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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每日电讯

新华社兰州 5 月 14 日电(记者任卫东、
谭飞、张文静)冰川、冻土、沙漠，是令人生畏
的“苦寒之地”，却也是开展相关科研工作的
天然实验室。在祖国辽阔的大西北，有一群寂
寞的“追梦人”：他们数十年如一日，行走、蹲
守、常驻在人迹罕至的高原、荒漠，扎根冷僻
地，甘坐“冷板凳”，聚焦“冷门”学科，几代人
接力，用知识、汗水甚至生命，不断创造出世
界一流的科研成果，为国家建设立下汗马功
劳，为人类进步贡献中国智慧。

他们，就是兰州大学和中国科学院西北
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的科研工作者。

康世昌，中国科学院冰冻圈科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一次冰川科考途中，他和 3 名
同事遭遇风吹雪。风雪如刀，眼睛根本睁不
开，扎好的帐篷找不到，在冰天雪地里，4 个
人愣是站了整整一晚。“冰冻圈人的野外科考
都可能遭遇危险，有人甚至在绝望中写好了
遗书。因为热爱，我们一直坚持。”康世昌说。

赖远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西北研
究院研究员，被称为解码高原冻土难题的“魔
法师”。青藏铁路昆仑山隧道，海拔 4648 米，
是世界高原多年冻土区第一长隧道。有一次
在尚未打通的隧道里对冻土取样，缺氧加上
隧道通风不畅，赖远明突感头痛剧烈，呼吸困
难，被送下山时还一路呕吐不止，可谓“死里
逃生”。“冻土工程研究就像一座挖不完的矿
山，我和同行们要挖山不止，一根筋走下去。”
赖远明说。

屈建军，中科院西北研究院研究员，被同
行和学生们称为“大漠游侠”。一年里，他有大
半时间都在野外，“一刮风就要上沙山”。30
多年来，他在沙漠科研途中曾两次遭遇车祸，
至今手臂上还装有固定钢板，现在每晚睡觉
都要佩戴呼吸机。“我就是对沙漠奥秘太热
爱，根本停不下来。”屈建军笑言。

水、草、粮，这些研究领域也成为西部科
研工作者独特的人生舞台。兰州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李凤民及其团队通过多年研究，
提出了以集水农业为核心的雨水高效利用思
路，为旱地农业大幅度提高单产奠定了科学
基础。在集水农业理论支撑下，甘肃农技部门
创新性提出全膜双垄沟播玉米技术，利用覆
膜使玉米成为旱不倒的“铁杆庄稼”。借助这
些技术创新与突破，如今，我国西北旱地农业
区从过去的粮食输入地一跃而变为粮食输出
地，成为全国粮食产量增速最快的地区。他们
的研究成果还走出国门，在肯尼亚和埃塞俄
比亚等非洲国家示范、推广。

中国工程院院士、兰州大学老一辈科学

家任继周坚守西部几十载，创建了我国农业
院校首个草原系，建立的草原分类体系比国
外同类研究早 8 年，被国际权威组织用以统
一评定世界草原生产能力。他和兰州大学教
授、中国工程院院士南志标等人提出的草地
农业理念，被纳入国家“十三五”规划和国务
院工作部署。兰州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杜
国祯长期致力于甘南草原植被恢复研究，上
千万亩黑土滩、退化草地在他的技术指导下
得以恢复，产草量成倍提高，被称为守护草原
的“牧民教授”。

兰州大学是我国最早设立核专业的两个
高校之一。从布局至今，兰州大学为我国核
事业的发展和“两弹一星”工程作出了特殊

贡献，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已成为我国核
专业人才培养的重要基地之一。“搞‘两
弹’时，重点高校几乎都有核专业，后来好
多学校都撤了，但兰大从未中断过核专业人
才培养，这在全国高校很少见。现在许多涉
核企事业单位和研究机构一把手和科研骨干
都毕业于兰大。”兰州大学核科学与技术学
院院长吴王锁说。

