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肯定他在水稻广谱抗病机理及抗病与产量间协同调控机
制等方面取得的成绩，鼓励他在水稻抗病与高产优质协同调控
理论研究与应用方面的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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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北京11月2日电中共中央总书记、国
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致信祝贺甲骨文
发现和研究120周年，向长期致力于传承弘扬甲骨
文等优秀传统文化的专家学者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并致以诚挚的问候。

习近平强调，新中国成立70年来，党和国家高
度重视以甲骨文为代表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

发展。新形势下，要确保甲骨文等古文字研究有人
做、有传承。希望广大研究人员坚定文化自信，发扬
老一辈学人的家国情怀和优良学风，深入研究甲骨文
的历史思想和文化价值，促进文明交流互鉴，为推动
中华文明发展和人类社会进步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纪念甲骨文发现120周年座谈会1日在北京人
民大会堂举行，会上宣读了习近平的贺信。

习近平致信祝贺甲骨文发现和研究120周年强调

坚定文化自信促进文明交流互鉴

新华社上海11月 2日电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将
从5日起在上海举行。备受关
注的国家展中新亮相的国家
超过三分之一，展馆布置已经
进入最后冲刺阶段，居民参观
国家展延展的报名更是热情
高涨。

商务部部长助理、中国国
际进口博览会组委会办公室
副主任任鸿斌在 2日举行的
第二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新闻通气会上介绍，第二届进
博会国家展主要呈现出主宾
国数量增加、新亮相的国家超
过三分之一、展馆风格多样等
特点。首届进博会有12个主
宾国，第二届增加到 15 个。
同时，国家展64个参展国中，
除中国外，24个国家为首次亮
相，39个国家是再度参展；范
围遍及五大洲，其中亚洲国家
24个，非洲国家8个，欧洲国
家17个，美洲国家12个，大洋
洲国家3个。

捷克的超轻型飞机、俄罗
斯的汽车、卢旺达的美食……
记者今天探营国家馆发现，国
家馆的布展已经进入“冲刺阶
段”。商务部欧洲司副司长、
国家展负责人余元堂介绍，前
来参展的国家不仅带来了具
有当地特色的产品，展示其风
土人情，不少国家还以科技和
创新为主题，展示未来科技。

和企业馆只展览6天不同
的是，今年国家展额外将延展
8天。上海市人民政府副秘书
长、上海城市服务保障领导小
组办公室主任尚玉英介绍，参
展的64个国家将全部参加11
月13日到20日的延展。通过
前期网上的预约，目前登记人
数达到65万人，远超40万人
的容纳水平，其中，登记参加
延展的观众中包括港澳台地区
近1000人和境外的观众大约
2000人。

第二届进博会
国家展新亮相国家
超过三分之一

网红爆料
后院发现一串恐龙足迹
10月中旬，一位名叫乡村超娃的

宜宾“网红”在微博接连发布几条视
频，称父母在自家后院找到了一些奇
怪的印记，他认为很像恐龙足迹。

“那个地方被当地老人称为‘野
鸡坡’，发现的足迹是有三个指头的
奇怪印记。老人都知道这里有‘鸡脚
印’，还有村里人专门跑去看。”乡村
超娃判断，“我们这个地方离自贡很
近，这些印记很有可能是恐龙足迹。”

之后，乡村超娃的微博受到众多
网友关注，也引起了地质专家的注
意。一位网友还在微博留言并@邢立
达博士，请他来一辨真假。

不久之后，自贡恐龙博物馆侏罗
纪地层古生物研究中心研究馆员彭光
照、叶勇，副研究馆员江山，与中国地
质大学（北京）博士邢立达及其团队组
成调查小组，奔赴现场进行调查。

