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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10⽉24⽇，中共�⼗�届中央政�局常�、�⼗
⼆届�国�⼤常�会�员⻓张�江同��夫�视�中国科
学��金�����金�园区。江苏省�书记娄勤俭，南�
��书记张�华，�金����副�⻓⽑瑞⻘等�同视�。

张德江同志听取了关于紫⾦⼭天⽂台历史发展脉络和
近期重⼤科研进展的介绍，对中国天⽂学的最新发展表⽰赞
许。随后视察了古天⽂仪器组群、近代天⽂望远镜以及天堡
城等历史遗迹，赞叹我国古代天⽂学的辉煌，并饶有兴致地
谈到我国南⽅地区北回归线附近在夏⾄前后的�立竿���
��现�。

张德江同志视察紫⾦⼭天⽂台

14简讯
13紫台紫⾦⼭园区举办消防演练
12紫台⻘海观测站举办⽉球知识科普活动
12我和⽇⻝有个约会�记⻘海观测站12⽉26⽇⽇�科�活动
10紫⾦⼭天⽂台举办⽇⻝观测直播活动
10紫⾦⼭天⽂台博⼠后崔明阳和⾟⽟良荣获中国博⼠后科学基⾦⾯上资助
09紫⾦⼭天⽂台举办⼼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
09刘尧博⼠为紫台研究⽣作公派出国申请的经验分享报告
08中国科学技术⼤学天⽂与空间科学学院学位分委员会成⽴暨第⼀次会议召开
08紫⾦⼭天⽂台⾜球队荣获“在宁部属科研院所第⼗⼆届职⼯⾜球⽐赛”冠军
07第五届在宁部属科研院所职⼯扑克牌⽐赛在紫⾦⼭天⽂台举⾏
06紫⾦⼭天⽂台举办第三届职⼯运动会
06紫⾦⼭天⽂台公共技术服务中⼼纳⼊院择优⽀持
06紫⾦⼭天⽂台举办警⽰教育视频学习会
05瑞⼠洛桑联邦理⼯学院天⽂研究所所⻓兼空间中⼼主任Jean-Paul�Kneib�授访问紫台
05紫台举办“暗条动⼒学研讨会”
04中国空间站光学巡天望远镜科学应⽤系统⼯作会议在紫台召开
04第⼆⼗届东亚地区亚毫⽶波接收机技术研讨会在南京顺利召开

03“中国天⽂学会⾏星科学与深空探测前沿研讨会�暨中科院⾏星科学重点实验室�和�⽉球与⾏星科学国家重点实验室2019年联合学术年会”在
成都召开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暗物质粒⼦探测卫星的科学研究”项⽬2019年度�流�议在紫台召开 03

ASO-S卫星专辑出版 03

中科院紫⾦⼭天⽂台、中科院⾏星科学重点实验室双获“何梁何利基⾦优秀志愿单位”荣誉称号 02

01张德江同志视察紫⾦⼭天⽂台

02史⽣才研究员荣获2019年何梁何利基⾦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02紫台康熙研究员⼊选2019年国家“百千万⼈才⼯程”

图1:�张德江同志视察紫⾦⼭天⽂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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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研�员荣获2019年何梁何利基⾦科学�技术进步奖

2019年11⽉18⽇，何梁何利基金
2019年度颁奖⼤会在�举⾏。�金��
��史⽣�研�员荣获何梁何利基金
科学与技术进�奖。中共中央政�局�
员 、国 务 � 副 总 理 刘 鹤 � � ⼤
会并讲话，� 国 �⼤常� 会 副�
员⻓张�贤，�国政协副主�、中国科

协主�万钢��⼤会。
史⽣才，中科��金����研�

员，中科��电��重点�验�主任，�
金�����术�员�主任。他是�赫
�超导�测�研�领域的国际知�专�，
我国�赫���技术的主�开创者，在
�赫�超导�测�物理�理、�⽚技术
和�统应⽤等�⾯做��项有国际�响
⼒的�创性研�成果。领导研制的�赫
�超导�测�成功应⽤于我国13.7⽶�
⽶波�远镜、国际��⼤科���
ALMA和SMA等，�立了我国在该领域
的国际地�，�动了我国�赫����
的发�。他带领�队攻克的�赫�谱�
���度�测技术是我国未来�赫��
�⼤科�装置�设的����，在��
�⼒波�测、��物理、量���等领域

也�发挥重�作⽤。他⽤汗�创�了我
国�赫����测的辉煌,��了⼀�
年轻有为的国际前�科��队。

何梁何利基金由⾹�爱国金��
何��、梁�琚、何�、利国伟于1994年
创立，旨在奖励中国杰�科��，服务于
国�现代��设。基金�年评奖⼀�,设
有�科��技术成�奖”、�科��技术进
�奖”、�科��技术创�奖�三�奖项。
史⽣�研�员获此�荣，成为继�⼤闰
�⼠（2003年）、张��研�员（2005年）、
陆埮�⼠（2008年）、吴连⼤研�员
（2009年）、常进研�员（2018年）��，
�金�����六�获得何梁何利基金
科��技术进�奖的科��。

【供����李��、�梁】

紫台康熙研究员⼊选2019年国家“百千万⼈才⼯程”

近⽇接到院⼈事局通知，经中科院
推荐、⼈⼒资源社会保障部组织专家遴
选，紫台星系宇宙学和暗能量研究团组
⾸席科学家康熙研究员，⼊选了2019年
国家“百千万⼈才⼯程”，并被授予“有突

