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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晚，由中国教�电视�和创想乐园主
办的《梦圆�时代⸺�⼀带⼀路���联欢�别节
⽬》在中国��电视�（CETV）播�，�金����
��书记、副�⻓赵⻓����在��上进⾏了
“丝绸之路星���授�发布。

“丝绸之路星”处在⽕星和⽊星轨道之间，是紫
台于2009年10⽉14⽇⽤盱眙天⽂观测站近地天体
望远镜发现的，国际⼩⾏星中⼼于2009年12⽉给
予229864号国际永久编号，并确认紫台拥有该天
体的发现命名权。经紫台提名，2016年5⽉21⽇荣
获国际⼩⾏星命名委员会批准，正式命名为“丝绸
之路星”。

��仪式上，赵⻓�代���，向��颁发了
“丝绸之路星���铜�和证书，�简单�绍了��
策划和过�，为了响应习总书记提�的�⼀带⼀路�
国�级顶层战略，扩⼤国际�响，�金����提
��发现的
（2298 6 4）
�⼩⾏星�
�为“丝绸
之路星�，�
得�了国际
⼩⾏星��
�员���，
预⽰�我们
在��中国
�、���
���共同
体的�路上
不�前进。

图1:�赵⻓印书记向节⽬主办⽅授牌。

【撰稿：�朱爱仲；�摄影：�陈向阳】
图2:�赵⻓印书记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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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万�计划�是⼀项�盖领
域�、�����、��周期⻓的�
层����持计划，由中组�、��

�等11���联���，⾯向�国⾃
�科�、⼯�技术和����科�领
域。万�计划有三�层�，�别是杰
���、领军��、⻘年����。国
��万�计划�科技创�领军��，是
��创����进计划��选者中�
选产⽣，常进研�员领导的�基于�
物质粒��测卫星的科�研�创�
�队�于2016年成功�选科技��创
����进计划�的重点领域创��
队，作为负责�，常进研�员���
为�万�计划�领军��。

⽇前中共中央组织�办�厅下
发《�于�发�三�国��万�计
划��选�员�单的�知》，��常
进研�员作为�科技创�领军���
正式�选�三�国��万�计划��
员�单。这是��研�员⾸��选
�万�计划”，标志着紫台杰出科学
家和科学成果受到了中央认可和全
国瞩⽬。

� � � � 万 � 计 划 � 共 � 选
1635�，其中科技创�领军��
720�。

常进研究员正式⼊选国家第三批“万⼈计划”⼈员名单

【撰����汪�波】

范⼀中研�员在�物
质间��测、�⼒波��、
伽玛�线暴物理等领域�
得重�进�，⽬前已发�
论�8 0�� ( N a t u r e�
C ommun i c a t i o n s�
P h y s i c a l � R e v i e w�
Letters�讯作者��共
4�，Nature� Astronomy�
1�[�3作者]，��发�
Nature论�3�/�悟��
成 果 论 � [ � � � ] ) ，
ADS总�⽤4000��。范

⼀中研�员于2004年获得
中国科���⻓奖（�别
奖），2009年获得�国��
�⼠��论�，2012年获
得⾸�973⻘年科��专
题项⽬的资助，2015年获
得国�杰�⻘年科�基金，
2016年�作为�物质粒�
�间�测�队的��成员
�选�中国科���⼗⼆��
��贡��队”。

在1⽉23⽇举⾏的中
科�2018年度⼯作�议上，
�读��了10�“2017年
度中国科学�⻘年科学�
奖”获得者，以奖励他们在
科技创新活动中的突出贡
献。紫⾦⼭天⽂台范⼀中
研究员获此殊荣，这是⾃
2012年恢复颁发��⻘年
科��奖��来，��科�
��⼀�获得该项荣�。

�中国科��⻘年科
��奖”每年评选1次，每
次10名，以表彰院属单位
中各学科领域涌现出的先
进典型和做出突出贡献的
⻘年科技⼈才，在全院形
成⿎励创新、激励进取的
⼈才发展氛围。

范 ⼀ 中 研 � 员 ，
2006年在中科��金��
��获�⼠��，先�在
��列希伯来⼤�、丹⻨
����⼤��事�⼠�

研�，2012年�担任�物
质粒��测卫星（悟��）
的地⾯科�应⽤�统副总
设计师，2015年���为
��物质间��测的相�
物理研��组�⾸�科�
�，2017年�担任科技�
重点领域创��队—―基
于�物质粒��测卫星的
科�研�创��队的��
成员。

范⼀中研�员的�术
贡�主�有�1）在��创
�了伽玛�线�据��队
����领导了悟��卫
星的物理事例重�队�的
�设，为悟��顺利获得
�界上��精度的TeV电
����线�谱做�重�
贡��2）⾸�在⻓�暴
（GRB� 060614）中发现了
��星(macronova��⼒
波电�辐��应体)��，
还在⾸例�有���辉辐

�的�暴GRB� 050709中
发现了��星��，�动
了主�基于这两项成果的
VLT观测时间申请（�获时
间 � � � ⽤ 于
GW170817/AT2017gfo
的观测，获得了�界上�
�的�谱测量结果）�3）提
�了伽玛暴中��擎的⻓
期活动可���产⽣�辉
辐�，�破了�辉来⾃于
��波辐�的认识�架，
��立的伽玛暴早期�辉
�列现�的�释体���
�采⽤�4）在国际上率先
得�了伽玛暴�流体�有
��场的证据，��续研
���证�。

紫台范⼀中研究员荣获“����年度中国科学院⻘年科学家奖”

【撰����汪�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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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技术⼤学�⻓���访问�⾦����

2018年1⽉14⽇下午，中国科
学技术⼤学�⻓包�和⼀⾏访问�金
����，�双�共�2.5⽶⼤视场�
学�远镜进⾏协�讨论，并对中国科
⼤��与�间科学学�科教��⼯作
进��况进⾏了调研。中国科学技
术⼤学党政办��副主任周�，��
学�执⾏主任��、党总�书记�

业⻜、�重点实验�主任王�贵�同
参�。�金�����⻓杨戟、副�
⻓常进、��学�副�⻓吴��和财
资处处⻓盘军陪同访问。

杨戟�⻓���和�⻓⼀⾏的
来访�⽰热烈欢�。��和�⻓��
�在中国科⼤���科在����
�轮评估中发挥的重�作⽤���
动中国科⼤�双⼀流����科�设
做�的贡��⽰�谢，同时也�贺常
进⾸�科��的�悟����物质粒
��测卫星科��队�得了国际性
�创重⼤发现，��谢�悟���给中
国科⼤带来的荣�。��，��主任
和杨戟�⻓�别�绍了中国科⼤�

��共�2.5⽶⼤视场���远镜的
��进�，�括�址、�远镜主体、⼤
视场相�、主动��等。��和�⻓
�⽰，2.5⽶⼤视场���远镜的设计
��和科�⽬标得�了中科�主�
��和国内同⾏专�的⼀�认可和
�评，中国科⼤�常�持双�共�这
��远镜，这是科���和双⼀流�
科�设的重�举措，希�尽快�动项
⽬预研。��，双���作�式、�员
队�、经费来�和项⽬�⾏等�⾯�
开了��的协��谈。��，吴��
副�⻓向��和�⻓汇报了双�科
���共�的中国科⼤����间
科���的⼯作进�情�。

