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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7⽉13⽇上午，南���⻓蓝绍�调研中国科�
�南���时视�了�金����。副�⻓�跃�、�政�
�书⻓�国玖，南����⻓杨桂⼭、���⻓常进等�同。

常进�⻓向蓝绍��⻓�绍了��的历史�⾰和发�
现状，重点�绍了��针�国�科技创��三�⾯向���担
的重⼤科�任务、�得的重⼤科技成果��科���的�设
情�。蓝绍��⻓⼀⾏还视�了���金�园�的古��仪
�、早期���远镜等�贵�物，进⼀�了�了��观测和
���发�的历史脉络。

��，在南���召开的�谈�上，蓝绍��⻓在��
了杨桂��⻓�于中科�南����动南��域创��地
�设情�汇报�指�，中科�南���坚持�科技共进、�

南�同⾏，在围绕前�技术研发、科技成果转�、科技���
度�流等领域�南�开�了�度�作，在做�、做�⾃�同
时，为南�经济��发�和创��城�设��了�常重�的
�动作⽤。他希�中科�南�����习�平�时代中国�
���主�思想为指导，���⾏�发�理念，����、发
挥�势，在南�综�性科�中�、科技产业创�中�和⼀流
创�⽣态体�等�设中发挥更⼤作⽤，�快�设�间���
�电技术、�⼟环�两⼤研�中�和国科⼤南���，共同
把��科技城打�成为国�重⼤科技基础设�和����
�����，为南��进创��城�设贡�更⼤的⼒量。南
���⼀������持中科�南����设发�，��协
调��，��服务保�，�⼒营�⼀流发�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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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省重⼤科技专项“天⽂⼤科学装置冷湖台址监测
与先导科学研究”项⽬启动会在西宁召开

8⽉10⽇，⻘海省重⼤科技专项
���⼤科���冷湖�址监测�先导
科�研�”项⽬启动会在⻘海省西宁市
顺利召开。⻘海省科学技术厅党组成
员、援⻘办公室主任姚⻓⻘、⻘海省科
技厅政策法规与基础研究处处⻓瞿⽂
蓉、规划资管处副调研员巩志娟、政策
法规与基础研究处副处⻓赵⻓建、主任
科员多杰措，中国科学院紫⾦⼭天⽂台
副台⻓⽑瑞⻘、中国科学院紫⾦⼭天⽂
台⻘海观测站站⻓徐烨出席了会议。项
⽬专家委员会成员、项⽬和课题负责⼈
及来⾃中国科学院紫⾦⼭天⽂台⻘海
观测站、国家天⽂台、紫⾦⼭天⽂台、⻘
海省⽓象科学研究所、⻘海省地质环境
监测总站、⻘海⼤学、⻘海师范⼤学、⻘
海⺠族⼤学、⻘海省冷湖⾏政委员会⽓
象局、西华师范⼤学、⻘海省地震局
11家单位的项⽬参与⼈员共约70⼈参
加了会议。会议由瞿⽂蓉处⻓和项⽬总
体组组⻓杨戟研究员共同主持，姚⻓⻘
主任与⽑瑞⻘副台⻓分别为项⽬启动
会致开幕辞。�

为保障项⽬的顺利实施，项⽬特
聘国内相关领域专家13⼈组成项⽬专
家委员会，对项⽬内容和实施⽅案进⾏
指导。出席本次启动会的专家有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台赵永恒、吴京⽂、张海
燕研究员、中国科学院上海天⽂台侯⾦
良研究员、中国科学院紫⾦⼭天⽂台史
⽣才研究员、中国科学技术⼤学孔旭教
授、南京⼤学施勇教授、⻘海省基础地
理信息中⼼王海芹总⼯程师共8位专
家。启动会上，由姚⻓⻘主任、⽑瑞⻘副