高寒缺氧、崇山峻岭。对长期野外科考的
西部科研工作者来说，病痛日积月累，危险如
影随形。2012 年，中科院西北研究院研究员
叶柏生在野外科考中遭遇车祸，不幸遇难，年
仅 48 岁。

中科院西北研究院党委书记、副院长谢
铭告诉记者，西部科研工作者聚焦“冷门”研
究，“研究越‘冷’，成果越‘热’”。在几代人的科
研接力下，中国人填补了多项人类科学空白，
如攻克了西方人曾断定无法攻克的世界性难
题——— 青藏铁路修建过程中的冻土难题；解
决了包兰铁路穿越腾格里沙漠段的风沙灾害
难题，实现了沙漠行车安全。

数据显示，自 1977 年恢复高考 40 年来，
兰州大学本科毕业生当选院士的数量居全国
高校第 7 位。兰大科研工作者已成为地方政
府的“智囊团”，科技成果持续有力地推动地
方发展。“像我们这样长期扎根西部、奉献西
部的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过去为国家区域
发展和安定作出了独特贡献，在实现全面小
康、推进西部大开发和‘一带一路’建设的今天
和未来，更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兰州大学校
长王乘说。

中科院西北研究院院长王涛认为，正是
因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奉献，一批批源于西
部，属于中国的冰川、冻土、沙漠、草业科学等
领域的研究成果才会领先世界，惠及世界；中
国人才能骄傲地说，我们在科学制高点上为
人类作出了新贡献。一代代科研工作者坚守
和奉献在贫瘠之地，甘坐科研“冷板凳”的扎
根精神，已凝聚成为激励西部地区跨越发展
的宝贵财富。

他们从冰川、冻土、沙漠中“掘金”
记一群扎根荒原的科研“追梦人”

▲在腾格里沙漠西南边缘一高速公路边建成的尼龙网治沙方格护坡上，中科院西北
生态环境资源研究院研究员屈建军（中）在与团队成员测量沙生植被生长状况（ 5 月
10 日摄）。 新华社记者郭刚摄

知识分子典型

新华社南宁 5 月 14 日电(记者覃星星)
记者从广西壮族自治区住房和城乡建设厅获
悉，根据近日出台的《广西住房城乡建设事业
发展“十三五”规划》，“十三五”时期广西将开
展租赁型保障性住房“租房券”、销售型保障
性住房“购房券”试点，建立住房保障对象同
城置换、调剂保障性住房机制。

根据规划，除了开展“租房券”和“购

房券”试点，广西还将发展新型住房租赁市
场，培育以住房租赁为主营业务的专业化企
业，鼓励个人依法出租自有住房，允许将商
业用房等按规定改建为租赁住房。到 2020
年，广西将基本实现公共租赁住房保障货币
化。

同时，到 2020 年，广西将完成保障性住
房和城镇棚户区(危旧房)改造 57 . 51万套，

住房租赁补贴发放户数 2 . 19 万户，基本完
成现有城中村改造任务，全区城镇常住人口
住房保障覆盖率达到 23%。

规划强调，广西将推进购租并举的住房
制度建设，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
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
多渠道多形式做好住房供应，优先满足居民
自住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

广西将开展“租房券”和“购房券”试点

新华社济南 5 月 14 日电(记者刘
宝森、魏圣曜)襁褓之中，她用甘甜的
乳汁哺育我们；学生时代，她为我们洗
衣做饭任劳任怨；然而，长大离家后，
多数时间她只能在电话另一头轻声叮
嘱……她，是母亲。

母爱有多“重”？山东省文化教育
系统近年来运用大数据思维，让“母爱
有多重”有了参考“数据”。

母爱有“重量”吗？

“没有什么可以与母爱相比，母爱
太伟大了。”在 30 岁的陈芳看来，母爱
是难以计量的。

辞职创业、母亲去世、孩子出
生…… 2016 年是陈芳人生中特殊的
一年，其中有成功也有遗憾。陈芳说，
现在想来，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再抱一
抱母亲，“母亲生病后迅速消瘦下来，
或许在那一抱之中，我能更好地感受
母爱的‘重量’。”