【撰稿：�刘怡��摄影：�徐瑾瑜】

���中科⼤科教�合�举动�  共�⼤视场���远镜�动�召开
2018年3⽉1⽇，⼤视场���

远镜（WFST）项⽬启动会在中国科学技
术⼤学召开，中国科学技术⼤学�⻓包
�和、�金�����⻓杨戟、��
来⾃来⾃国����、�南���、上
海���、南����学技术研��、
南�⼤学、�南⼤学、北�师范⼤学等
��研��构的专�共同参�项⽬
启动会。这⼀�远镜项⽬由中科��金
����WFST团队预研�年，�过科
教���式，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学

�双⼀流��设�持。
WFST是⼀�2.5⽶⼝径、视场�

径3度的�学图����远镜，其先
进的主��学设计�够实现⼤视场、�
精度和宽波�的�⼤���⼒，为北�
��先进的时域��设备。WFST�成
�将开�北��2万��度�区的时域
监测，获��精度��和��亮度
观测数据，���寻和监测��动态事
件，预期可�在时域��（�⼒波电�
对应体等）、�阳��体�查、银河�

结构和�场��学等领域�得突破性
成果。同时，��可开��间�⽚监测，
服务国�����的战略需�。

�作共�⼤视场���远镜项⽬
是双�共�����间科�����，
科���的�举动，���发挥双��
势，��联�，在科�研�、⼯�技术、
项⽬�理、���⾏维护等�⾯开�卓
有成�的�作，�双���队���和
科�研�提供�⼒�撑，也为我国�测
��的发�提供基础�撑。

【供����郑宪忠】

为全⾯贯彻党的⼗九
⼤精神，认真落实省委省
政府“两聚⼀⾼���署�
��，进⼀��立和��
�闻���电（��）�
励、�导�制，经省�、省
政���，省��传�、省
�闻���电局（省��
局）、省财政厅、省�⼒资

� � � 保 � 厅 决 � 于
2017年11⽉联�开�江
苏省�闻���电政�奖
评选活动。

�⽇，中共江苏省�
�传�、江苏省�闻��
�电局、江苏省财政厅、江
苏省�⼒资�和��保�
厅作��于江苏省�闻�

��电政�奖的评选��
决�，���报�授予报

刊奖。据悉，此�报刊奖�
省范围共授予了11种期刊。

��学报获江苏省�闻���电政�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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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观
了�间项⽬的���验�。�上，杨戟�⻓�欢�

�，�谢国��间科�中�
����间科�项⽬的�
持，��⽰���度重视�
间项⽬的发�。王�⼀⾏�
�了常进、⽢为�和HXI载
荷主任设计师张��做的
DAMPE�⾏��期成果预

期 、A S O - S 有 � 进 � 、
HXI/ASO-S⽬前情�的汇
报。王�肯�了��在�间
科�先导专项⼀期中做�
的杰�贡�。他说，�间科
�先导专项⼀期�得了辉
煌的成果，习�平主�在�
年贺词和⼗�⼤报告中也
��提�，��间先导⼆期
的开��是动⼒也是压⼒。
他希���在�续⼯作中
继续稳扎稳打，�鉴�物质
粒��测卫星的研制经验，
�快ASO-S卫星HXI载荷的

研制进度，同时希�重视
DAMPE卫星的科�产�⼯
作，�⼤�⼒��，⼒�获
得更�喜�的重⼤科�产
�。

2018年3⽉24⽇下午，
中科�国��间科学中�
主 任 、� 间 科 学 先
导专项负责�王�⼀⾏
访问�金����，��
间科学先导专项的进��
况进⾏了调研。�金���
� � ⻓ 杨 戟 、副 �
⻓暨DAMPE卫星⾸�科
学�常进、ASO-S卫星⾸�
科学�⽢为�和项⽬办主任
刘庆��同调研，���
间科学先导 专 项 参 研�
员参�了调研�谈会。

04

王⾚主任⼀⾏调研���间科学先导专项

2018年1⽉22⽇，�
金����召开⼤型�
学红�（12⽶）�远镜�
谈�流会。���⻓杨
戟、党�书记张丽�、
纪 � 书 记 ⽑ 瑞 ⻘ 、�

学术�员、�⻘年��、各研�团组⾸�和科研�员��
科研�理�⻔相关�员参�了�谈会。会议由科技处宁�
军研�员主持。 

⼤型��红�（12⽶）�远镜项⽬是国�发����
可��动的⼗三�国�重⼤科技基础设�项⽬�⼀，⽬前
项⽬�议书已经�过评估，�由中国科��组织��。�金
����是该项⽬的共�单��⼀。

�议⾸先�绍了⼤型��红��远镜项⽬�议书的
主�内�，�括�项⽬��、�远镜�设��、经费预算等。
杨戟�⻓�绍项⽬现状�背�，��绍���谈�的⽬的。
该项⽬可�为�远镜主体、科�设备、���设、��和�
据�统、圆顶等六��统，�据项⽬进�可��为立项前期、
⼯�期和�成期三�阶�。他�调，��科研�员在立项前
期已经��⼤量⼯作，�括��的前期监测、�远镜的科�
⽬标征�等。他�励��科研�员、�别是⻘年�员积��
�⼤型��红��远镜的未来的⼯��设中、�括科研仪
�设备设计�设、���设、�测�、�远镜主体⼯�等。�
�科研�员结����体的科研⼯作，�⼤型��红��
远镜的⼯��设、未来的科�研�等提�了�设性的�议。

�⾦����召开⼤型光学
红�（12⽶）�远镜�谈�流�

【供稿：�缪婷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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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还���联��验�等⼯作�
成共识，����
⼯作进⾏���
⼯。

国�超级计算�锡中�是当前��
��⼤的计算平��⼀，其�华⼤��理
�队拥有国内顶�的�性�计算技术，为
��发挥其在���量�据��处理、�
精度计算��尺度模��⾯的�势，协议
��中国科���金�����物质粒
��测卫星在轨�⾏的�精度�值模�
软硬件平�、��观测资料计算��尺度
模�等�量��据的�储、�精度�成计
算、�尺度模�技术、软件���等��
现在国�超级计算�锡中�超算平�上
的�署�发�⾯向���据�别�件的计
算��、软件�技术，利⽤双�在��领
域和�性�计算科技领域的���势和
平�基础，促进���量�据在超算平�
上的应⽤。

2018年1⽉11⽇，中国科学��金�
��� - -国�超级计算�锡中��作
协议签�仪式在中国科学��金���
�举⾏。国�超级计算�锡中�主任
杨⼴�，�金�����⻓杨戟、副�
⻓常进等���了签�仪式。

【撰稿、摄影：�彭晓艳】【撰�、摄���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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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科技城发�联盟�七�理事�召开��成为正式理事单�
1⽉19⽇，�林科技

城发�联盟�七�理事
会在 � 林 ⼤学城 � �
会召开，会议决��补中
科��金����、中
国电科�⼆⼗�研��、
国电研��、江苏省计量
研��、江苏省�科�等
��科研单�成为正式
理事会成员。

���⻓杨戟应�

��，�在�上向驻�
13���、栖霞�、开发
�、⼤�城领导�相�负
责��绍�����亮
点成果，同时�⽰���
�在理事��架下发挥
⾃��势，�⼒�持联盟
发�。

��重点科研��
��，是�林科技城发�
联盟为�现�林�⼤�

城向科技城转型发�，落
����政���林产
城��发�的��，��
发挥�林科技城发�联
盟�领和协调作⽤，�现
�地、��（�）、�（�）
地��联�，�动“两落
地、⼀融合�⼯作的�⼀
有⼒举措。