台⻓、徐烨站⻓、项⽬总体组组⻓杨戟
研究员和项⽬⾸席科学家吴雪峰研究
员共同为与会专家颁发了项⽬专家委
员会聘书。

�上，项⽬��课题负责��别
�绍了项⽬总体情�、组织�架���
��等内�，��专�重点围绕项⽬�
�过�中可���的难点、各课题协同
攻�中的协调�制����过��需
当地政�的保��撑�⾯提�了�⻅
和�议，⻘�省科技厅主���结�科
技领域���服��⾰⼆⼗��科技计
划项⽬经费�理、使⽤等进⾏了�读。
同时，为保�项⽬的顺利��，�期�
成项⽬总体⽬标，各课题组成员和��
单��项⽬�理、课题����、研�
进度等开�了��讨论，��项⽬总体
组进⾏了�理����认。�

�项⽬⾯向中⻓期中国��⼤科
���布局的需�，在⻘�省�域�址
筛查的基础上，重点�测�⻄州���
冷湖地��柴�⽊盆地周边的��观
测�件，开���⼤科�装置冷湖�址
监测�先导科�研�。����址监测、
�电�波��址�选和监测、���址
⼤⽓、地理地质环�监测�综���、
时域��先导科�研�等���⾯�
�。�过�预选�址监测�据的综��
�，选�����、�⽶波和亚�⽶波
等�电�波�观测的�良�址，�选�
�址给��⾯的�址报告，开��址规
划和保护��的研�。� 同时，项⽬围绕
基础研�，�托⻘�省��资�开�重
⼤科技⼯�，希��过��选址⼯作的

开�，发挥⾃�资��势，促进⼤科�
��在⻘�落地，开�时域��的先导
科�研�，�⻘�⼤�、⻘�师范⼤�、
⻘���⼤�为重点，�过联���研
�⽣、�立联�中�等研�平�，带动
⻘�省的�科�设和����，�发各
���积�性和创�性，�设结��理、
�质�良的创���队�，为⻘�省�
�研�提供�备⼒量。此�，�过�域
科技�作��流，进⼀��进��科�
基地�设，提升科�基础设�服务�⼒，
�动科�场馆、科���等开�科�服
务。�过��上⽬标的�现，�终为�
⻘�冷湖镇打�为�界级��观测基
地��坚�基础。

【供���项⽬办】

图3:�中国科���金����⽑瑞⻘副�⻓
�开��

图4:�项⽬专家委员会聘书颁发仪式 图5:�会议合影

图2:�⻘�省科�技术厅�组成员、援⻘办��
主任�⻓⻘�开��

图1:�⻘�省科技厅政策�规�基础研�处处
⻓���主持�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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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天⽂台仙林新园区建设⼯程通过验收

8⽉28⽇⾄29⽇，中国科学院条
件保障与财务局组织专家对紫⾦⼭
天⽂台（以下简称“紫台”）仙林新园
区建设⼯程进⾏验收。中国科学院原
基建局局⻓孔繁⽂任专家组组⻓。紫
台台⻓常进、党委书记赵⻓印、副台
⻓⽑瑞⻘、党委副书记兼纪委书记张
建成、原党委书记张丽萍以及管理和
⽀撑部⻔相关⼈员参加了会议。

孔繁⽂主持验收会，并介绍了验
收要求。⽑瑞⻘作了⼯程专项汇报，
分别介绍了新园区建设⼯程的⽴项、
招标、管理、实施和财务等⽅⾯的基
本情况，并重点介绍了新园区建成后
对紫台“⼀三五”重⼤突破、重⼤科技
产出、重⼤科研项⽬承担、⼈才引进

和研究⽣培养、设备技术发展等⽅⾯
所发挥的重要促进作⽤。专家组分
4个专业组分别对项⽬建安、管理和
使⽤、财务、档案四个⽅⾯进⾏了现
场检查和验收，并讨论形成验收意
⻅。

紫⾦⼭天⽂台仙林新园区建设
⼯程包括“空间⽬标监测及天体物理
综合实验研究平台项⽬”和“仙林园
区配套楼及园区基础设施项⽬”两个
项⽬，总⽤地⾯积54681.4平⽅⽶，总
建筑⾯积36358.1平⽅⽶，其中地上
26794.6平⽅⽶、地下9563.5平⽅⽶，
主要包括4栋科研楼和1栋配套楼。

