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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建伟：求解量子奥秘的“中国创新者”

从小作坊起步，他带领吉利汽车从
小到大，由弱变强，从小山村走向全世
界。回望40年，民营汽车工业开放发展
的优秀代表、浙江吉利控股集团董事长
李书福认为，吉利的发展应归功于改革
开放的好政策，必须倍加珍惜，为“中国
汽车跑遍全世界”而顽强拼搏。

放过牛、开过照相馆、生产过冰箱、
卖过装潢材料、生产过摩托车……1997
年，作为吉利创始人的李书福，怀揣“造
老百姓买得起的好车”的梦想，创办了我
国第一家民营汽车企业。

吉利的发展史，与我国的对外开放
政策紧密相连。2001年，我国加入世界
贸易组织，吉利也拿到“准生证”，获准生
产轿车。

“我决定要研究、生产汽车，真没有
太多的人相信。大家都认为中国在汽车
工业领域已经没有优势了，只能与外国

汽车公司合资或者合作才有可能取得成
功。”李书福回忆说，“但我相信，中国一
定会成为世界上最大的汽车市场。”

从零造车、持续创新，开放共赢、拥
抱世界……走进吉利集团位于杭州的展
厅，吉利汽车从开放中汲取动力、不断创
新转型的发展轨迹清晰可循。

2010年，吉利并购沃尔沃；此后几
年，并购了宝腾、路特斯、戴姆勒，收购美
国太力飞行汽车……一系列国际化战略
布局，不仅推动沃尔沃汽车取得了品牌
的复兴和持续发展，还成为沃尔沃集团
第一大持股股东、戴姆勒公司第一大股
东，成为中国汽车工业“走出去”的典
范。经过20多年蓬勃发展，李书福带领
的吉利集团连续7年位列世界500强，在
全球拥有逾12万名员工。

走进吉利台州路桥基地食堂，“牛肉
面”和“烧饼铺”前排满了外国人，不少外
国专家已在这座东海之滨的小城扎根。
吉利的人才也实现了国际化，聚集了40
个国家和地区约2万名研发和技术人员。

新能源汽车作为未来的重点，吉利正
加紧布局。“为了主动抓住机遇，我们必须
刷新思维方式，与朋友和伙伴联合，通过
协同与分享来占领技术制高点。”李书福
认为，中国汽车工业要做强做大，必将进
一步扩大开放，欢迎更多的人参与到中
国汽车工业发展中来，鼓励各种形式的
创新与探索。 据新华社

量子论与相对论被称为“现代物
理学的两大支柱”。27年前，中国科学
技术大学一名普通本科生潘建伟，却
在毕业论文中向量子力学发起挑战，
试图证明这个理论“是错的”。

改革开放使中国迎来了“科学的
春天”，释放了无数年轻人“求真”的热
望与勇气，潘建伟就是其中之一。经
过20多年创新求索，他主持研发的世
界首颗量子科学实验卫星“墨子号”飞
向太空，在距地球50万米的“星空实
验室”求解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的“百
年之问”。

如今，潘建伟正致力于构建人类
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天地一体化”量子
通信网，“追梦”比超级计算机更强的
量子计算机。

“我们这一代人最大的幸运，就是

能把自己的梦想融入改革开放的伟大
浪潮，与时代同行，与祖国同盛！”他
说。

作为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科学
家，潘建伟在量子信息领域创造了属
于中国人的辉煌。他29岁参与的论
文被《自然》杂志评为“百年物理学21
篇经典论文”之一，31岁成为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教授，35岁获得欧洲物理
学会菲涅尔奖，41岁成为中国当时最
年轻的院士，42岁获得国际量子通信
奖，46岁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
奖。

去年12月，潘建伟入选《自然》
2017年度国际十大科学人物。今年4
月，获得《时代周刊》2018年全球最具
影响力人物荣誉。

回首来时路，潘建伟说，要感谢改
革开放赋予他的“两个机遇”：因为改
革开放，他才有机会出国留学；又因为
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发展，他可以回
国在比较好的科研条件下开始工作。

展望新时代，潘建伟说，改革开放
再出发，科技工作者要“挑更重的担
子”。“改革开放40年，依靠广大人民的
辛勤劳动，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下一
步国家实现从要素驱动到创新驱动的
转变，科技工作者要担当起更大的作
用，让科技的红利惠及每一个中国
人！” 据新华社

李书福：“让中国汽车跑遍全世界”