像陈芳一样，多数人知道母爱分量
很重，但从未思考过母爱是否可以“量
化”。近年来，山东省文化教育部门运用
大数据思维，把“孝、诚、爱”等中华传统
美德融入现代学科知识，为“母爱有多
重”等人生考题给出了参考“数据”。

“母爱的‘重量’并非无法计数，而
是在点滴之中。”山东省社科联副主席
林建宁介绍，在翻阅古今中外德育教
材、考察多个国家和地区品行教育之
后，他发现在人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中，
“潜藏着大量数理化知识和深刻的道
德理念”，并由此编写出一套教育普及
读物。

“儿女生日，母亲难日。”在山东一
家研究机构工作的张萱对此深有体
会。“长大后才知道，妈妈生我时经历
难产，虽然挺了过来但落下病根。”她
说，自己小时候调皮、不爱走路，妈妈
时常背着她去上幼儿园或上班。

“如今妈妈的背越来越驼，这也是
母爱的体现吧。”张萱说，母爱有多重，
她没有认真思考过，但总有一些数字无
法忘记，“比如，妈妈背我上下班时走过
的那几条街，每天往返大约 5公里。”

林建宁说，有的学生十几年寒窗
苦读，解开大量数理化试题，但像“我
吃了妈妈多少乳汁”“我还能见妈妈多
少面”等一些基本“人生题”，却迟迟不
能真正领悟。

母爱究竟有多“重”？

“1岁婴儿时，宝宝平均体重 15斤，妈妈每天要抱大约 20
次；2到 3岁幼儿时，25斤，抱约 10次；4岁至 10岁时，50斤，
抱 5次……同学们算一算，10岁前你在妈妈怀里有多重？”

“930750 斤！”简单数学运算后，学生们发现：妈妈的臂
弯竟然会承受这么多重量！即使成年后每天坚持抱妈妈 1
次，按照妈妈体重 100 斤计，也需要超过 25 年才能回报妈
妈“臂弯里的重量”。

这是山东日照市新营小学一场生动的微课堂教学现
场。短短十多分钟时间，通过对“母爱”这一道德“原点”的数
学化思考，培育学生感恩母爱。

近年来，这一套德育模式已在烟台、日照、淄博等多地
学校推广，除“我在妈妈怀里有多重”外，类似经大数据分析
而“量化”出来的母爱还有许多：

——— 为生我，妈妈有多痛？
根据医学领域的常用标准，往手指里钉竹签，疼痛指数

是 7；妈妈生宝宝时，疼痛指数则是 8，有的妈妈会因分娩
痛晕过去。

——— 我吃了妈妈多少乳汁？
据医学统计，哺乳期宝宝平均每天吃母乳 800 毫升，一

年大约喝掉 292 公斤母乳；无论春夏秋冬，妈妈每夜抱宝宝
哺乳 3 次、每次约 25 分钟、每天少睡 75 分钟，一年相当于
失去 2 个月的睡眠。

——— 妈妈为我梳洗多少次？
统计显示，孩子出生后，妈妈大约要为孩子洗 2500 块

尿布、5000 次袜子、2000 次脸、1500 次脚、600 次澡。如果
是女孩子，妈妈还要为她梳 3000 次头。

——— 妈妈接送我上学走过多少路？
从幼儿园到小学，每天往返接送 4 次，按耗费 2小时、每

年上学 200 天计算，9 年累计约 3600小时。如果选择步行，
按每小时 6 公里速度计算，9 年可走约 1 .7 倍长征的距离。

“数据化”为感受母爱提供了新的视角。

答好母爱这道“必答题”

“你记得恋人的阴历和阳历生日吗？”“你经常给恋人打
电话吗？”“如果是母亲呢？”