【撰稿、摄影：�徐瑾瑜】

ASO-S科学准备项⽬暨ASO-S科学应⽤系统启动会在南京召开

为配合ASO-S卫星⼯
程的启动实施，早在2017年
初就开始筹划ASO-S卫星
科学准备项⽬，该项⽬旨在
围绕ASO-S卫星三个有效
载荷FMG（全⽇⾯⽮量磁像
仪）、LST（太阳莱曼阿尔法
望远镜）、HX（I 太阳硬X射线
成像仪）未来观测数据的物
理化展开，为ASO-S卫星在
发射后第⼀时间出成果并
最终实现ASO-S科学⽬标
保驾护航。该项⽬实际上由

“ASO-S卫星任务规划和
数据���和“ASO -S科
学⽬标相关问题研�”两部
分组成。其内容包括6个⽅
⾯：ASO-S�任务规划和科学
⽬标总体研究；FMG磁场反
演⽅法研究；LST成像及谱
线研究；HXI图像重构研究；
ASO-S观测针对性研究；
ASO-S数据分析软件总体
研究。在项⽬启动会上，
ASO-S卫星⾸席科学家⽢
为群研究员介绍了项⽬背
景和项⽬总体安排，并做了
项⽬启动动员；各⽅⾯负责
⼈汇报了所属研究⽅⾯的
内容、计划和预期⽬标。会
议充分讨论了任务规划的
完备性、研究队伍的配备、
以及项⽬管理措施等。ASO-
S卫星⼯程总师崔吉俊研究
员在总结发⾔中强调，这个
项⽬看上去好像是⼀个软
课题，实际上是⼀个很硬的
课题，它是实现ASO-S卫星
科学⽬标的关键，他要求项
⽬的实施参考航天⼯程的

标准，把⼯作做实做深做
透。

2018年1⽉4⽇，ASO-
S(先进�基�阳���）科
学�备项⽬暨ASO-S科
学应⽤�统启动会在中
国科学��金�����
林�园区召开。来⾃中科�
国��间科学中�的ASO-
S卫星⼯�总体、项⽬办�
�、综�论证中�，中科�
上海�⼩卫星创�研��、
国����、�金���
�，��南�⼤学的相
关领导和项⽬组成员�⼗
��参�了会议。

同⼀�还召开了ASO-
S科�应⽤�统�动�。�
照科�卫星的�架，科�应
⽤�统是ASO-S卫星⼯�
6⼤�统�⼀，由卫星⾸�
科���在单�中国科�
��金����负责。值此
中国科����ASO-S卫
星⼯�立项�际，召开ASO-
S科�应⽤�统�动�可谓
�常�时。�上，科�应⽤
�统总师黎辉研�员做了
ASO-S科�应⽤�统总体
报告，报告中����统划
�为4���统�科��⾏
��统、�据�理��统、
�据��中���统、⽤戸
服务��统。��，4���
统的负责��各���统
的内�进⾏了�开。�议�
科�应⽤�统的架�、硬件
配��则、�据库可拓�性、
�据有��储、⽤戸�据有
�传输、软件��据标�、
�据��络��，���员

配�、时间节点等进⾏了讨
论，�议还�别��何�鉴
�物质卫星科�应⽤�统
的经验、�何�科��备项
⽬更�地配�进⾏了�流。
��，ASO-S卫星⼯�总师
和ASO-S卫星⾸�科��
发�，他们�度评�这�
ASO-S科�应⽤�统�动
�的召开，�⻢未动，�草
先⾏，这种打破常规的早�
动、早布局，必�有利于科
�应⽤�统的�设，有利于
�卫星其��统的配�，更
有利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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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0 1 8年 1⽉ 5⽇，中
国科学��间科学战略性
先导科技专项�先进�基�
阳���（ASO-S）”卫星系
统总体在南京组织召开了
太阳硬X射线成像仪（HXI）
载荷⽅案设计评审会。来⾃
中科院微⼩卫星创新研究
院、国家空间中⼼等9个单

位的1 4位评审组专家及
HXI载荷承担单位中科院紫
⾦⼭天⽂台等单位的项⽬
成员约30⼈参加了本次会
议。

HX I载荷主任设计师
张哲作了HXI载荷��设计
报 告，报 告 详 细 � 绍 了
HXI载荷�过前期研�形成
的研制��设计��，包
括�研�背�，任务⽬标，技
术指标��，任务需��
�，成��理，�统组成�
单�设计，标�测试��，

关键技术攻关，研制技术流
��计划流�等。评审专�
组�报告的各��内�进
⾏了详细的讨论和点评，针
�研制⼯作中的⻛险点和
关键节点，提�了�贵的�
⻅和�议。评审专�组认
为�HXI��统��设计�
理可⾏，�、电、热�⼝�
�，功�和性�指标满⾜总
体技术��，同��过评审。

� � 评 审 是 H X I ⾃
2017年9⽉进�⼯�研制
��阶��的重�节点，为

�续各单���阶�的详
细设计和�键技术攻�验
证等⼯作，���样和正
样阶�的研制⼯作��了
坚�的基础。�议结束前，
ASO-S卫星�统总设计师、
ASO-S卫星项⽬⾸�科�
�、ASO-S卫星⼯�总设计
师�别发�，希�研制�
队��认���专�的�
⻅，尽快����设计，�
⼒�����设计阶�的
研制任务中，保质保量�
时�成预期的⼯作。

06

HXI/ASO-S载荷⽅案设计报告通过评审

【摄影：�缪婷婷】

杨戟�⻓在�议中指
�，基金已成为基础研�的
主�资�，科研�员应��
利⽤基金�持开�科�研
��⼀�⾯，申请需�紧�围

绕���1-3-5”规划的重点
内�精�组织科研⼒量��
⼀�⾯，应积���、��
年轻��，储备科研⼒量。
��，他预祝⼤�在2018年
的基金申报中�得更�的
成绩。

1⽉15⽇，�金���
�召开2018国�⾃�科�
基金申请动员�暨2017年
⼗⼤��进��选项⽬评选
�。�⻓杨戟、副�⻓赵⻓
�、纪�书记⽑瑞⻘、各研�
�组科研�员��科研�理
�⻔相关�员��了�议。
�议由科技处处⻓��军主
持。

科技处报告2017年度
基金总体��和��基金申
请�获得资助的��。�过
纵向和�向�据�较，��
了��基金申请�获资助�
�在�国���科中的�
�，����各�科⽚科研
活动组织���发�趋势。
同时，�2018年度基金申请
的�变�和基金申请中的�

�事项进⾏了�⼀�绍，�
基金申请⼯作进⾏了�署。
财务办��主任洪���国
�⾃�科�基金项⽬预算编
报进⾏了�读。

动员��，科技处组织
了�内2017年⼗⼤��进
��选项⽬评选。

紫⾦⼭天⽂台召开����国�⾃然科学基⾦申请动员会
暨����年⼗⼤��进展候选项⽬评选会

【撰���李�】

�⼩⾏星���测创
����队�的负责�是
�江�研�员，成员�括
��的赵��研�员、吴

�昭研�员、王�副研�
员，��中国�间技术研
��总体��林智研�员、
钱���间
技术�验�
�卓玺�级
⼯�师。

近⽇，中国科学院⼈
事局正式批复了26个中国
科��创����队项
⽬，由�金����牵头
组�的�⼩⾏星���测
创����队�成功�选。
这是��⾸�获得该��

�项⽬的资助。
中国科��创���

�队，主��持�属单�
���单��作开���
科、�领域的创�研�，�
队成员由�科��、�势
�补、不同单�的��中

⻘年��组成。�财政�
持 � 队 � � 专 项 经 费
100万元，�⾏期为3年。

��牵头组���⼩⾏星���测创��叉�队�成��选
2017年度中国科学�创��叉�队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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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拟开展的研究内
容有：（1）⾯向�续��开
�的⼩⾏星���测任务
（《2016中国的��》⽩⽪
书�开��星�样�回、⼩