潘建伟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的
办公室内与“墨子号”量子卫星模型
合影（12月13日摄）。

李书福在中国民营经济发展（台
州）论坛上发表演讲（11月30日摄）。

风 采改革先锋

冬季天气干燥，缺乏用电常
识，不合理用电，容易引发火
灾。在此，四川省应急管理厅提
醒大家，冬季来临要特别注意用
电安全，牢记以下几方面注意事
项，防范灾害的发生。

购买电热毯，应去正规的、
信誉好的商场购买，要仔细查看
产品有无厂名、厂址、合格证和
使用说明书，有无破损。电热毯
通电后，不可长时间离人，不可
在电热毯上堆放重物。

电吹风机长期不用后取出
时，应该先检查绝缘电阻，以保
证使用时的人身安全。吹干湿
发时，应使电吹风机出风口距离
头发一定距离（不小于50mm），
防止堵塞风口和烧焦头发。尽
量不要连续使用时间太久，应间
隙断续使用。

空调冬季温度设置不宜过
高，以防其长期运行出现过热，
损坏设备。长期不使用的电器，
要彻底拔下插头。手机、电动车
充电时，要远离可燃物，比如衣
服、纸张、食用油等。

冬季气温低，家庭常常使用
大功率的空调、电热器、电热毯、
等取暖器，在短时间内可能形成
家庭用电高峰。此时，不要在一
个插座上安插过量的插头。

冬季沐浴后，浴室内水蒸气
较多，要定期检查浴室内开关、
插座的安全防护，避免发生漏
电。使用电热沐浴器时要格外
小心，最好安装漏电保护器，防
止水流带电。洗手后，要擦干双
手再接触各类开关。

最好能定期对家庭用电线
路进行安全检查，及时更换老化
线路。在使用各类电器过程中，
若发现冒烟或闻到异味，要迅速
切断电源进行检查。电器着火
时，不要用水来灭火，以免因水
流导电发生触电事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席秦岭罗田怡

华西都市报讯（刘芋伶 记
者 秦怡）为进一步抓好检察机
关作风建设和最高检从严治党
要求，蒲江县检察院多措并举，
严格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
坚持思想引领、制度管控、检务
督察、专项整治、谈话提醒，狠抓
队伍纪律作风建设，打造过硬检
察队伍。

坚持思想引领，强化学习促
纪律自觉。结合“大学习、大讨
论、大调研”活动，开展党组中心
组学习、周五集中学习、支部小
课堂学习等培训活动，把检察机
关作风建设引向深入。

坚持制度管控，充分发挥制
度规范约束作用。认真查找在
检察队伍建设管理中存在的薄
弱环节，切实提升干警的遵章守
纪意识。截至目前，全院干警无
违法违纪案件发生，无重大检察
安全责任事故发生。

坚持检务督察，持续正风肃
纪。不定期组织检查并通报情
况，紧盯重要时间节点、违纪违
法行为，加强车辆管理特别是警
车的管理使用，紧盯违反中央八
项规定精神行为和“四风”问题
纠治。

坚持专项整治，推动作风进
一步转变。深入查找发现不作
为及“懒散拖”问题。对问题登
记造册，落实整改责任，确保问
题整改一个销号一个，切实用作
风的转变推动各项检察重点工
作落地落实。

坚持谈话提醒，营造廉洁从
检良好氛围。把党风廉政建设、

“两个责任”落实、纪律作风建设
作为谈话重点，坚持做到谈话提
醒全覆盖。对发现的问题及时
组织谈话、教育引导，确保干警
思想稳定。

蒲江县检察院
立足“五个坚持”
狠抓队伍作风建设

冬季用电的
安全小常识
不得不知

转眼间已经过去四年了。
四年前，我们在成都武侯区百草路小学的捐

款活动上，第一次看到良陈，他手脚没有指甲，脸
上没有眉毛，走路时佝偻着身子，缓慢移步，有点
像电影《魔戒》中咕噜。

我们跟着他回家，在那个玻璃窗布满油垢的
小屋中，看他在“小太阳”下展开保鲜膜，抖抖擞擞
地包裹自己的皮肤，那上面全是深深浅浅的血痕
和脓液，心里的震撼和难受无以言表。

从那天开始，“保鲜膜男孩”的报道引发全城
甚至全国关注，医院、企业、爱心人士都伸出了援
助之手。2014年那个夏天盛放的玫瑰花，至今还
仍有余香。

父子俩认识了很多专业的医生和爱心人士，认
识了有相同经历的父母和孩子，“良陈们”相互之间
鼓舞和打气。原来狭窄的路宽敞了。直到现在，有
位住在澳大利亚的华人医生，隔几个月仍会托北京
的朋友给良陈寄药。