孔繁⽂代表验收专家组向我台
通报了验收结论。专家组认为，紫台
仙林新园区两个建设项⽬遵守了基
本建设程序，完成了全部建设内容，
达到了建设⽬标，使⽤状态良好，同
意通过验收。同时，专家组⾼度评价
了紫台领导班⼦的果断决策和⾼度
重视、建设团队的尽职尽责和⾟勤付
出。仙林新园区建成并投⼊运⾏以
后，显著改善了紫⾦⼭天⽂台科研、

实验、办公、学习和⽣活等条件，有效
促进了紫台的科技创新⼯作，并增强
了全台职⼯的归属感和凝聚⼒。

常进对专家组的验收指导表⽰
感谢。他指出，紫台仙林新园区建设
⼯程从规划、设计和前期准备到最终
的结算审计和验收，历时⼗年，凝聚了
中科院和地⽅各级领导的重视和关
⼼、紫台两届领导班⼦的智慧、建设团
队的⾟勤实⼲、各部⻔的通⼒协作和
全台职⼯的⽀持理解。新园区的建成
对紫台科技创新和⻓远发展意义重
⼤。最后表⽰，紫台将着眼⻓远发展，
积极争取资源，进⼀步做好园区后续
建设，不断改善科研实验条件和研究
⽣的学习⽣活条件，出成果，出⼈才。

图1:�验收会议现场

图3:�专家组组⻓孔繁⽂介绍验收要求 图4:�专家组检查现场 图5:�专家组检查档案

图2:�常进台⻓致辞

紫台与南京信息⼯程⼤学签署合作协议
2019年7⽉12⽇上午，中国科���金�����

南���⼯�⼤��作签约仪式在南���⼯�⼤�
（�下简��南�⼤”）举⾏。紫⾦⼭天⽂台台⻓常进、南京
信息⼯程⼤学校⻓李北群、副校⻓戴跃伟及学校相关院
系和部⻔负责⼈参加仪式并举⾏座谈。紫台⼈事教育处
相关负责⼈陪同。

南�⼤李北��⻓�常进�⻓�临���⽰欢�，
�绍了��的基�情�，��了���在���流、研�
⽣��、重⼤项⽬等�⾯开��作的��。常�⻓�李�
⻓的盛情�请�⽰�谢，希�����更�的���科
毕业⽣来���习��，��也�励双�科��在⾏星
科�、�间�⽓等领域共同谋划�进重⼤项⽬，�现科�

新 闻紫台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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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同创新。
基于签署的协议，双�将在��、⼤⽓、�间�⽓�

电⼦信息等学科领域开展深度合作，共同�进����
�项⽬�作。���过���试⽣、联���等�式，为
��研�⽣��扩�招⽣体量、提升��质量。

南���⼯�⼤�是由江苏省��政�、中国⽓�
局、���、国���局等��共�的�双⼀流��设��
和�江苏��平⼤���设��。��的“⼤⽓科�”在��
�⼀级�科评估中�联�国�⼀、获评A+等级�⽓��为
国�重点�科。