这些问题，林建宁曾经在不同场合做过多次现场测试。
结果都是相似的：大多数人准确记得恋人的生日，经常和恋
人通话，但记不准甚至记不起母亲的生日，通话也比较少。

“这些年我与妈妈见过多少次？”母亲弥留之际，陈芳经
常想到这个问题。从读大学起，她就长期与妈妈异地生活，
大学毕业后仅重要节假时才有空闲回家。“工作后最多一年
回家 4 次、一次 3 到 5 天，一年不到 20 天。”陈芳说。

与陈芳的思路不同，一笔“回家账”更令人动容：如果母
亲 45 岁时，儿女奔赴异地求学或打拼，每年回家 2 次，今生
相聚的机会可能只有区区 70 多次，若每年多回家 2 次，就
相当于“延长”母亲 35 年寿命……

母爱有多“重”？这个看似生活化、故事化的提问，经过
科学化、现代化、数据化解答后就变为“有价值的追问”。

山东大学社会学系教授王忠武认为，不同于考试作答，
“母爱有多重”因人而异，其实没有标准答案，“但人生的扣
子从一开始就要扣好，知孝感恩应从娃娃抓起、从中小学生
抓起，让家庭美德教育深入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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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北京 5 月 14 日电(记者黄堃)“英
雄拯救世界”？在近两天全球性的勒索软件网
络攻击事件中，传出了一名英国网络工程师
通过注册某个域名而遏制这场灾难的消息。
但网络安全专家指出，目前事态只是由于多
种原因而稍显缓和，许多网络用户特别是中
国用户仍面临风险关口。

网络攻击级别“史无前例”

12 日，全球多个国家的网络遭遇名为
“想哭”的勒索软件攻击，据统计，涉及中国、

英国、俄罗斯等近百个国家和地区。电脑被勒
索软件感染后文件会被加密锁定，支付黑客
所要赎金后才能解密恢复，受攻击对象甚至
包括医院、高校等公益性机构。欧盟刑警组织
说，这次网络攻击“达到史无前例的级别”。

这一勒索软件利用的是微软“视窗”操作
系统中的一个漏洞。尽管此前微软已发布安
全补丁，但仍有许多没有更新的电脑被感染。
鉴于事态严重，微软很快宣布采取非同寻常
的安防措施，为一些它已不再支持的老“视
窗”平台提供补丁。

13 日，媒体报道一个英国小伙“拯救世
界”的消息，称他通过注册某个域名遏制了这
场网络攻击。记者调查发现，这位迄今没有透
露姓名等信息的英国网络工程师运营一家分
析恶意软件的网站。他在网站上称，通过分析
“想哭”软件发现，它预设如果访问某个域名
就自我删除，而这个域名尚未注册，他通过注
册这个域名并进行相关操作，成功阻止了“想
哭”软件蔓延。

“这个说法并不全对，域名的作用其实有
限，”安天公司安全研究与应急处理中心主任
李柏松告诉新华社记者，“一部分已被感染的
电脑，确实可以访问这个域名而使勒索软件
停止破坏，但当前最大的问题是大量内网节
点已被感染，而有些节点无法访问这个域名，
并且勒索软件很容易修改出不带有这一特性
的新变种。不能指望这个域名拯救世界。”

“我们监测到的攻击量和感染量并没有
明显回落，只是一个缓慢的持平和下降，”
360 公司首席安全工程师郑文彬也对新华社
记者说，“随着媒体推动和用户意识到问题，
公众和机构的电脑逐渐打上补丁，这才是事
态目前稍显缓和的主要原因。”

用户仍然面临风险

“这个缓和很大程度上还因为是周末，
15 日会是重要的考验关口，”郑文彬强调。由
于时区关系，中国将是较早面临这个风险的
国家。李柏松说，许多重要的计算机系统处于
内网环境，无法访问前述域名，并且也可能无
法及时更新安全补丁，仍可能面临较大风险。

网络安全专家建议，用户要断网开机，即
先拔掉网线再开机。开机后应尽快想办法打
上安全补丁，或安装各家网络安全公司针对
此事推出的防御工具，才可以联网。

“针对勒索软件威胁，用户必须提前做好
防御工作，”李柏松强调，“因为这个勒索软件
采用了 RSA、AES 等加密算法，没有密钥无
法解密。”也就是说，对已被感染且发作的电
脑，其中被锁定的文件暂时没有办法打开。他
表示，网上有传闻说勒索软件作者已经公开
了密钥，但已经证实这是假消息。