出贡献中⻘年专家”荣誉称号。
国家“百千万⼈才⼯程”是中国⾼

端⼈才选拔培养的品牌⼯程，由⼈⼒资
源社会保障部会同科技部、教育部、财政
部、发展改⾰委、⾃然科学基⾦会、中国

科协组织实施，旨在重点选拔培养瞄准
世界科技前沿，能引领和⽀撑国家重⼤
科技、关键领域并实现跨越式发展的⾼
层次中⻘年领军⼈才。中国科学院
2019年共有35⼈⼊选该⼯程。

【撰稿：�汪宏波】

2019年11⽉18⽇，值此何梁何利
基⾦创⽴25周年之际，为了褒扬和鸣谢
为何梁何利基⾦实现崇⾼宗旨所做出的
宝贵贡献，何梁何利基⾦特颁发中国科
学院紫⾦⼭天⽂台、中国科学院⾏星科
学重点实验室“优秀志愿单位”荣誉证
书，同时紫⾦⼭天⽂台共⼋⼈获�何梁何
利基金����者”荣誉称号。

何梁何利基金是由⾹�爱国金�
�业�何��、梁�琚、何�、利国伟，�
�爱�国、爱科�、爱��的�尚情操，

�怀�在中国的⼟地上，�立中国的奖励
基金，奖励中国的杰�科技⼯作者�的�
���，共同创�的⾹�����基金。

⾃1994年3⽉30⽇在⾹�成立�来，何
梁何利基金坚持��平、�正、�开�的评
选�则，�励了⼀��⼀�科技⼯作者

中科��⾦����、中科�⾏星科学重点�验��获
�何梁何利基⾦优���单�”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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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术��。同时，基金�科�性、��性和��⼒的评选结果，得�内地�⾹港、澳⻔各界的肯�和�评，国际�响也�
⽇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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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梁】

ASO-S（先进�基�阳���）是我国⾸颗正式⼯�立项
的�阳�测专�卫星，计划于2022年左右发�。为了让国内�
同⾏尽早地了�ASO-S卫星，以便未来更好使⽤ASO-S�据开
��阳物理研�，项⽬组�期在RAA杂志上发表了ASO-S专辑
（2019年�19��11期），该专辑共��13���，覆盖�总

体��、科�⽬标、�统设计、载荷��、样�研制，�科�应
⽤�统���协同观测计划等各��⾯内�，是⼀���样
研制阶�早期的ASO-S项⽬完整介绍版本。

专辑⽹址为：http://www.raa-journal.org/raa/index.�
php/raa/issue/view/210。

ASO-S卫星专辑出版

【撰���⽢为�】

国家重点研发计划“基于暗物质粒⼦探测卫星的科学研究”项⽬
2019年度交流会议在紫台召开

12⽉16⾄17⽇，国家重点
研发计划“基于暗物质粒⼦探测
卫星的科学研究”项⽬组在紫⾦
⼭天⽂台（紫台）召开了2019年
度交流会，项⽬顾问、项⽬责任
专家和项⽬专家、中科院前沿局
领导、依托单位领导、项⽬组⻣
⼲研究⼈员等五⼗余⼈参加会
议。

会议由项⽬⾸席科学家常
进院⼠、各课题负责⼈和两位项
⽬⻣⼲成员分别就项⽬2019年
度总体进展、课题进展以及伽⻢
射线和质⼦能谱分析等专题做

了汇报。专家组听取了汇报并⾼
度评价了项⽬在2019年度取得
的进展，并就项⽬下⼀阶段研究
规划给出建设性意⻅，包括开展
对卫星运⾏四年来⼯程技术经
验的总结、加强关键科学问题的
梳理和凝练、统筹协调经费使⽤
等。项⽬组将根据任务书规定的
各项任务，结合专家组意⻅，做
好本项⽬后续研究⼯作，努⼒取
得更⼤的成绩，圆满完成项⽬任
务。

项⽬组成员还对“悟空”号
数据处理进⾏专题讨论，并就新

⼀代暗物质粒⼦探测卫星科学⽬标及技术⽅案进
⾏咨询论证。12⽉17⽇恰逢“悟空”卫星成功发射
四周年，⼤家为“悟空”进⾏⼀场短暂⽽特殊的⽣
⽇庆祝活动。在场⼈员都是“悟空”诞⽣的⻅证者，
⼤家为其在天上的完美表现感到欣慰与⾃豪。

“中国��学�⾏星科学����测前�研讨� 暨
中科�⾏星科学重点�验� � ⽉��⾏星科学国�重点

�验�2019年联合学术年�”�成都召开
11⽉1⽇�4⽇，�中国

����⾏星科����
�测前�研讨�暨中科�
⾏星科�重点�验�和⽉
��⾏星科�国�重点�
验�2019年联��术年
��在�川成都召开。��

�议由中国����⾏星
专业�员�、中国科��
⾏星科�重点�验�、⽉
��⾏星科�国�重点�
验�共同主办，中国科�
�上�����办。来⾃
��科技⼤�、⾹�⼤�、

北�⼤�、南�⼤�、中�
⼤�、武汉⼤�、中国科技
⼤�、中国�间技术研�
�总体�、钱学森空间技
术实验室、上���技术
研��、中国科��地质
�地�物理研��、地�

��研��、�金���
�、上����、�南��
�等42�单�，182�专�
学者参�了会议。

���议议题�括�
�地⾏星�测�应⽤�⼩
⾏星���测�⾏星陨⽯

新 闻



化学；太阳系⼩天体探测
与物理；系外⾏星；深空探
测前沿技术；⾏星⼤⽓与
内部结构；⽉球探测；太阳
系边界探测；⾏星遥感与
地质等⾏星科学与深空探
测研究的前沿⽅向。会议
邀请了中国空间技术研究
院总体部李⻜研究员、上
海航天技术研究院褚英志
研究员、南⽅科技⼤学叶
⽣毅教授、北京⼤学刘永
岗研究员、中国科技⼤学
⻩⾦⽔教授、南京⼤学⻩
永锋教授、周礼勇教授、中