⾏星�测、⽊星��⾏星�
��测等的����论证
和关键技术攻关，�时�动
⼯���，研��阳���
���、地�⽣����寻

等重⼤科�问题），���
���⼩⾏星�测的科�
⽬标�（2）��地基观测、�
验����在轨�测�据
（科��测和⼯��据），开

�⼩⾏星的物质�性、形成
��等科�研�和�据�
�技术研�。

【撰���汪�波】

天
⽂

领
域

数
据

与
计

算
平

台
调

研
会

在
紫

台
召

开

2018年3⽉16⽇，中国科��
计算��络��中�（简����
络中��）主办的��领域�据�
计算��调研�在���林园�
召开。�议来⾃��络中�、��、
上海���、国����、�南�
��等单�的20�专��者�相
关�员���议。���议是在中
⻓期发�规划战略研�的背�下，
围绕��领域的�据�计算��
的发�现状和未来需�进⾏研讨。
�上�流了下⼀代典型���模
�的超算需�、⾯向EXA计算模�
的���、�⼒波�值模�模块计
算��性�计算的需�、FAST数据
��中的�⼯智�和Exabyte��
�时代、⾏星形成等前�领域的计
算需�、�南����超算和海量
�据�储的需�、SKA数据�计算
��需�、��基础设��据�计
算现状和需�等报告�进⾏讨论。
��络中�主任���研�员作
研讨�总结发�，�绍了��据�
计算���规划编制的��，��
�领域�据�计算��的相关规
划⼯作提�了指导性�议，�同�
�专���⼯智�环�、��储�
���性�计算等�⾯的使⽤和
�作进⾏了�流。

【撰稿：�刘梁、康熙；�摄影：�戴才萍】

这项研�⼯作得�了中国
科����财政专项、国�⾃
� 科 � 基 金（ � � ��
11633009,11661161013,1150309
0,11273067）等项⽬和中科�⾏
星科�重点�验�的资助。

紫⾦⼭天⽂台（以下简称紫
台）近地天体望远镜于2018年2⽉
22⽇�发现的⼀颗�地��成�
在�胁的�地⼩⾏星（PHA），
2018� DH1，于2018年3⽉27⽇
18时18�（北�时间）在��地�
9.18个地⽉��处⻜掠地�。

2018年2⽉22⽇，��科研
�员利⽤�地�体�远镜观测�
⼀颗亮度为20等的�动�体，其
�动�度为0.15度��，立��该
⽬标��上报�国际⼩⾏星中
�，�发�亚洲����⼩⾏星监
测�（APAON）�其进⾏��观
测。�过�该⽬标的��联��
�观测，于2⽉25⽇���为⼀
��的PHA，�予�2018� DH1的
国际临时编�，该⽬标���已
��国金⽯雷�（Goldstone）列
为观测��。这是��发现的�
17颗�地⼩⾏星和�3颗PHA。

2018� DH1是⼀�阿波罗
（Apollo）型PHA，其轨��⻓�
为2.10��单�（约3.15亿�
⾥），��率为0.60，轨�周期为
3.04年，绝�星等为21.1等，�地
�的��轨���为0.014��
单�（约210万�⾥），2018年3⽉
27⽇18时18����地���
的��⻜掠时的视星等可�
15.8等。

�地�体�远镜��的�
�观测发现该⼩⾏星�约5⼩时
的周期在⾃转，这�于进⼀�研

�该⼩⾏星的形状等���有重
���。

今年2⽉我国作为正式成员
��了联�国��成立的国际⼩
⾏星预��（ International�
Asteroid� Warning� Network，
IAWN）。���地�体�远镜作
为我国该领域的主⼲设备⼀��
⼒于�地�体的观测研�，在国
际�地�体监测研�领域中有⼀
�的国际地�，相关观测研�为
我国�统开��地�体监测预�
��了坚�的基础，也为我国�
�开�的⼩⾏星���测提供了
地基观测保�。

紫⾦⼭天⽂台新发现的近地小⾏星
2018年3⽉27⽇⻜掠地球

图1：� 发现2018� Dh1时，
该⼩⾏星正在⻜近地球。

图2：�图2�近地天体望远
镜跟踪监测2018�DH1。

图3：�2018�DH1的⾃转周期为4.9986⼩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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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中国科学院紫⾦
⼭天⽂台康熙研究员、李国
亮研究员带领的⼩组完成
了国际上体积最⼤、精度最
⾼、覆盖⾯积最⼤（全天）的
透镜成像模拟。利⽤该透镜
模拟数据，可以有效检验不
同的星系形状模型，考察巡
天深度、天区⾯积对测量结
果的影响，对弱引⼒透镜巡
天的科学⽬标设计和理论
模型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根据爱因斯坦的⼴义
相对论理论，来⾃遥远星系
的光线受到观测者和星系
之间物质的引⼒效应⽽发
⽣偏折。在弱引⼒近似下，
只是星系的形状发⽣改变，
通过测量这种微⼩的形状
改变可以测量宇宙中的暗
物质分布。弱引⼒透镜效应
被公认为最有效的测量暗
物质分布的⼿段，是国际上
众多⼤型巡天项⽬的主要
科学⽬标之⼀。然⽽要达到

精确宇宙学的要求，必须去
除星系⾃⾝形状的指向相
关性。⽬前国际上已经开展
许多星系指向的相关⼯作，
但是并不清楚如何有效鉴
别不同的星系指向模型并
考察其对宇宙学参数的影
响，这成为困扰弱引⼒透镜
达到精确宇宙学测量的核
⼼问题。

康熙、李国亮研究员和
博⼠⽣⻙成亮等⼈利⽤上
海交通⼤学和中国科学技
术⼤学主导完成的ELUCID�
���值模��据，结��
�研�员�组发�的星�
形成���模型和�⾯�
线��技术，�成了⼀��
�的、精度�常�的��⼒
�镜成图（⻅图⼀）。利⽤该
模��据，��研�员�组
发现其模型预�的星�形
状相关的功率谱�⽬前国
际领先的��项⽬K i DS�
(Kilo-Degree� Survey,千

��度���的观测结果符
�得�常�。这是⾸�利⽤
�镜模��据�现��际
观测�据。同时，该研��
组还发现，经典的模型�描
�椭圆星�的�⼒−指向
� � � G r a v i t a t i o n a l�
shear- intr insic� shear,�
GI)，但是不�描��涡星
�的GI��。该研��组⾸
�发现�涡星�贡�了⼀
�不��视的正的GI��，
��的�释了����测
量�的正GI��来�，��
其物理��进⾏了��讨

论。这�成果进⼀���了
星�指向模型，��决��
⼒�镜的��科�问题提
供了重�的���值。

该项研�成果得�了
国�⾃�科�基金�重点
项⽬和科技�973项⽬的
�持、于2018年1⽉19⽇发
�在���国际��期刊
T h e � A s t r o p h y s i c a l�
Journa《l �体物理杂�》
上 ， 论 � 链 � 为 �
http://iopscience.iop.or
g/article/10.3847/1538-
4357/aaa40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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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镜研��⾯��重�进�

图1：��体的��⼒�镜�度场成图。利⽤该成图可�预�背�星���⼒�镜�产⽣的图�。

根据《中国科学技术⼤学关于公布2017年研�⽣国�奖�金获奖�单
的�知》，����、杨�锦、夏�晴3��籍为中国科�技术⼤�研�⽣荣
获2017年度国�奖�金。