李柏松指出，不建议文件已被锁定的受
害者按黑客要求支付赎金，“妥协就是对犯罪
的纵容，而且目前无法确定传播者的真实意

图，支付了赎金也不一定会收到解锁所需的
密钥，我们不建议受害用户支付赎金。”

郑文彬说，文件被锁定的用户可以尝试
使用一些恢复工具，根据被锁定文件的性质，
有一定概率可以恢复数据。

“勒索”未来可能持续

网络安全专家都在严阵以待 15 日这个
关口。那么，假如过了这个关口，今后又会怎
么样？郑文彬认为：“这个勒索软件的攻击未
来应该还会持续一段时间。”

“一些不法黑客还可能受到此次勒索软
件攻击的启发，将更多技术手段与勒索软件
相结合，”李柏松说，“勒索模式带动蠕虫病毒
的回潮不可避免，黑客可能利用僵尸网络分
发病毒，还可能针对物联网设备的漏洞制造
和传播病毒软件，这些问题都会出现。”

比特币的兴起也为勒索软件提供了帮
助。比特币是一种虚拟货币，在网上交易难以
追踪，成为许多黑客爱用的交易媒介。在此次
事件中，就有用户因一台电脑被感染而被勒
索 5 个比特币，目前约合人民币 5 万元。

近百国家地区被“黑”，勒索软件的威胁远未消失
一名英国小伙有办法遏制这场网络攻击？专家称中国用户仍面临风险关口

乌江水又变清
了！绵延的健身道上，
村民或漫步，或跳起
健身操，舒心惬意。这
是贵州省铜仁市德江
县长堡镇乌江沿岸的
曼妙夏景，如今，这里
已经成为该镇民众慢
生活体验区。

在过去很长一段
时间，民众根本不愿
踏足这里。

彼时，网箱养鱼
是铜仁乌江沿线当地
居民营生的主要来
源。但一度无序发展，
使江水遭受污染。数
量最多时，乌江铜仁

段沿线，几乎一半江面均是网箱，大部分养
鱼的饲料激素及排泄物都直排乌江，江水
由此而受到大幅污染。

今年以来，铜仁下大决心整治乌江。今
年 5月，自中央环保督察组进驻贵州以来，
铜仁市就以此次环保督察为契机，针对乌
江流域生态环境突出问题，铜仁痛下决心，
铁腕治污。

铜仁市主要领导多次严肃表态并到各
区县督查整改。铜仁在全市范围内建立市、
县、乡、村四级“河长制”管理体系，强力推进
乌江治理：全面排查取缔网箱养鱼，妥善安
置处理好全面取缔的后续工作，让民众获
得认同感；加大乌江流域周边环境卫生的
综合治理，按照“村收集，镇转运，县处理”的
原则，完善基础设施，采取政府和社会资本
合作的 PPP 模式实施，目前铜仁乌江流域
沿线城乡垃圾污水治理全覆盖。 (罗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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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完成总统权力交接

法国进入“马克龙时代”

据新华社巴黎 5 月 14 日电(记者韩
冰、应强)法国当选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
龙 14 日与卸任总统弗朗索瓦·奥朗德完成
权力交接，正式就任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第
八位总统。

当地时间 14 日上午 10时许，马克龙
乘车抵达爱丽舍宫。他与卸任总统奥朗德
进行了长达一个多小时的会谈，交接了包
括核密码在内的多个重要国家机密事宜。
奥朗德对马克龙道声“加油”后登上汽车。
随着汽车缓缓驶出爱丽舍宫大门，法国进
入“马克龙时代”。

 5 月 14 日，在法国巴黎爱丽舍宫，卸
任总统奥朗德（左）与当选总统马克龙出席
总统权力交接仪式。 新华社记者陈益宸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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