⼭⼤学余聪教授、澳⻔科
技⼤学祝梦华副教授、中
国空⽓动⼒研究与发展中
⼼超⾼速所柳森研究员、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
究所魏勇研究员、上海天
⽂台孔⼤⼒研究员、紫⾦
⼭天⽂台季江徽研究员作
邀请报告。此次会议共计
52份⼝头报告及40份张�
贴海报，�⽰了��研�
成果。��专�、�者认�
��了�术报告，围绕�
����测任务、��开
�的�星�测任务、��

⾏星�测前�、金星地幔�流和轨��征、⼟星结��环
流、⼩⾏星�击地���、中国⾏星科��科�设等热点
问题进⾏了热烈的讨论��流。

⾏星科�����测研�是国际前�领域。此��议
��了��科研��和���者的����，促进了国内
��者的�作��流，�动了国内⾏星科�的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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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者��。

�⼆⼗届东亚地�亚�⽶波��机技术研讨����顺利召开

11⽉24⽇�26⽇，�
⼆⼗�东亚地�亚�⽶波
���技术研讨�在南�
顺利召开。

该�议是东亚地��
年⼀�的关于亚�⽶波�
�技术的研讨�，旨在研
讨国际该领域研��向�
趋势，�结�东亚地�正
在开�的相关研�计划进
⾏重点研讨，进⽽�动�
赫��测技术的发���
在��和其�领域的应⽤。
�金����是这��议
的主�发���⼀。��
�议由中国科���金�

���、中国科���电
��重点�验�主办，内
���⼤型研�计划进
�，包括wSMA、ALMA、
DATA� 5、JCMT、六⼗⽶亚
�⽶波�远镜等�亚�⽶
波超导SIS/HEB�频技术�
亚�⽶波超导����相
关技术�亚�⽶波超导�
�检波和成�技术等�⾯
研讨，�未来计划。来⾃⽇
�、韩国、中国⼤陆���
的70��科研�员��了
���议。

�议期间，科研�员
�各⾃相关领域的研�进

�进⾏了�绍，��开讨
论��流。���员还�
观了�金�����林园
�的�⽶波和亚�⽶波技

术�验�，�验�成员�
�验�的更�和进�进⾏
了�绍。

11⽉28⽇�29⽇，�中
国�间������远镜
科�应⽤�统⼯作�议�
在�金����（��）顺
利召开。���议由��

星����和��量研�
�组组织，��副�⻓⽑
瑞⻘����欢��。

来⾃国����、上
����、⻓����、南

����、�南⼤�、上�
��⼤�、北�⼤���
南�⼤�等单�的相�研
��员��了此��议。
���员�别�绍了各⾃

的任务�⼯进�，���
远镜��、成���缝�
谱处理技术、各终�模块
的�设���据�撑环�
等问题�开了��细�的

中国�间�光学���远镜科学应⽤�统⼯作�议���召开

新 闻



�讨，��了下⼀�的⼯作�向��作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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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动⼒学研讨�”
随着空间和地⾯太阳望远镜⾼分辨率观测数据的

不断积累和国内太阳物理同⾏在暗条研究⽅⾯的快速
发展，紫⾦⼭天⽂台（简称紫台）⻘促会会员张擎旻副研
究员于11⽉6⽇在���林园�组织举办���动⼒�
研讨��。

本次研讨会邀请到了云南天⽂台闫晓理研究员
（⻘促会⾸批优秀会员）、⼭东⼤学（威海）郑瑞⽣教授和
紫台宿英娜研究员做关于暗条结构、形成、爆发和相关
现象（EUV波）的��报告。其他9�⻘年科研�员和研
�⽣也�别围绕���荡����发、⽇冕��物质
流、���量释���周期�荡、重复⽇冕喷流等课题
做了精�的⼝头报告。精�的图⽚、绚�的电�，给⼤�
留下了��的��。研讨�共��了南�⼤�和��共
25�专��者��，⼤�针�报告内��开热烈讨论，

积����策，��励研�⽣开阔思路、精��
精。

本次研讨会充分展⽰了⻘年科研⼈员在相关
领域的前沿进展，有⼒促进了紫台太阳活动的多
波段观测研究团组与同⾏的交流与合作，也加强
了紫台⻘促会与其他科研院所的联系，取得圆满
成功！ 图1:�研讨�现场。 图2:���者��。

�⼠洛桑联邦理⼯学���研���⻓兼�间中�主任
Jean-Paul Kneib教授访问紫台

12⽉2⽇，瑞⼠洛桑联�理⼯��
（EPFL）��研���⻓��间中�
（eSpace）主任Jean-Paul� Kneib教授
访问�金����（简�����）�进
⾏�谈�流。���⻓常进、副�⻓⽑
瑞⻘、副�⻓吴��等���谈�。

吴雪峰副台⻓主持会议并介绍了
紫台的发展历史、机构设置、科研及教

学现状。Kneib教授简��绍了EPFL的
��和科研组织形式，��重�绍了正
在�⾏的科研项⽬和⼯�任务。��科
研�员�别�绍了�物质粒��测卫
星项⽬、2 . 5⽶⼤视场���远镜
（WFST）项⽬����SKA科�组织等
情�。双��可�的科�和技术�作�
开了��讨论，��了�立�期科研�
作的��。

��，Kneib教授还�观了�物质
��间���验�、�⽶波和亚�⽶波
技术�验�和�金�园�。���流的
还有�国国�科�研�中�（CNRS）⻢
赛粒�物理中�研�主任Charl ing�
Tao教授、上海���陕欢�研�员�
���相关科研�组和科研处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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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办�⽰教�视频学习�

