舌尖上的浪费”“会所中的歪风”“车轮上的铺张”，清
理超标办公用房、公款消费、“裸官”“小金库”“吃空饷”……全面
从严治党的担当精神还体现在以上率下、身体力行。中央政治局
带头执行八项规定，中央政治局常委一次次深入群众路线教育
实践活动联系点，强化党内监督、从严治吏强调抓住“关键少
数”。全面从严治党，使党风政风为之一振，党内政治生态焕然一
新。

2014 年 9 月，美国《纽约时报》在题为《打老虎，习近平激励
群众》的文章中，讲述了反腐行动开展后，中国百姓不再用花钱
“走后门”送孩子参军、上学的真实故事。

以依规治党为全面从严治党夯实基础———
75 年前，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建党以来第一份以增强党性为

主题的文件《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没有这样坚强统
一的、集中的党，便不能应付革命过程中长期残酷复杂的斗争，
便不能实现我们所担负的伟大历史任务。”

“全面从严治党，要坚持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全
方位扎紧制度笼子，更多用制度治党、管权、治吏。”历经岁月的
磨砺，新时期全面从严治党的步伐更加坚定有力。

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示要求，4 年多来，党内法规工作统筹
协调力度空前加强。更多“第一次”推动党内法规工作逐步形成
完整链条：

中央部署开展党的历史上第一次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集
中清理工作，建立党内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备案审查制度，印发第
一部关于党内法规解释的规定，第一次编制党内法规制定工作

五年规划纲要，中央书记处定期听取党内法规工作情况报告，
正式建立中央党内法规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党中央从细处
着手，向实处发力，让制度的能量越来越强，权力的“任性”再
无空间。

以改革创新为全面从严治党注入动力———
“有的领导干部政治敏锐性和政治鉴别力不够强”“对有

的重大敏感事件预判和应对需进一步加强”“存在一定程度的
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

10 月 17日，中央纪委监察部网站刊登对 5家单位巡视
反馈情况。至此，十八届中央第十轮巡视反馈情况全部向社会
公布。

作为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举措，党内巡视工作始终在改
革中创新、在发展中完善，折射出党的建设与时俱进的良好态
势。

4 年多来，从让“咬耳朵、扯袖子，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
态到杜绝“能上不能下”、防止“带病提拔”，从纪检派驻机构全
覆盖到中央巡视移交移送问题线索、适时安排“回头看”……
党的建设和纪检制度改革不断加速，党内监督逐步向源头治
理、防患未然的更深层次挺进。

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
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将制定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若干

准则、修订《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
外界普遍认为，这种议程设置表明了中共中央坚定不移

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政治决心，释放出进一步加强党的制度
建设的明确信号，必将有助于推动管党治党从“宽松软”走向
“严紧硬”。

全面从严治党

引领伟大复兴新征程

“我们要铭记红军丰功伟绩，弘扬伟大长征精神……继续
在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
的新长征路上万众一心、顽强拼搏、奋勇前进。”日前，习近平

总书记在参观长征胜利 80周年主题展览时强调。
80 年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完成了人类历史上

旷世罕见的战略大转移，以向死而生的勇气战胜了阻碍革命
胜利的巨大考验。

80 年过去，我们隆重纪念长征胜利，不仅是因为这项壮
举诠释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底色，更因为它寓意着中国共
产党带领人民历尽沧桑、迈向复兴的“赶考”征途。

中国共产党的自身建设能否与时俱进，决定着她能否在
新的长征路上，为了国家的富强和民族的复兴执着追求、坚定
前行。

知易行难，任重道远———
从“刘易斯拐点”到经济发展的“中等收入陷阱”，从建设

美丽中国，“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到构建健康中
国，努力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从让老百姓拥有更多
获得感到让人民群众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
平正义……治理未来十年的中国，被认为“可能是全球最为艰
难的工作之一”。

从“妖魔化”“威胁论”到“唱衰”“捧杀”，从西方价值观攻势
汹涌而来到各种社会思潮纷纭激荡，从跳出执政的“历史周期
律”到开辟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新境界……日益走向世界舞台
中央的中国面对的沟坎与险滩，前所未有。

克服多少艰难险阻，在距离民族伟大复兴目标如此之近
的节点，中国发展进步更加需要一个凝心聚力、接续奋斗的主
心骨。

历经多少风风雨雨，在人人享有的中国梦愈发清晰的时
代，13 亿多中国人民更加需要一个精神强健、能量充沛的“领
路人”。

坚持党的领导，是党和国家的根本所在、命脉所在，是全
国各族人民的利益所系、幸福所系。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着
眼于完成党的历史使命，从我们党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不断发
生深刻变化的实际出发……把全面从严治党的要求进一步落
到实处，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
核心。

历史如镜，初心可鉴———
为什么，从有梦无路到筑路圆梦，中国共产党在 95 年的

开拓奋进中，能把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引领至前所未有的发
展高度，能唤起“一盘散沙”的民众筑成“我们新的长城”？

历史已经作答：正是由于根基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中国
共产党能够战胜一切困难，完成近代以来各种政治力量不可
能完成的艰巨任务。

为什么，从“进京赶考”到“党面临的‘赶考’远未结束”，中
国共产党在 67 年的执政生涯里，能够始终保持高度清醒的忧
患意识，不断以改革创新精神推进党的建设？

信念历久弥坚：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
置，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实现好、维护好、发
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
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

走到大山深处看真贫、扶真贫、真扶贫，与村民一起摘柚
子，和群众排队买包子，用自己的钱为乡亲买年货，到田间地
头紧握老乡的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总书
记的党中央沉下身子、走近百姓，“身挨身坐、心贴心聊”，从人
民群众中汲取治国理政、管党治党的智慧和力量。

民心是最大的政治。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以高度自觉的责
任担当，深入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
联系，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当之无愧的中流砥柱。

不忘初心，继续前进———
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如何传承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

因，永葆党的生机活力，如何接过前人交付的接力棒，持续推
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

“历史使命越光荣，奋斗目标越宏伟，执政环境越复杂，我
们就越要增强忧患意识，越要从严治党。”习近平总书记代表
当代中国共产党人作出响亮回答。

“时代变了，条件变了，我们共产党人为之奋斗的理想和
事业没有变。”

到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年时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一
定能实现！到新中国成立 100 年时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
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目标一定能实现！

1921-2020：一个总能把目标化为行动的政党，是蓬勃而
青春的。

1949-2049：一个总能把理想变成现实的政党，是不可战
胜的！

新华社北京 10 月 23 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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