��，南���和和�电��研���⼠⽣，导师为史⽣�研�员。
杨�锦，南���和和�电��研���⼠⽣，导师为�烨研�员。
夏�晴，�物质��间��研���⼠⽣，导师为范⼀中、��研�员。

�⾦����研�⽣荣获2017年度国�奖学⾦（中国科学技术⼤学学籍）

根据《中国科学院⼤学关于公布2017年研�⽣国�奖�金
获奖�单的�知》，��南���和和�电��研���⼠⽣
王鹏、�物质��间��研���⼠⽣李尚双双荣获2017年度
国�奖�金。

王鹏导师为��研�员，李尚导师为范⼀中研�员，⼆��
为中国科��⼤��籍�⽇制在读研�⽣。

紫⾦����研�⽣荣获2017年度国�奖学⾦（中国科学�⼤学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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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申请�训暨�⾦�����三⼗⼆期⻘年论坛顺利召开

⾸先，盘军处⻓作题为�2018年
度国�⾃�科�基金申请态势��
��点�的辅导报告。盘军�于⾃�
科�基金的内�需�和申请流�有
��和独�的⻅�，他详细��当前
国�⾃�科�基金的申请�资助态
势��，��各�基金项⽬的申请�
点，�过�为什��申请基金�设问，
�⽰基金申请�科研�员成⻓的重
�性，�绍基金申请书各���的�
作�点，�⽣动讲�了基金申请的⼀

些�际�例，勉励⼤��不�挫�，
��⾃⼰�中精⼒����，�励在�
⻘年�者积�申报，坚持�是胜利。在
�疑环节，⻘年�者�基金�项、��
科申请��内�书�等�⾯问题�盘
军�开�流，盘军积��科研�员�
动，���员受益��。报告��，�
�军处⻓动员⼤����重视基金申
请，�理⾃⼰科研⼯作中的创�思想，
提�申请书的质量，认��成�年度
⾃�科�基金申请⼯作。

2018年1⽉23⽇，基金申请�训
暨�金�����三⼗⼆期⻘年论
坛顺利召开。�内60��⻘年�者和
研�⽣在���林园�3号楼402�
济济⼀堂，��财务�资产处处⻓盘
军作⾃�科�基金申请的辅导报告。
科技处��军处⻓主持��⻘年论
坛报告。

��⻘年论坛由��⻘促�、�
�和�⼠�联谊�共同�办。��促
进��⻘年科研�员�间��创�和
�术�流的理念，论坛�⽉举办⼀�
两�，�流�⽤�等活泼的�式，不�
主题，讨论任��术、社�和⽣活问题。
论坛主��请��或�单�的��⻘
年科��来给⼤�做报告，同时也欢

��有���和相关领域的同⾏前
来聆�和�流。

【撰���孙玮；�摄���金璐】

�⾦�����三⼗三期⻘年论坛顺利召开

2018年1⽉30⽇，�金�����三⼗三期⻘年论坛
在���林园�5号楼216会议�顺利召开。��⻘年论
坛报告有��请�了Korean� Astronomy� and� Space�
I n s t i t u t e的C r i s t i a n o � G i o v a n n i � S a b i u�⼠。
Cristiano于2009年在��茅�⼤�获得�⼠��，此�
在UCL��韩国KIAS和KASI等���事研�⼯作。�

Sabiu�⼠的报告题⽬是��What� can� we� learn�
from�the�spatial�distribution�of�galaxies”。利⽤物理
�基础理论研���的��是现代�体物理重点关�的
课题�⼀，⽽���的观测结果�进⼀��动了基础物理
的向前发�。在��报告中，Sabiu�⼠�绍他们��基
于SDSS�CMASS��观测的��⼤尺度结�、尤其是利⽤
三点相关��研�重�声��荡的成果，重点�绍了早期
��和等曲率⾯的研�进�，��相关观测�于�⼒理论
的�制，���了他计划利⽤CMASS和LOWZ数据�制�
度�正��、利⽤��⼒�镜研�等曲率⾯等⼯作设想。
报告��⼤���据�噪��⾓功率谱的�响��三点
相关��的��的�⽤性等问题�报告�进⾏了��的
�流。

2018年第1期
中国科学院紫⾦⼭天⽂台主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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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期⻘年论

坛顺利召开

王 � � ⼠ 的 报 告 题 ⽬ 是�
�Cosmology� from� Future� Large-
scale� Structure� Survey”。在报告
中，他⾸先指���⼤尺度结�蕴�
了⼤量关于��量、���⼒和早期
��的丰���，�别�调了下⼀代
��设备（�SKA、CHIME、Tianlai、
HIRAX）���更有�地��红�处
的�度涨落进⾏观测，但是未来⼤尺
度结�的��计划���在⼀些挑
战，理论和仪器的�统误�正在�统
计误��发显著，�此降�了���
��的测量精度。王��⼠��详细
�绍了各种制约⼤尺度结���的�
�，包括理论不��性、�线性��损
失、成���和���协���阵，�
��⽰了他们�⼤�未来⼤尺度结�
����内�的⼀些策略。��报告
�发了⼤��⼤的兴�，纷纷针��
�⼤尺度结�的形成���、�统误
�处理等问题�开了热烈的讨论。

2018年1⽉31⽇，�金����
�三⼗�期⻘年论坛顺利召开。��
论坛由吴��研�员主持，�请报告
�是王��⼠。王�于2011年在中国
科��国����获得�⼠��，�
�在�国约���金�⼤�担任研�
助理，2015年��在��⼤理论�体
物理研���事�⼠�研�。他的主
�研��向为���。

【撰�����杰；�摄���孙玮】

�⾦����举办2018年
职⼯�节联欢�

联欢�伊���领导为⼤��上了��贺岁词。��、�
关��、�⼠�联谊�、����为⼤��上共⻘���，同�
们��、�扬的�声为联欢�拉开了��。来⾃南���电研
��吉他弹唱组�为��联欢�带来了�⼀��潮，吉他⼿、
电吉他、⼿�和电��他们�常专业的组�给我们带来了⼀曲
浪漫温�、轻快�扬的《成都》，带领⼤�来��成都�的街�，领
略了�成都⻛味����撑��的街�串烧�艳�场，他们跳�了
⻘�的��，��了⽣�的����间�⽚研��和�关��
两���的�者，跳�了�们靓�的⻛�，�得了现场雷动的
掌声�三句���《�撑�声》更是创�⼗⾜、笑声不�。

此�联欢�由研��、��、�关、�撑和�间����组
成，�别有⼤�唱、诗�诵、独唱、古典�、街�⼤串烧、三句�、
吉他��、�戏等12个节⽬，�设�等奖1�，⼀等奖10�，⼆等
奖20�，三等奖40�，��奖140�。此�联欢�是���驻�
林�园��来⾸�联欢�，也是历�规模�⼤的⼀�联欢�。

联欢�的成功举办不�丰�了职⼯��⽣活，活跃了��
���围。同时也为�⼤职⼯提供了�现���⼒的��，拉
�了⼤�的��，���体职⼯��⼿��诚挚的�态��更
���的��。

⾦鸡辞旧岁，瑞⽝迎新春。2⽉9⽇，��⼯�、��、���
�间���⼿在�林�园�职⼯��中�共同举办2018年职
⼯�节联欢�。

新 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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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台刘四明研究员应邀到河南林业职业学院作科普报告 
3⽉29⽇，�����研�员应��河南林业职业��作科�报告。报告围绕元�形成、