12⽉11⽇，�金����举办
《�问��》�⽰��视频�习�，�
领导��成员、���员、纪��员、
中层领导�员、�⼤�员和职⼯�
150����议。

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张建成作
警⽰教育主题讲话。他指出，此次活
动旨在以案释纪、以案释法，通过反

⾯典型深刻揭⽰腐败的危害性，体现
党和国家反腐倡廉的坚定决⼼，教育
⼴⼤党员⼲部不断增强廉洁⾃律意
识，提⾼拒腐防变的能⼒，时刻不忘
初⼼、牢记使命，坚守底线、不碰红
线，把纪律和规矩挺在前⾯，⾃觉抵
制各种诱惑，勇于担责作为，为我台
各项事业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
贡献。他指出，台纪委将牢牢把握“三

转”本质要求，做好“五个转变”，着⼒
完善我台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
体制机制，为我台科技创新中⼼⼯作
保驾护航。

《叩问初⼼》警⽰教育⽚是由中
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和中央“不忘
初⼼、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组
办公室联合摄制，分“信仰之失”、“贪
欲之害”和“围猎之祸”三部分。讲述
了少数党员⼲部违背党性原则、漠视
党纪国法，⼀步步⾛向腐败堕落的深
渊，最终成为党和⼈⺠的罪⼈。通过
对这些党员⼲部如何⾛向腐败的变
质历程和犯罪轨迹的深刻剖析，揭⽰
了腐败给党、国家、社会和家庭带来
的巨⼤危害，具有很强的警⽰教育意
义。

图1:�张建成作警⽰教育主题讲话。

图2:��⽰��视频�习�现场。

�⾦�����共技术服务中�纳��择优⽀�

中国科学院条件保障
与 财 务 局 近 ⽇ 下 达 了
2019年度�级�共技术服
务中��设择��持评审
结果的�知。中国科��
�金����（简���
��）�级�共技术服务中
�（简���级中��）经过
专��评和9⽉27⽇的现

场评审，正式获�纳��
择��持范围。

作为��科技�撑�
统的重�组成��，�级
中�旨在�过��体制�
制，�现仪器设备资��
�共�，提�仪器设备的
使⽤�率��过�⽤��
��理⼿�，�现⼤型、�

⽤、精�测试等仪器设备
的�统⼀规划、�中�理、
开�共�、有偿服务���
过�����励�制，�
�技术�撑队��设，保
��级中�可持续发�。

��，���级中�
��照中科���级中�
�设的相关��，进⼀�

��中�的��、⽬标，�
理中�的组织结�和�⾏
�理模式等，��技术队
��设，���员绩��
励措�和职����制，
�⾯�进�级中��设，为
���⼀三��规划科技创
�中�⼯作提供有⼒�撑。

【供���资产办】

�⾦����举��三届职⼯�动�
为充分展现紫⾦⼭天⽂台职⼯

团结、进取、拼搏、向上的良好精神⻛
貌，提⾼单位凝聚⼒、竞争⼒，丰富职
⼯业余体育活动，紫台⼯会、天⽂与
空间科学学院、团委于12⽉13⽇共同
�⼿举办了���三�职⼯�动�，
共组织了��6个�⼯�、����
间科���和星河�司等8�代�队

超过200��赛。
����副书记、纪委书记、⼯

会主席张�成为运动会�词。�年的
12⽉13⽇是�六�南�⼤�杀�难
者国���⽇，他和⼤�⼀�缅怀了
82年前惨遭侵华⽇军屠杀的遇难同
胞，共同追忆了那⼀段沉痛的历史。
铭记历史、缅怀先烈是为了勿忘国 图1:�运动会开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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耻、⾃强不息、珍爱和平、开创未来，
从历史中汲取前进的⼒量，他建议⼤
家经常开展体育锻炼、强⾝健体，积
极⼯作，为实现“两个⼀百年”奋⽃⽬
标、实现中华⺠族伟⼤复兴的中国梦
⽽努⼒奋⽃。

运动会开始前，举办了简单⽽庄
严的升旗仪式，由暗物质和空间天⽂
研究部、南极天⽂和射电天⽂研究
部、⽀撑系统的三位党⽀部书记兼分
⼯会主席⻢涛、陈学鹏、刘梁护旗并
将国旗冉冉升起，全体⼈员伫⽴唱国
歌、⾏注⽬礼。运动会在紫台副台⻓
吴雪峰的宣布下拉开了帷幕。

���动�共设8个�赛项⽬，
�别是�河、⾜��点�⻔、篮��
点�篮、�敌⻛�轮、两�三⾜�⼒、
�铁环、����体赛和羽⽑��体

赛。赛��为2个阶�，����体赛
和羽⽑��体赛于12⽉6⽇进⾏，其
他6个项⽬于12⽉13⽇⾓�。

⽐赛中，各代表队派出精兵强
将，竞技状态出⾊，现场⽓氛活跃，参
赛队员和啦啦队员热情⾼涨。⽐赛场
上参赛队员竭尽全⼒，奋勇争先，在
加油呐喊声中拼搏，努⼒为团队争得
荣誉、赛出亮点。经过激烈争夺，暗物
质和空间天⽂研究部、管理系统、⽀