“别人帮了我们好多，帮我感谢下他们吧。”刘
兆兰总提到四年来爱心人士的各种帮助。他埋头
做自己的事，走自己的路，笑起来声音很大，爽朗
得很。看着他，不禁让人想到莫泊桑小说《一生》
里的那句话：“生活不可能像你想象得那么好，但
也不会像你想象得那么糟。”

愿他们一生平安。

“保鲜膜男孩”
十八岁了

每天宅在家里，想要学门手艺

“保鲜膜男孩”刘良陈十八岁了。
如今，“保鲜膜男孩”已经成为百度百科的词条，里面解释着这个颇为怪异的称呼的由来——这位来自内江隆昌的少年患有遗

传性大疱性表皮松解症（EB），哪怕微小的摩擦或压力，都会让全身长满水泡，发出臭味。为了少受外界刺激，也怕气味影响同学，
他每天用保鲜膜裹住自己。

2014年，14岁的他频繁出现在公众视线里，那一年，“蝴蝶宝贝”这个罕见病群体为公众所熟知，皮肤脆弱如蝶翅的他们让人
们震惊不已。也是在那一年，全国第一个关爱“蝴蝶宝贝”的公益机构在上海成立了。

四年过去了，曾经的新闻人物“保鲜膜男孩”刘良陈已满十八岁，成了一个大人。

老家在内江市隆昌县双凤镇白
庙村的刘氏父子，还在成都漂着。

四年前，他们居住在成都簇锦
街道铁佛八组4号的一户简陋出租
屋。四年后再见，是在直线距离不过
3公里的地方，簇桥木鱼庙街39号。

这里是几栋老居民楼，外观跟
中国城市里绝大多数的老小区相
差无几。冬日的天气阴沉沉的，透
着几分清冷的颓气。敲了好久的
门，才听到窸窸窣窣的开锁声，一
张裹在帽子里的小脸略微迟疑地
探出，扑面而来的还有热气。一台
柜式空调立在距离门口三步远的
地方，温度开到了30摄氏度。

“你爸爸跟你说了我们要来
吧？”

“嗯……”
父亲刘兆兰还在回家的路上，

刘良陈点了点头，含糊地应着，双
臂保持着像企鹅一样微微张开的
姿势，脚上穿着一双夏天的凉鞋，
那应该是为了避免和布料过多的
摩擦。

比起四年前的一个单间，眼
前租住的这个两室一厅显然要宽
敞不少。租金是以前房子的四
倍，房东知道他们家情况，还便宜
了200元。尽管同样老旧、杂乱，
光线也不算好，不过好歹父子两
人可以一人一间房了。

刘良陈的卧室门正对着空调，

桌子上堆着瓶瓶罐罐，有药品，也
有零食、饮料，床上靠墙的角落里
摞着书本，书本上躺着一把尤克里
里。此刻，电视里放着一部战争剧
情电影《栖霞寺1937》，他看了一会
儿，调到了放《封神榜》的频道。

“我最不喜欢妲己，她害死了好
多人……最喜欢姜子牙，他是忠臣
……”他扯出了一个微笑的样子，有
些时候发音有些模糊，听不太清楚。

EB不仅仅影响皮肤，也可能
累及皮肤外组织及器官，比如营养
不良、生长发育迟缓、手足畸形、骨
质疏松以及消化道、呼吸道狭窄等
等。十八岁的刘良陈看上去还是
孩子的模样，和四年前相比变化并
不大。彼时他身高1米1，体重40
斤左右，如今的数据是身高1米3，
体重70斤。

摩托车发动机的声音从窗户
外传来时，刘良陈抬了下眼睛，“我
爸回来了。”

跟四年前一样，刘兆兰还在濛
阳水果批发市场运货。这地方位
于第二绕城高速外的彭州，距离租
住地50公里，近两个小时车程。每
日凌晨3点半，刘兆兰骑着那辆三
轮摩托出门，晚上8点半回家。

他想换个工作，但不好找。这
里的老板跟他熟，有生意时会优先
考虑他。若是换个固定时间上班
的工作，万一要带孩子去看病，请
假也是个难题，“老是旷工，耽误人
家老板的事儿，不好。”