���线、�⼒波、⿊洞、⼤�炸���和量�缠绕等当前物理�和���热点问题�开�绍。
报告由河南林业职业�����主�主持，��主�领导���300�师⽣��兴��员�
�。

报告������师⽣们进⾏了热烈的�动�流，��吴国�书记�绍他������
⼤�炸���的看���⾃⼰在��时��女�⼤星�、银河等�体的观�，����伟�⻓�绍在河南�设�国�⼤的�物
园林的计划。����绍����，�欢�有兴�的�⽣�来报��金����攻读研�⽣��，也欢�有兴�的⽼师�便的时
���相关的���术�流活动。

更多详情可参阅该校的⽹⻚：http://www.hnfvc.cn/Article/news/gh/2018/03/30/1009209323.html

这次⽉⻝，在欧洲（除西南部）、⾮
洲东部、北冰洋、亚洲、印度洋、⼤洋洲、
太平洋、北美洲、南美洲西北部、南极洲
极⼩部分可以看到。中国可⻅，其中中国
西部可⻅带⻝⽽出，其他地区可⻅⽉⻝
全过程。据中科院紫⾦⼭天⽂台预报，此
次⽉全⻝具体时刻为：半影⻝始：18:48，
初亏19:48，⻝既20:51，⻝甚21:29，⽣光
22:08，复圆23:11，半影⻝终：0:10。

2018年1⽉31⽇晚，⽉�����
期在��上�。��科��为此�⽉�
�精��备，联�南���爱�者
协会、南�科技馆、中央电视�、江
苏⼴电��体中�等单�在南�科技
馆举办了⼀场⼤型�益⽉��观赏�
电视⽹络�播活动。

这次的⽉全⻝被众多媒体冠以�超
级⽉亮”“、蓝⽉亮”“、红⽉亮�，的�有其
���处。�超级⽉亮�是�为��⽉�
�时⽉��于�地点附�，⾁�看�来
��平时的满⽉⼤⼀些，�⽽�为�超级
⽉亮”�“蓝⽉亮�是�间术语，��⽉亮
�现蓝�，⼀�是指⼀��历⽉内�现
两�满⽉时，�⼀�的满⽉��为“蓝⽉
亮�，�为�⻅�事�“红⽉亮”则是⽉全
⻝时⽉球实际上并不是完全⿊暗的，⽽
是依然可⻅，这是因为地球的表⾯有浓
厚的⼤⽓层，⼀部分阳光在穿越⼤⽓层
时发⽣折射，改变了前⾏的⽅向，射⼊到
本影内部⽽照在⽉球上，使得⽉球仍然
能反射出暗弱的阳光。太阳发出的可⻅
光，包含了各种不同的波⻓，对应于⾚橙

⻩绿⻘蓝紫等各种颜⾊，⽽其中能够发
⽣折射并穿越⼤⽓层，最终照耀到⽉球
上的，主要是对应于红⾊⼀端波⻓的阳
光，这使得发⽣⽉全⻝时的⽉亮呈现暗
淡⽽美丽的微红⾊或古铜⾊。本次⽉全
⻝这三种现象同时出现，通过媒体的宣
传，因此⼴受⼤家关注和期待。

活动当�下午，�金����和南
���爱�者协�已经在在�场上架
设�了⼆⼗�架���远镜和观测设
备，�备�⾯记录这场��奇观。中央电
视�、江苏卫视等�体的�播⻋也开�
活动现场，共同为亿万电视观�和�⼤
�友�时�播。

⼤�过�的南�零下8度，�冷的
�⽓�未阻挡�们的观测热情，�上六
点左右，��⾯��赶来的��陆续来
�南�科技馆。��⽉�时间的临�，�
场上的��来��。19点30�，江苏�
播电视�开�了�活动的�播。两架�
��远镜�⽉�的���时��在�
⼤的显⽰�上，�金�����永良⽼
师作为���宾，�⽉��的��阶�
进⾏详细�说。期间，�⽼师还�过�阳
�模型�⽉��的�理进⾏了�⽰，�
��⼤�友和现场观�进⾏�动，回�
他们的提问。

�金������⽼师当�⼀�
是�体记者��的重点，先��受了中
央电视�、中��、�华⽇报、东�卫视、
南�电视�等���体的采访。

�⾦����举�⽉全�观赏活动

图1：�活动宣传画。

图2：�中央电视台把直播⻋开到了活动现场。

科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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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在活动现场�们不
�可��过�远镜观测此�
⽉��，还有���⽉�来⼀
�������金����科
��为��带来了⼀�神�
来��⽉�陨⽯。�金��
��科��王科超向现场观
�和�⼤�友�⽰了这块⽉
�陨⽯。王科超告诉⼤��这
块⽉�陨⽯是���体��
�验�的⼀块科研样品，�常
的�贵。⽉�陨⽯是⽉��受
⼩⾏星的�击�，⽉��⾯的
岩⽯⻜溅�来落�地�上形
成的，可��过��岩⽯的�
�元��征�其���来。现
场观��不�待的�这��

来���留念。

在�们的�视和期待
中，⽉��在不紧不�的进⾏
�。19点48���，⽉亮的⼀
⾓���掉�了，1/3���了，
⼀�����了������20点
51����来，��⽉亮��
���，在�下来的⼀��⼩
时⾥，满⽉已经�有了�洁的
��，⽽是�现�红��的⾯

�来。现场可����们的欢
呼、��，���场都�满了
�们�这⼀��奇观的�叹
和�喜，让观�⼤饱�福。

�上22点08�，红⽉亮
持续了1⼩时16�钟�，开�
了⽣�、复圆。据南�科技馆
统计有超过1000��现场观
看。央视�闻频�和江苏电视
�在各��闻节⽬⾥�播了
�时�⾯。央视�闻�络��
�、央视�闻�动�和央视�
�、中�社、江苏卫视的�荔�
播�、江苏�闻�����、�
���、�鹅�、荔��闻、我
苏�进⾏了�络�播，其中�
中�社和江苏卫视的�荔�
播�、江苏�闻�����、荔
��闻观��看���超过
1000万。当�，��⽇报��、
��、���和���都选⽤
了活动现场照⽚，活动�得圆
满�果。

于此同时，⼴场另⼀边
的观测区域也是⼈⼭⼈海。每
个望远镜的周围被等待观测
的⼈群围的⽔泄不通。透过望
远镜的⽬镜，⽉球的细节⼀览
⽆余。紫⾦⼭天⽂台陈向阳、
胡⽅浩、樊莉平、王科超、周团
辉及研究⽣志愿者和南京天
⽂爱好者协会会员在⼀旁指
导观测，解答疑问。公众在欣
赏美景的同时，收获了很多的
天⽂知识。

图3：�观赏活动现场。

图4：�中央电视台直播画⾯。

图5：�直播活动现场。

图6：�部分⼯作⼈员合影。【撰稿：�王科超、陈向阳；�摄影：�陈向阳】

2018年1⽉31⽇，⻘海观
测�科�⼩组负责�李阳组
织观测�职⼯在�令���
��场给�⼤��举办�⾛进
科�，�����的观�超级蓝
⾎⽉�科�活动，活动现场�
备了三��级��科��远
镜��相关��知识的��，
���远镜都有专�负责为
��们讲�，�使⽤�远镜观
看�蓝⾎⽉�、�⽤⼿��过�
远镜拍摄�蓝⾎⽉�等。前来观
超级�蓝⾎⽉�的��在⼯作
�员的�导下井�有�的�

队进⾏观看，��观看者�⽰
�⼀�使⽤专业�远镜观看
⽉亮，都兴�不已，为了看�
�超级�蓝⾎⽉�的变�过�
��连续���队进⾏观看，
陆陆续续�待了百来�观⽉
者。虽�当��上��温度�
别�，但是丝�不�响��们
观看�蓝⾎⽉�的热�，都为看
这千载难�的超级�蓝⾎⽉�
�动不已。活动持续了���
⼩时，��上⼗点�⼤���
�不�的��。��们纷纷�
⽰�常�谢⻘海观测�举办

此�活动，让⼤����⽬�
这�⻅的⼀�，也希����
有更�的������的�
�科�活动。

�超级蓝⾎⽉�是指同时
发⽣�超级⽉亮�、�蓝⽉�和�⾎
⽉�⽉��三种��，超级⽉
亮是指⽉亮��时更��地
�，�此看上�更⼤、更圆、更
亮。�⾎⽉�是指发⽣⽉�时，
⽉亮变成红�，�同染上⾎⼀
样。�蓝⽉�亮是指⼀�⽉内两
��现满⽉，⽽不是⽉亮变成
蓝�。其�，蓝⽉�不稀有，但
�果蓝⽉是⼀颗超级⽉亮�
同时发⽣⽉��，��常稀
有，2018年1⽉31⽇�的�超
级蓝⾎⽉�是152年来难得⼀
⻅的��奇观，�⼤地�发了
�⼤��的�奇�和观⽉兴

�。⻘海观测�作为⻘海省爱
国主���基地和科���
基地，积�策划了��活动。
此�活动的⽬的在于让海⻄
州��了�科�知识，�赏�
�盛�，领略���⼒。让�
���更�观的认识⽉亮，�
发����⾯的热�，使⼤�
更�热爱我们头顶上的星�，
�⽽提����质，为�设�
���和谐�福的现代��
州⽽发挥⾃⼰⼀���的⼒
量。

⾛进科学，����
�⾦����⻘�观测�举�观��级蓝⾎⽉�科普活动

【撰�、摄���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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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涯共此��”—观百年⼀遇的⽉全⻝
（⻘岛观象台组织超级⽉全⻝观测活动）

活动⼆�2018年1⽉31⽇18时，岛
城许�的��和摄�爱�者们纷纷��
在⻘岛观��⻄�平�，架设�各种⻓
枪��等摄�设备，��⽉亮�浓雾中

的现�，18点45�，�⽓�渐转�，⽉亮
也��的露���，����地�现在
苍�中�19点48�，⽉亮开�⼀点⼀点
的�阴�吞噬，备受��的��狗吃⽉�
�期上�，��中开�不�的�现�叹
声�20点51�，⽉亮�渐��红�，��
开�了，有�呐喊、有�欢呼，快看快看
⽉亮红了��啊�⽉亮这时�披上了红
�的�幔，颜�也�来���21:30�，地

�的������了�阳的�，⽉�进
���阶�，��⽉⾯变成了古铜�，�
红的样�蔚为�观，��中的星星也�
�亮了许�，猎戸�、�狼星、��亮�。
��时间的��，⽉亮的脸不�变�，在
这⼀��⼩时⾥上��⼤⾃�的奇观和
���的馈赠�22点08�⽉亮�渐�开
地�的��，继续�绎���的变�，开
�⽣��23点11�，⽉亮终于��⾛�
了地�的��，���来的样�，⼀场精

彩�绎的⽇⽉地⼤戏�此谢�。

百年⼀�的⽉����谢�，虽�
�⽓�冷，但��有阻碍��的热情，⼤
�⽤镜头和�
喜�受了这场
��的��盛
�，����
知了���的
���⼒、�
知了��的浩
���奇，再
⻅红⽉亮，期
待我们下�的
相�。

  同时，⻘岛�验中����的
⼩爱�者们也在���组织了这�⽉�
观测的��场，⻘岛观���中国国�
（⻘岛）�⾏�组织的2018古�州研�
欢乐��的⼆⼗���友们也��在绩
�县政��场⼀�⻅证�了这场��百
年⼀�的⽉��，���了不�绩�当
地的��前来��，⼤�纷纷⽤⼿�记
录下了这难得⼀⻅的⼀�。

  此�活动��了�400�岛城
�����，⻘岛电视�《�⽇》栏⽬也来
开来卫星转播⻋��进⾏了��报�，
⻘岛⽇报、⻘岛�报、半岛都�等岛城�
体纷纷竞相报�。

活动⼀�为了更�的观测这�超级
⽉��，2018年1⽉30⽇，⻘岛观���
议�⾥欢声笑语、热闹�凡，这⾥正在举
办《��的⽉��》��科�讲�，岛城
六⼗���⽣��⻓��了此�活动。
讲�中，张艳⽼师�过精�的图⽚、��
易懂的语�，让��科��统的了�了
此�超级⽉��的�理、形成�其过�、
观测��等相�常识，受���们的热
烈欢�和⼀��评。

2018年1⽉31⽇，��中上�了�
�奇观—―⽉����，这是152年来
的“红⽉亮+蓝⽉亮+超级⽉亮�三��
⼀的���观。中国科���金���
�⻘岛观���⻘岛���爱�者联�
组织���共此��’”—―观百年⼀遇的
⽉全⻝系列活动，吸引了岛城众多市⺠
的共同参与。

�⾦����举�2018年国际��馆⽇科普活动
2018年3⽉11⽇是国际��馆

⽇，国际��馆⽇��由�⼤利⾏星
�友协会于1995年倡议发�，��
国际��馆协会（IPS）确�为�年三
⽉的�2个星期⽇。国际��馆⽇是�
�界的��馆、有��设�的单��
��爱�者共同举办向⼴⼤�众�
传��科学的⽇�，旨在让更��了
���学，�养对��学兴�，�持�
�研�事业的发�。为此，�金���
�联�南���爱�者协会等单�
连续两�举办科�活动。

3⽉10⽇，�金����在科�园
�为��组织了⼀场�阳观测活动。活
动当�，科��⼯作�员和南���爱
�者协��员⼀�在观测��上架�
⼀��远镜，��上⽇珥镜观测�阳活
动�域。⽇珥是在�阳��层上产⽣的
⼀种�常�烈的�阳活动，是�阳活动
的标��⼀，�其��贴附在�阳边缘
的⽿环，由此得�为�⽇珥�，由于�们
��阳圆⾯��得�，必须使⽤专业的
⽇珥镜��观测�。三⽉午�的阳�温
暖��，�阳��刺�，但是�了⽇珥

镜⾥�变成了红��的⼩脸了，在�远
镜的周围，前来�观的�们�队�⽇珥
镜中窥��⼀副⾯�的�阳。��⼯作
�员�在�远镜前�上了巴�膜⽤�
观测�阳的��层。在⼯作�员的帮�
指导下，�们��阳的��层和��层
有了⼀�的了�。于此同时，科��⼯
作�员还为��详细��了�阳的⼀
些基�知识，��了��科研�员观测
�阳的⼀些⼯作经历和成
果，�进了�们���⽇常
科研⼯作的了�和认识。

科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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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此�活动，�们�
习�为常的�阳����间
有了⼀�更�的认识，也�发
了�们�索��的热情，��
���⼀���地开���
科�活动，����知识。

3⽉11⽇上午，紫⾦⼭天
⽂台、南京市第⼀中学、南京
天⽂爱好者协会联合组织了
近百名市⺠和孩⼦在南京市
第⼀中学天⽂科技馆开展了
���星����活动。⼤�在
南�⼀中��⽼师的的带领
下，⾸先�观了⼀中的��科
��馆。馆内陈列��满⽬，
浑仪、简仪等古��仪�模型
�映了中国古代���的辉
煌历史，⻓征�列�载��、
��⻜�、�宫⼆��间�、