撑系统分别获得团体冠、亚、季军。张
建成书记为获奖代表颁奖，⽐赛在热
烈的⽓氛中落下帷幕。

运动会不仅是个⼈才能展⽰的
舞台，更是集体精神冶炼的熔炉，各
代�队��队配��现了�体⼒量，
��队��⼒升华为�体精�。此�
�动����映了��职⼯、研�⽣
积�向上、�⽓��的⻛�和�发有
为、协同创�的精�。�动�锻炼了
��，��了�体�识，�的是体�
项⽬，内��处涌动的是���的热
爱、�⼯作、�科研的热情。⼤�纷纷
�⽰，在��的⼯作中，永远不��
�、牢记使�，继续发扬�队协作、顽
�拼搏精�，为紫台各项⼯作的发展
和国���科技事业的不�进�贡
�⾃⼰的⼒量。

图2:�升国�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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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颁奖仪式。

图4:��赛现场⼆。

图3:��赛现场⼀。

�五届�宁�属科研��职⼯扑克牌�赛
��⾦����举⾏

12⽉14⽇，时�周末，为���动��性体
���活动的开�，��在��属科研��间

职⼯�流，由江苏省��科技
⼯�科研���（棋�协�）主
办，�金����和南�农业
�械�研��联��办的��
�在��属科研��职⼯�克
�掼蛋�赛在���林园�举
⾏。江苏省��科技⼯�副主
���华和科研����⻓吴
�城应���开�式。

���赛共有24�科研�
��百�选⼿��。�赛�早
��点半开�，下午�点结束。

�赛期间，选⼿们沉�应�，�
切配�，现场⽓���。

经过六轮激烈⻆逐，最终
决出团体前⼋名，其中南京⽔
利科学研究院、中国电⼦科技
集团公司第五⼗五研究所、南
京天⽂仪器有限公司分别荣获
团体冠、亚、季军。

吴宝成部⻓、张建成书记
等分别为荣获团体前⼋名单位
颁奖。

图1:�开幕式领导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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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赛现场。 图3:�颁奖仪式。

为推动在宁部属科研院所科研⼈
员⾛近⾜球、热爱运动，加强相互交流，
落实党的⼗九⼤有关“加快推进体育强
国建设”要求，由紫⾦⼭天⽂台承办的
“第⼗⼆届在宁部属科研院所⾜球赛”在

南京⼯业职业学院⾜球场隆重举⾏。在
台领导的⼤⼒⽀持和指导下，在台⼯会
和团委的精⼼组织下，本次⽐赛达到了
预期效果，受到参赛单位的⼀致好评。

经过为期⼀个⽉的⽐赛，紫台⾜球
队团结⼀致，作⻛顽强，凭借娴熟的技
术、扎实的功底、默契的配合，最终获得
了⽐赛冠军，这也是紫台⾜球队在该项
赛事中第六次夺冠。同时，袁强荣获“最
佳射⼿”称号、周康敏荣获“最佳运动员”
称号。紫台⾜球队员在⾜球场上充分展
现了紫台⼈团结和谐、勇于拼搏、积极向
上的精神⻛貌。

⾜�在��有较�的传统和基础，
在��⼯�、�����⼤⾜�爱�者
⻓期坚持和�动下，营��了浓�的⾜
��围，为丰���性�体活动，提升科
研�员�体�质发挥了重�作⽤。

�⾦����⾜�队荣获��宁�属科研��
�⼗⼆届职⼯⾜��赛�冠军

图1:��赛现场。 图2:����动员��。

���议由���⻓、
��������员�主任
常进�⼠主持，应��员
32�，���员28�。

中国科�技术⼤�（�

下简��中国科⼤�）研�⽣
�副�⻓、��办主任�华
��授⾸先向各��员�读
了��������员��
员�单和����员�的职
��议事规则。

�上，各��点���
科��申请�的��作了详
细�绍。�议�据相关�件
��，���申请者的科研
成果和��论�内�等材料
进⾏了认�审�。�过不记

��票�决，�照申请者的�
籍�⼝，����议授予2�
申请者中国科⼤�⼠��、
2�申请者中国科⼤硕⼠�
�，���议授予4�申请者
中国科��⼤��⼠��。

紫台副台⻓、学位分委
员会副主任吴雪峰介绍了申
请中国科⼤天⽂学系兼职博
导申请⼈的基本情况，委员
们经过认真讨论和不记名投
票，通过了兼职博导的初评，

并提交到中国科⼤校学位委
员会讨论。

��，吴��向�员们
�绍了中国科⼤�����
��订说�，�过��中国
科⼤研�⽣����总则
2009��2019�的主�变
�，列举�����研�⽣
����讨论�中的课�体
�设�、��过�、��论�
�辩等需�讨论的事项。

��，����员�主

2019年11⽉27⽇，中国
科�技术⼤�����间科
���（�下简�����
��）�⼀�����员��
体�议在中国科���金�
���（�下简�����）�
林园�召开。

中国科学技术⼤学����间科学学�
学���员�成立暨�⼀��议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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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常进�⼠�������
进⼀�征�各��点和�科

点导师�⻅，积�组织�习、
讨论，��照《中国科�技术

⼤�研�⽣����总则》
（2019）做�����研�⽣

����的�订⼯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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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下午15时，�成���
习回国的�尧�⼠在3-302会议�为
�金����（简�����）研�⽣
作了���国申请的经验��报告，
报告�由研�⽣�主任吕�主持。

�在���国申请经验��报告
中，�尧�⼠详细�绍了⾃⼰留�项
⽬的申请�备、申请过���国�的
科研⽣活经历，给�了⾃⼰的经验总
结，包括��国��作者的联络�申请
材料的�备�⾯试中常⻅的问题�国
�⽣活的��事项等。报告结束��

尧�⼠�同�们进⾏了热烈的�动
�流，�留下联��式，�⽰�果�
���们����相关的疑问或者
�难，�尽⼒给予帮助。��报告�

受�同�们的热烈欢�，为�有�国
经历的研�⽣申请���国�习提
供了有益的指导。

刘尧博⼠是紫台培养的博⼠研
究⽣，在学期间师从分⼦云与恒星形
成研究团组的⾸席科学家王红池研
究员。毕业后留紫台⼯作，从事原⾏
星盘结构与演化、⾏星形成课题研
究。在读博期间和参加⼯作后，先后
申请到中科院和国家留学基⾦委的
资助赴德国交流学习。

刘尧博⼠为紫台研究⽣作公派出国申请的经验分享报告

图1:�刘尧博⼠在作报告。

紫⾦⼭天⽂台举办⼼理健康教育专题讲座
为增强研究⽣⼼理健康意识，提

⾼⼼理健康教育管理⽔平，加强学⽣
⼼理危机预防与⼲预⼯作，促进学⽣
正确⾯对⼼理问题、平衡科研⼯作与
⽣活，2019年11⽉29⽇上午10:00，
�金����研�⽣���中国科
�技术⼤��理����询中�主
任沈克祥�授为�⽣��了⼀场主
题为《阳��卓���福�谈研�⽣
的�理���压⼒�理》的�理��
��讲�。

沈克祥主任��默⻛�的开场
⽩快���了⽼师和同�们的兴�。
�过��鲜活的事例，沈主任�调当

下研�⽣�体中�为�⽣��、�爱
��问题、科研进�不顺或�导师关
�紧张等⽽�现�理⾏为问题��
精神�碍的�例�年�升，告诉⼤�
�找回⾃⼰的��，聆�����处
的声�，�⽽正��观地⾯��理问
题。同时，沈主任的报告中也告诉⼤
��何�别和处理精神��，告诫同
�们⼀��⾃觉地关�⾃⼰的�理
��，�现�⾃助�成⻓。讲�过�中，
在场的⽼师和同�们�沈主任积�
�动，�讨⽣活中��的�惑。针�不
同问题，沈主任⼀⼀给�了专业的指
导�议，让在场的�有�受益��。

本次讲座由紫⾦⼭天⽂台副台
⻓、天⽂与空间科学学院常务副院⻓
吴雪峰主持，在台导师和研究⽣积极
参加。吴雪峰副台⻓在讲座的最后，
希望我台的研究⽣通过聆听沈主任
的精彩报告，在接下来的学习、科研
和⽣活中，保持规律⽣活、正确认识
⾃⼰、激发内在动机、正确认识别⼈、
管理消极情绪、塑造积极氛围。本次
讲座进⼀步宣传和普及了⼼理健康
知识，对紫⾦⼭天⽂台研究⽣⼼理健
康教育⼯作的开展起到积极的促进
作⽤。

图1:�吴雪峰副台⻓主持讲座。 图2:�沈克�主任为⼤�做精彩讲�。 图3:�导师与研究⽣认真聆听讲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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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讲⼈简介：
沈克祥，中国科学技术⼤学⼼理

健康教育与咨询中⼼主任、国家⼆级
⼼理咨询师，国家⼀级职业指导师，
国家⾼级家庭教育指导师。合肥市⼈
⺠政府特聘督学、安徽省⼼理危机⼲
预学会常务副会⻓、安徽省⼼理咨询
师协会副理事⻓，安徽省⼼理卫⽣协
会⼼理治疗与咨询专委会副主任委
员，合肥市社会⼼理服务体系建设专
家组成员。

�获荣��2016年7⽉，��国

�州⼤�伯克利��研�。�事�理
�������研�⼯作20年，�开
刊物发��术论�⼆⼗��。获��
省��研�成果⼀等奖，主讲�理�
课�获�国�级�精品课�，�获��
�省�坛���，���省⾸�⼗佳�
理�询师�，���省�理��⼯作杰
�贡�奖�等荣�。受训�理��项
理论�技术，���事�理�询�辅
导��时⻓�5000�⼩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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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提问�动环节。

紫⾦⼭天⽂台博⼠后崔明阳和⾟⽟良荣获
中国博⼠后科学基⾦⾯上资助

根据中国博⼠后基⾦
会通知，中国博⼠后科学基
⾦第66�⾯上资助评审结
果�晓，�金�����⼠
���阳和�⽟良荣获中国
�⼠�科�基金�66�⾯
上资助。�

��阳�⼠在�物质
��间���验��事�⼠
�研�，�作导师为常进研
� 员，主 � 研 � � 向 为
DAMPE的模����线�
据��。受资助的项⽬为�
�线�质�相关的�物质研
�，主�关于�下⼏��⾯��
��线�阳调制�应的电荷

�赖性、�间�赖的��线
传播、�质�产⽣�⾯不�
�性�AMS02疑��质�
超�的�响�结�Fermi卫�
星和DAMPE的伽⻢�线�
据研��椭�星�伽⻢�线
辐�，进⽽检验�质�超的
��性�其�物质�释。�
过�统研�背��质�的流
量不��度的主�来�、结
��椭�星�伽⻢�线辐�
的�据，进⼀�检验�质�
超�的��性�其�物质�
释。前期的相关研�结果已
有三�在国际知�SCI期刊
上发�。⽬前已在主流期刊

发��术论�7�，其中�
⼀作者��讯作者���4�。

�⽟良�⼠在���
�粒�的��和辐�研��
组�事�⼠�研�，�作导
师为���研�员，主�研
��向为超�星遗�中的粒
���和辐�过�。受资助
的项⽬为超�星遗�中的粒
���和辐�过�。主�研
�内�包括�利⽤Fermi -
LAT数据�伽⻢�线超�星
遗�和脉�星⻛�的证认�
利⽤�时扩散�波��理论
模型�释超�星遗�的�波
�辐�����超�星遗�

中粒��逸的研�，��银
河���线的超�星遗��
��说。⽬前已在�体物理
主流期刊发��术论�
15�，其中�⼀作者��讯作
者��5�。

中国�⼠�科�基金
旨在资助�有创��⼒和发
��⼒的���⼠�研��
员，该基金是给予�⼠�研
��员在�期间�事⾃主创
�研�的科研�动或补�经
费，其资助经费主�来�于
中央财政拨�。

【撰���金璐】

�⾦����举�⽇�观测�播活动
2019年12⽉26⽇⼀

场精�的���⽇环�
在��中上�，中国��
可⻅⽇��。�此契�，中
国科����科�联盟主
办了⽇��络�播活动，�
�由联盟�属各成员单�
共同�办。��⽇��络
�播活动的�作�体��
�、�浪�、腾讯�、央视

�阵�等在�络上进⾏了
全程直播。

此�⽇环�于北�时
间10时29�开�，16时05�
�终⽌，历经5个�⼩时，
环�带���阿拉伯开
�，经过�度、�度尼⻄
亚、⻢来⻄亚等国�，�终
在���⻄�结束。在我
国��⾃⻄向东��可�

看�不同��的⽇��，
�且��南���⼤。

�金����历算�
组�早�前�发布了此�
⽇�的相��据，为活动
的顺利组织开�提供了重
��持，��专�也��
�受各��体采访，�读
��⽇�的情�，��账
���金����科��”

还专⻔制作发布了⽇偏⻝
⽰意动图。��科��撰
��经��历算专�审�
的��，经由���科�
联盟�����作创作为
科�漫�《2019年末“三⻆
�”⼤戏 � 你会和谁⼀起
看？》，在联盟各单���
�、��等�体上发布，阅
读量�100万�。

新 闻 ∣ 科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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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联盟主办的⽹络
直播活动在南京、北京、上
海、昆明、乌鲁⽊⻬、德令
哈、⻘岛等⼗个城市设置
了观测站点，全⽅位实时
传送各地⽇⻝画⾯，并设
置北京、南京等四个演播
室，由专家对这次⽇⻝向
公众进⾏专业解说并介绍
⽇⻝相关知识。

在⻘海德令哈和⼭东
⻘岛，紫⾦⼭天⽂台⻘海
观测站、⻘岛观象台分别
为⽹络直播成功地提供了
⽇偏⻝实时画⾯信号。⻘
海观测站⼯作⼈员在科普

部李阳主任的带领下携带
望远镜来到德令哈市奥运
⼴场，在线直播了⽇⻝的
整个过程。同时，还向⾏⼈
发放了太阳观测眼镜，指
导公众正确观赏并通过多
种⽅式普及天⽂知识。
26⽇早�，⻘岛上�阴�
�布，⻘岛观��⼯作�
员还是早早�做�了⼀切
�备⼯作。��开��，�
�中的�层�渐变�，�
��阳的�现，早已架设
�的�远镜�时�⽇��
�传��播��，�⻘岛的
⻅����⽰在��⾯前。

��，����观测�也拍
摄了�幅⽇��照⽚。

在南�，�播活动由
��和南����、南�
�仪�司三�联盟成员单
�，��南���爱�者
协�共同举办，在�金�
科�园�设�了观测点�
�播�。遗�的是，受�⽓
�响，未�传�⽇��⾯
��。在�播�中，南��
���技术研��科�主
�董�川�照事先�播流
���，为���绍了这
�⽇�的���中国古代
��观测知识等。当�，�

�科��还组织了南��
国语����社�、��
爱�者�当地的�体记者
�园�共同��活动，�
⼀同�看这�⽇��络�
播。

⽇��络�播活动共
进⾏了���⼩时。��
统计，在���、�浪�、
腾讯�、央视�阵�等�
络�体上�看�播���
1000万�上。央视等��
�体也�这�活动进⾏了
报�，活动�得圆满成功。

图1:�南��播活动�播�现场。 图2:���⻘��活动现场。 图3:���⻘岛观��活动现场。

图4:�����观测�拍摄的⽇��。 图5:�南�现场⼯作�队。 图6:�南����董�川正在讲�。

图7:�活动现场。 图8:��层⾥�纵��
的南�⽇��。

图9:�相约2020年6⽉21⽇�⽇环�。 图10:��体报�。

科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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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有个约�
�记⻘海观测站12⽉26⽇⽇⻝科普活动

2019年12⽉26⽇，�年度��⼀
�的⽇�奇观�期上�。中国科���
金����（��）⻘海观测�作为中
国科����科�联盟成员，�此契
�，在�令�����场�办了���
科�知识，�扬科�精神�的观�⽇��
科�活动。��活动由�中国科���
�科�联盟�主办，央视�、腾讯�、�
��、�浪�等����在线�播了⻘
海�令�的⽇��的��过�。

上午�时，⼯作�员在科��李
阳主任的带领下，早早来��场进⾏�
备。⻘海观测�为��活动�备了⼀�
150mm的�远镜，该�远镜�相�相
连。同时，活动还备有专⻔的�阳观测
�镜，�便体验者观看⽇�。在���
�观测�科�活动中，��⻘海观测�
提前规划�备，�做���预�，��
保��科��⽇��播观测活动顺利
进⾏。

⽇�，也是我国古代�称的��狗
�⽇�，是⼀种由�阳、地�、⽉�三者
相��置关��成的��。�地理�
�，��⽇�主�是⽇��，⽽且我国
��都可�观测�，且��南���⼤。
中午13时左右，这场⽇��奇观在�令
�现���，�阳�了⼀�⾓。虽�不�
⽇��和⽇环���观，但���精彩，
���传说中的�狗�掉了⼀块。