10月18日晚，调查小组到达白
花镇黄坝村仙源组，次日前往化石出
露点调查。

现场勘察
发现5个大型恐龙足迹
在现场勘查中，专家们清扫了地

面的泥土。扒开草丛后，又发现了一
个恐龙足迹。据介绍，现场出露由5
个大型兽脚类恐龙足迹构成的一条
行迹，另有3个分散的小型鸟臀类恐
龙足迹。

根据足迹大小和形状等特征初
步判断：5个大型的兽脚类足迹为实
雷龙足迹，小型的三趾型足迹中有2
个为翘脚龙类足迹，另有1个鸟臀类
恐龙足迹为异样龙足迹。

在做模具环节，专家们要给恐龙
足迹“敷面膜”。他们先用特殊的材
料给恐龙足迹刷上一层层薄薄的白
色涂液，然后用纱布片进行固化。经
过数小时的固化，最终做成模具。

专家判断
足迹呈“奔跑状”很罕见
“在其中一组脚印中，两个脚印

之间相距近4米步距，说明当时恐龙
是一个快走接近奔跑的状态，这在发
现的肉食性恐龙足迹中，非常少见。”
邢立达介绍，一般发现的肉食性恐龙
大多处于走的状态，像这样奔跑的确
实很少，“也许它是受到了惊吓，或者
在进行狩猎。”

据了解，四川盆地之前发现的大
量恐龙足迹，主要产于下侏罗统的自
流井组，中侏罗统的新田沟组、下沙
溪庙组和上沙溪庙组，及下白垩统的
夹关组中。而在上侏罗统的遂宁组和
蓬莱镇组中，仅发现过少量的恐龙骨
骼化石，还未曾发现过恐龙足迹化石。

据了解，白花镇恐龙足迹是四川
盆地内首次发现的晚侏罗世晚期恐
龙足迹，这对于研究四川盆地恐龙的
演化、分布、动物群组合特性以及川
南地区的侏罗纪晚期古地理、古生态
等具有一定的科学意义和科普价值。

侏罗纪晚期
大型食肉恐龙足迹

首现四川盆地
专家称足迹罕见呈“奔跑状”，或为恐龙狩猎时形成

10月中旬，一位
宜宾“网红”在微
博发布视频，称
在家乡宜宾市翠

屏区白花镇发现“恐龙足
迹”。随后，自贡恐龙博物
馆侏罗纪地层古生物研究
中心研究馆员彭光照、叶
勇，副研究馆员江山，与中
国地质大学（北京）博士邢
立达及其团队组成调查小
组，奔赴现场进行调查。

据悉，这些“大脚印”
最终被确认为晚侏罗世晚
期 的 肉 食 恐 龙 足 迹 化
石。这是四川盆地内首
次发现侏罗纪晚期的大
型食肉恐龙足迹。

调查小组建议，对脚
印采取标本采集、异地保
护的方法，经科学研究和
保护处理后再对外展出，
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充
分发挥其科普教育价值。

李毅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 刘恪生

华西都市报讯（四川日报
记者 熊筱伟）11月2日，由腾
讯公司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
行官马化腾携手诺贝尔奖
得主杨振宁等 14位顶尖科
学家发起的“科学探索奖”，
在北京首次颁奖，共有50位
科学家获奖，其中 2位来自
四川。

西南交通大学牵引动力
国家重点实验室研究员邓自
刚，因在高温超导磁悬浮等
方面的研究而获奖。“这是一
种超快的未来交通方式。”邓
自刚介绍，通过磁力把列车

“浮在空中”，再在一个近似
真空的管道中通行，从而尽
可能减少摩擦力，实现更经
济环保、更高速度。上海浦
东机场已投用的磁悬浮列车
最快运营时速约 430公里，
而这种新技术路线时速在
600公里以上。

另一位获奖者是四川农
业大学水稻所研究员陈学
伟。他主要从事水稻抗病等
方面的研究。作为“水稻癌
症”，稻瘟病会造成水稻大幅
减产，甚至颗粒无收，同时对
大米质量造成影响。而陈学
伟则发现了一种针对性的抗
病遗传基因位点，有望让水稻