��三�⽉��陆�和⽟兔
�⽉��测�等模型�现了
�年来中国��科技发�的
⼀���举，歼-10、歼-15、辽
�����舰等模型�显我
国军事�⼒的��发�。��
科��⼯作�员��南��
�爱�者协��员们配�馆
内�品向��活动的⼤⼩朋
友们�传���常识。��，
⼤�进���厅，��⽼师⽤
�⾓��仪向观�们播�了
����科���科��⽚，

⽤星�仪模�了��恒星的
�布��⽇⽉�⾏规律。现场
的⼤⼩观�们���坐在�
�的星�下，�临其�的�觉
和绚���的�⾯不时��
⼤�的⼀阵阵赞叹。

图1：�观测太阳活动现场。

图2：�南京⼀中活动现场。【撰稿：�王科超、陈向阳；�摄影：�陈向阳】

�⾦����举��地�⼀⼩时�����观测活动

为响应�地�⼀⼩
时�活动，呼吁���
爱地�、��⽣活，
2018年3⽉24⽇，�金
����联�南��
�爱�者协�在南�
⽩⻢�园�场举办了
⼀场����观测活
动。

观测活动持续了
两个多⼩时，接待了⼤
量市⺠的观测。⼈们从

望远镜中体会到了宇
宙的浩瀚，也认识到了
我们的地球犹如浩瀚
海洋中的⼀叶扁⾈，是
我们⼈类唯⼀的家园，
保护地球环境的意识
必须深⼊⼼中，要尽⾃
⼰的⼒量为环境做出
积极的改变。

�年的�地�⼀⼩
时�活动�在3⽉24⽇，
当���时�，�金�
���科��⼯作�
员和南���爱�者
协��员⼀�在⽩⻢
�园�场为南���
架设了两��远镜和
⼀�⼤双筒�远镜。当
�正值农历��，��
时�的⽉亮⼏乎�在
头顶正上�，笔�的镜
筒�⾸指向头顶上的
⽉亮，川流的�们�快
�我们的�远镜��
了过来。⽼�、⼩�、⻘
年男女都围在了�远
镜周围⼀�⽉亮的�
�。�过�远镜的⽬镜，
⽉�上的⽉�、�地、

环形����们��
的阴�都��可⻅。现
场⼯作�员指导��
�正�利⽤�远镜观
测，�为等待观测的�
们讲�⽉�相�常识、
����的提问。

�地�⼀⼩时�也
�“关灯⼀⼩时�，是�
界 ⾃ � 基 金 � 在

2007年向��发�的
⼀项倡议�呼吁��、
��、�业和政�在�
年三⽉的⼀�星期六
20�30-21�30期间熄
灯⼀⼩时，�此来�发
�们�保护地�的责
任�，���⽓�变�
等环�问题的思�，�
����共同��⽓
�变暖⾏动的�持。这
是⼀项��性的活动，

�界⾃�基金�于
2007年⾸�在悉尼倡
导��，���的�度
����。�地�⼀⼩
时�⾃���来，�渐
受�����科��
�⼯作者的热烈响应
和�持，�为这⼀活动
��了�受��星�
的内�，�导����
��⾃��切联�的
�识，�⽽更��爱地
��园。

活动现场。

【撰稿：�王科超、陈向阳；�摄影：�陈向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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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动掠�】地�⼀⼩时�保护��、拥�璀璨星�

�年已经是⻘岛观��连续�⼗年在⻘岛地�举
办响应�地�⼀⼩时�的保护����活动，⼗年来，�
�环保�识�渐��，��活动的热情也�来��，�
年的活动⼀经发�，便得�了��的积�响应，来⾃岛
城各界�����爱�者300�����活动中来。上
�耄��龄的⽼�，下����语的��纷纷��在观
测现场，⽤六架���远镜����⽉�����，现
场还有⼯作�员讲�⽉�相�常识、����的提问，
指导⼤�观测⽉�上的环形�、⽉�。

让⼤家在了解宇宙的同时，了解暗夜保护的重⼤意
义，是我们⼀直以来不变的追求。从2009年第⼀次在五四
⼴场组织⻘岛地区活动以来，五⽉的⻛及前海⼀线的景观
灯也随着我们⼀起将熄灯⼀⼩时活动进⾏了10年，相信在
我们的共同努⼒下，暗夜保护的意识会越来越深⼊⼈⼼，
也希望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地球⼀⼩时活动中来，保护暗
夜，保护地球环境，不仅仅是⼀个⼩时的熄灯⾏动，⽽是持
续开启60+的低碳⽣活！

为响应�地�⼀⼩时�活动，呼吁��为��地�⽓
�贡�⾃⼰的⼒量，3⽉24⽇�，⻘岛观��和⻘岛��
爱�者协�在观��⻄�平�举办了⼀场“开启我们的
60+⽣活�保护��、拥���星�—―⼤型��观测⽉
�活动。共同�召���⾏����的⽣活�式，�过
���在�、�、�、⾏、乐中的⼩⼩⾏动（例�，��⼀
�性⽤品消费、绿��⾏、�环利⽤资�等）创�蓝�⽩
�的����。

2018年3⽉31⽇，�
年的�⼆个“蓝⽉亮�再�
�临，“蓝⽉亮�⼀词是�
间术语，��⽉亮�现蓝
�，�⼀�是指⼀��历
⽉内�现两�满⽉时，�
⼀�的满⽉��为“蓝⽉
亮�，�为�⻅�事。�金
����科���南��
�爱�者协�再���远
镜来�南�⽩⻢�园�场，
为��举办����观测
活动。

�洁的�⽉点缀��
�的��，这样的��挽
留��们的��，观测活
动⼀�持续��上�点�。
期间有⼤量的��前来观
测，观测的��不�有⽉
亮，还有���七�女�的
�星�和⽇暮中的金星。
⼩⼩的�远镜使得�们�
�了的⽬�，得�窥��
��的��和���⼯作
�员们����知识的�
�汗�，��在�们�中
浇��⼀���的���
想。

当�远镜瞄�了⽉亮，
38万�⾥��的⽉亮立�
��拉�了⼏⼗�，⽉⾯
上的环形�、⽉�、�地、
�击辐��纹在�远镜中
��可⻅。�架�远镜都
�⼀��场，�路过的⾏

���了过来。�当�们
在�过�远镜看�⽉亮�
�都�发�阵阵�叹声，
这使得周围�队等�观看
的�们更��满了期待。
�⽉亮上�的��是⽉�，
那⾥是⽉���喷发�来
的�武岩，颜��较⿊�亮
的��是�地，主�是�
⻓岩，颜�较亮”…...� 现场
⼯作⼈员⼀边指导着市⺠
正确使⽤望远镜观测，⼀
边为公众们解答各种各样
有关⽉亮的疑问，普及了

天⽂知识。

��，⼯作�员早早
在⽩⻢�园�场上架�了
三架���远镜和⼀架双

筒�远镜为观测做�了�
备。⽇落�不久，“蓝⽉亮�
便露�红��的“脸蛋��
上了树梢。⽽�地平线上
刚升�的满⽉由于⼤⽓的
滤�作⽤，使得波⻓较⻓
的红�可���地⾯，�
此刚升�的⽉亮“脸蛋��

是红��的了。

⽩⻢�园观⽉记

科普活动现场。

【撰稿：�王科超、陈向阳；�摄影：�陈向阳、王科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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