活动过程中，⼯作⼈员⼀边引导

⼤家仔细观察⽇⻝过程，⼀边详细讲解
相关天⽂知识。前来体验的⼈们看得⼊
迷，听得⼊神，在感受天⽂奥妙的同时
学到了知识，观测完后他们对天⽂表⽰
出极⼤兴趣，提出了很多问题，科普效
果很好。

为使活动��预期�果，⻘海观
测�⼯作�员精�制作�在活动现场
�⽰了3条横幅、3张海报、4⻔���
��10张⼆维码扫描�告。下午�时
许，��观测活动和科�活动结束，�
得圆满成功�作为⻘海省爱国主���
基地和科���基地，⻘海观测�为�

扬科�精神、提���科���发挥了
积�作⽤。

图1:�⽇��奇观⼀。

图2:�⽇��奇观⼆。

图3:�体验者观赏⽇⻝⼀。

图4:�体验者观赏⽇⻝⼆。

图5:�⼯作�员��留念。

【撰�、摄����⽣⽟】

紫台⻘海观测站举办⽉球知识科普活动

2019年12⽉19⽇，中国科��
�金����（��）⻘海观测��
同�令��科协在�令���级中
�举办了⽉�知识科�活动。此�活
动旨在提��令��中�⽣的科�
����，�发他们���的兴�，
��进⻘海观测�在�令�地�的
�响⼒。

19⽇下午四时，在德令哈市⾼级
中学多媒体教学教室，⻘海观测站⾼
级⼯程师李阳⽼师作了题为“⽉球科
普”的知识讲座，约200�⾼⼀年级的
学⽣及⽼师聆听了这场讲座。讲座讲
授⽉球基础知识，共分三部分：⽉球
形成学说、⽉球地形地貌以及⽉球对
于地球的重要性。在⽼师提问环节，

李阳⽼师联系学校教学实际，就关于
⽉球基本物理知识向在场学⽣进⾏
提问，如“地⽉距离”、“⽉球体积是地
球多少分之⼀”等。在学⽣提问环节，
在场学⽣就所疑惑的天⽂学知识向
李阳⽼师进⾏提问，如“⽇⻝形成原
因”、“⼈类为什么探⽉”、“⿊洞到底
是什么”等。李阳⽼师⽤诙谐幽默的

科 普



语⾔就将原本触不可及的天体物理
学知识讲得⽣动形象，受到了师⽣的
⼀致好评。活动过程中，随⾏的⻘海
观测站⼯作⼈员在校园内通过放置
科普展板以普及天⽂知识，并向每位
在⽼师提问环节中积极回答问题的
学⽣和在学⽣提问环节中勇于提出

问题的学⽣分发了⼀副观测⽇⻝眼
镜。

此次科普活动，以中学⽣为⾯向
主体，形式多样，寓教于乐，有效地拓
宽了他们的知识视野，激发了他们对
天⽂的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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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球科普知识讲座现场⼀。

图4:�讲座举办期间在校园内放置的科普展板。图3:�⽉球科普知识讲座现场三。图2:�⽉球科普知识讲座现场⼆。

���⾦�园�举�消��练

12⽉16⽇，�金����科��
在�金�园�组织举办了���练，
���练的�员包括科��职⼯�园
�物业�员，��请驻园�武�担任
�练��。�����练的⽬标是�提
升科���物业员⼯的�����
识，�悉��设�����器材��
�布，掌���发⽣�的报���，掌
�灭�技���散��、�⽣⾃�的
��，当�现������有�的组
织��、�散��、��损失。�

此��练的内�包括�训��战
操作两���。⾸先，�有���员�
�在报告厅，�习�金�园���应

�预��相关��器材的使⽤��，
��发⽣��时应该�何应�。��
⼤�转��园�东�⻋场，进⾏了�
战�练，模�园�内��发�各��
�有�处�措�，�体的�习流�是�
1 .联�物业负责��2 .联�武��
3.义务��员����服立�赶�失
�地点，报���说���，观��
势，查找��失���，�据��选择
⾏动��，�势是否�制或�灭�4.�
�科��其他职⼯维持现场秩�，�
散���5.向����⻔汇报��。物
业�习的��应�流�是��制⼤⻔
⼝，立��⽌�票，�散⼤⻔⼝��，

组织�员奔�失�点协助灭�，⼤⻔
⼝留�维持秩���备为���来的
��⻋指路。武��习的��应�流
�是�立��戴��服，�带��设
备，奔�失�点�制�灭��。

图1:����员�习消��练的��、内�和
流���应�预�。

图2-4:�武�战⼠讲�⽰范消�设备的使⽤��、�点。

科 普



14 2019年第6期
中国科学院紫⾦⼭天⽂台主办 紫台通讯

通过这次消防演练，参练⼈员对消防安全有了进⼀步的认识，熟知园区消防设施的位置与使⽤⽅法，掌握了基本的灭⽕
技能及疏散群众、逃⽣⾃救的办法，达到了演练⽬的。

【撰���胡�浩��摄���杨��】

讯简

����������11⽉7⽇，�金�����六⼗⼀期⻘年论坛在���林园区顺利举办。��论坛邀请到紫台⾦志平研究员，他为⼤
�带来了题为�伽玛暴�千�星成协事例�的�术报告。

����������11⽉14⽇，�金�����六⼗⼆期⻘年论坛在���林园区顺利举办。��论坛�请�北�理⼯⼤学董�教授，
他为⼤�带来了题为��波��技术�其应⽤�的�术报告。

����������11⽉22⽇，�⼗�期����⻰�在�金����（简���）�林园�3���期举办。���⻰�请����研�
员为⼤�带来了题为“2019年诺⻉尔物理奖�读�的精彩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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