刘良陈在家里蹲了半年了，今
年初中毕业以后，就没再上学。“不
太可能读高中，考不上。”还有更现
实的原因，坐车太久屁股疼痛难
忍。小学和初中，每天5分钟不到

的三轮车车程，已经是一段“度分
如年”的难捱时间。到更远的地方
去读高中，显然不太可能。

他就活动在卧室的方寸之
间。早上赶在7点前起床，7点准
时吃下第一次药，11点时吃第二
次。药有五六种，吃药时，他把药
瓶一一摆在床上，按序依次取药，
以保证不会弄错。

刘兆兰会在晚上下班回来后，
提前备好菜饭，放进冰箱。第二

天，良陈拿出来热热就行。有时
候，他也会到小区门口的中餐店，
打包饭菜回家吃。

打发时间主要是看电视。刘
良陈偏爱推理、搞笑、动作等电影、
电视剧，国外的、国内的都看，还会
认真比较，“现在国内电视节目制
作越来越好。”他很少上网，家里没
有电脑，偶尔玩玩手机游戏。

他还喜欢音乐。床上那把尤克
里里弦出了问题，他调了一下，拨出
几个音符。双十一的时候，他在网
上买了一支口琴，自己吹着玩。

四年前采访时，武侯区百草园
小学的同学说喜欢和他在一起玩，

“他爱给我们讲武侠故事，讲得很
好。”刘兆兰说去年都有初中同学
来家里找良陈玩，但是今年没有
来。大概是去了别处的初中，距离
太远不如之前那么方便。

在四川的“蝴蝶宝贝”微信群
里，共有60多人，绝大部分是“蝴蝶
宝贝”的父母，也有专业的医生，包
括四川大学华西医院皮肤科的教
授和护师。此外，父子俩还在“上
海蝴蝶宝贝关爱中心”的QQ群里，
里面有全国各地的EB患者和家
属。他们定期聚在一起，听专业的
医生讲这个疾病最前沿的研究成
果，以及如何做护理。

刘兆兰现在是“蝴蝶宝贝”的
护理高手，他还能讲出各种专业的
医学术语。每天晚上，他为良陈上
药，动作娴熟。良陈头部以及背部
的皮肤大部分结疤了，但是小腿处
以及脚上的情况依然不乐观。

对EB的治疗，目前除了骨髓
移植，没有更好的治疗办法，但骨
髓移植不仅需要找到合适的骨髓，

还需要克服后期各种排异反应，完
全康复也困难，刘兆兰只好等待。

眼下要紧的是良陈的工作问
题。18岁了，还是要学个手艺，弄
口饭吃。“我长大了，希望当一个伟
大的发明家，能发明很多有趣的东
西。”成年的良陈已经不记得四年
前自己在被采访时说的梦想了
——想当个厨师。

“厨师？那当然不行！这个样

子被人看到，谁还来吃饭！”一旁的
刘兆兰听到儿子的话，哈哈笑了起
来。父子两人倒是心无芥蒂，有什
么说什么。

刘兆兰和群里的一位EB患者
讨论过，他想让儿子开个网店，但
是卖什么，如何送货，他还没有头
绪。他说这些的时候，良陈打开了
手机音乐，里面放着阿兰的歌曲
《浴火重生》，也不知道听到“谁甘
心平庸，谁能浴火重生”时，小伙子
在想什么。

上海蝴蝶宝贝关爱中心联系
他们，说有可能会邀请他们拍一部
关于“蝴蝶宝贝”纪录片，还可以写
歌词。

“良陈不是喜欢音乐么，自己
来写吧。先练练手。”听到老爸的
话，良陈羞涩地笑了。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谢燃岸 李媛莉摄影 李强

窝在卧室
看电影的“宅男”

日常

“学个手艺
能养活自己吧”

心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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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的“保鲜膜男孩”刘良陈还是小孩模样。

年底“压轴”的
强冷空气即将抵达

华西都市报讯（记者 吴冰
清）冬至一过，感受到了来自数
九寒天的“冻”感了吧？这还只是
前奏，盆地的大降温还在路上。

25日15时，省气象台发布
今冬第二个寒潮蓝色预警：受高
空低槽和地面冷空气的共同影
响，26日午后到29日，我省自北
向南先后开始有一次强降温及
雨雪天气过程，盆地大部及川西
高原北部日平均气温将累计下
降5-7℃。冷空气影响时盆地
普遍有3-5级偏北风，山口河谷
地区风力可达6级或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