“抗癌之路”从“服药”变为“提
高自身免疫力”，有效减少农
药使用。

“科学探索奖”启动资金
达10亿元，主要面向基础科
学和前沿技术领域，支持在中
国大陆全职工作的、45岁及
以下的青年科学家。每位获
奖者，都将在 5年内获总计
300万元的奖金。

四川两位青年科学家获“科学探索奖”
每人将在5年内获总计300万元奖金

作为多年从事水稻抗病机理的研究
以及水稻抗病品种培育的专家，陈学伟在
攻克水稻稻瘟病上贡献巨大。

水稻稻瘟病也被称为“水稻癌症”，是
造成水稻减产或者绝收主要的病害，在世
界水稻种植区都可发生，是全球粮食安全
的重大隐患。一直以来，科学家们希望认
清稻瘟病的发病抗病机制、寻找稻瘟病的
抗性基因，从而最大限度控制稻瘟病发
生，以及获得抗稻瘟病优势水稻品质。相

关报道显示，陈学伟团队挖掘了对稻瘟病
的新型广谱高抗的水稻遗传资源，并阐明
了其分子机理。

2017 年 6 月，国际顶级学术期刊
《cell》收录了陈学伟关于水稻抗病性的学
术论文。陈学伟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研
究成果可以应用于本体上提高抗病性，水
稻的产量和成活率都能得到提高，感病程
度会减弱，对水稻高产优质起保障作用”。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何方迪

37岁的邓自刚已是西南交大“高温超
导磁悬浮技术”研究的中坚力量，主要从
事高温超导磁悬浮及真空管道磁浮交通
研究工作，并率先验证真空管道磁浮交通
的可行性。

2012年4月至2013年 2月，邓自刚
主持研制成功中国首条载人高温超导磁
悬浮环形试验线，全长45米，曲线半径6
米，悬浮高度10-20毫米，最大载重1吨，
最高速度时速50公里。实现了当前国际
上同等载重能力，截面最小、永磁用量最
少的超导悬浮系统，及面向实际应用的含

转向架、制动、无线通讯、车载实时监测等
功能的高温超导磁浮整车系统。

这项研究，第一次将真空管道和高温
超导磁悬浮车这两种技术结合起来，做成
了现在大家所看到的真空管道高温超导
磁悬浮车。真空管道和磁悬浮技术，都是
目前世界上最超前的概念，邓自刚的目标
是将这个技术提速至400公里每小时，填
补交通工具在350公里至800公里每小
时的空白。这个时速范围，也是邓自刚认
为属于磁悬浮和真空管道的生存空间。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记者 莫凡

发现“水稻癌症”抗病基因

获奖者说

陈学伟（四川农业大学）

肯定他在高温超导磁悬浮及真空管道磁浮交通方面取得
的成绩，鼓励他持续前进，为人类探索一种更加快速、安全、舒
适、节能的未来交通方式。

获奖
理由

打造真空管道中的超级列车

邓自刚（西南交通大学）

宜宾市翠屏区白花镇发现恐龙足迹。

陈学伟（右二）在攻克水稻稻瘟病研究中贡献巨大。图据川农大官网

在两位四川科学家看来，获奖代表着肯定，或许比奖金更有价值。
这次到北京领奖，以前不怎么穿西装的陈学伟，特意从衣柜里

把正装翻了出来，“非常珍惜这个荣誉，对我也是巨大鼓励。”
同样西装笔挺的邓自刚说，自己今年37岁，这是人生中第一

个科研类的奖项。他特别用了“雪中送炭”这个词，在他看来，对于
成果还在孕育期的青年科学家来说，得奖很难，“我们更需要来自
专业的认可。”

腾讯基金会负责人介绍，并不会要求获奖者把奖金用于科研，
“还房贷、旅游、吃饭、买车都行，科学家说了算。”对此，陈学伟表示，
对奖金使用已有规划，会继续用于把项目推行前进。 据川报观察

“对青年科学家的认可更有价值”

邓自刚（中）是西南交大“高温超导磁悬浮”研究的中坚力量。
图据西南交大官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