【供���项⽬办】

�台-⿎楼区政府-倍格⽣态共建“中科�台创�基�”
签约仪式在紫台举⾏

7⽉19⽇上午��台-⿎
楼区政府-倍格⽣态共建“中
科�台创�基�”签约仪式
在紫台举⾏，三⽅共同签署
了关于倍格创业⽣态科技
（西安）���限�司�驻南

京市⿎楼区与中国科学院�
⾦⼭天⽂台共建中科�台创
�基�合作备�录。

“中科�台创�基�”
是⿎楼区政府2019年重�
的硅巷建设项⽬�其基�依

托�台⿎楼⼤楼��照倍格
⽣态提供的硅巷建设⽅�进
⾏打��结合�台科创资源
�南京⼤学科�资源�定位
为展现中国天⽂�神的科创
传�孵化硅巷��基���

⼒��为江苏省�南京市城
市更�的核⼼标杆��天⽂
�天主题的科技⽂化�间。

⿎楼区区⻓冯磊��台
台⻓常进��台纪�书记张
建成�出席了签字仪式�

��届中国⻘年��论坛成�举�
8⽉6⽇�9⽇，由中

国��学会⻘年⼯作�
员会、中科�⻘年创�促
进会主办，中科��金�
���⻘促�⼩组�办的
����中国⻘年��论
坛�在�东⻘岛顺利举⾏，

会议得到了中国⽯油⼤学
（华东）理学院、中科院南
京天⽂光学技术研究所⻘
促会、中科院紫⾦⼭天⽂
台⻘岛观象台的⼤⼒协办。
共 有 来 ⾃ 约 3 0 � 单 �
140��代���了�议，

�向��⼠、国内主��
�单�领导�临论坛��
�。

�中国⻘年��论坛�
是中国����⼀年⼀度
的重����术�流活动
�⼀。��论坛的主题为

�地基��观测项⽬进�
���”、��基����
间科�项⽬进����”、
���使�波�����
⼤�据”，瞄准国际天⽂热
点和新兴领域，邀请了当
前我国已经⽴项、正在�设

新 闻 紫台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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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计划�议的各�地
⾯⼤��和�间��项⽬
的⾸�科��或��⾻⼲，
�绍项⽬进�和科研成果，
��研��得。��论坛
还举办了⻘年�者�资�
科研�理者和科��的�
谈，�流科研�向、科研�
�和科研精�，促进⻘年
�者快�成⻓。�过��
论坛，⻘年�者们�了�
了中国��主�观测设备

的情�和成果，更���
了各⾃的发���，在热
烈的�流中�进了友谊、
促进了�作。

��论坛还设�了
�七⼣科���环节，为中
国⽯油⼤�（华东）的�⽣、
⻘岛��带来了��索�
�中的�物质�和�⾛进南
�⼤陆�等2场科�报告，
�组织了观星活动，�受
�⽣和���评。 图1:���代���

图2:�领导致辞和报告现场 图3:�科�现场 图4:��谈�现场
【撰���汪�波、赵金�、胡⼀鸣，�摄��张颢、张艳】

“Python数据分析与机器学习培训班����成�举办
由中国科�技术⼤�����

间科���、中国科���金���
�⻘促�⼩组组织的“Python数据
��与�器学习�训�于7⽉22⽇�
26⽇在�金����举⾏。来⾃�金
����、南�⼤�、中国科�技术
⼤�、南�师范⼤���南���星
河电�有�责任�司的150���员
��了�训。

�����浩���的不��
索，���这�基于观测的�古⽼⾃
�科�，��科技的进�，⽬前正⼤
�地�进⼤�据时代。���也是�
早的�据驱动�科，�计算�⼤�据
技术是制约�科发�的�键��。�

此同时，��⼤�据疯狂的浪潮，�
⽣代的⼯�Python得�了前�未有
的�发。���Python两者相结�
��产⽣�⼤的�响。

���训�照��理精�+模块
�绍+经典�例讲�+���例�索�
的形式，��了�员���⽩算�基

�，快�在��领域�现应⽤的⽬的。
�过�训，为�员们�打开了⼀⾯�、
�开了⼀��、铺�了⼀�路”，极⼤
地促进了天⽂领域的数据分析以及
⼈⼯智能机器学习⽔平的提⾼。

图1:��训现场-1

图2:��训现场-2

【供����金����⻘促�、����间科
���】

新 闻紫台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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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阳和空间等离⼦体精细结构动⼒学研讨会
暨太阳和空间等离⼦体物理前沿研究⾼级讲习班”顺利召开

6⽉26�30⽇，在国�
⾃�科学基金重点项⽬��
阳⼤⽓中的精细结��其波
动过���热�制”（项⽬批
准号：41531071）的⽀持下，
由中国科学院紫⾦⼭天⽂台
太阳和太阳系等离⼦体研究
团组召集举办的��阳和�
间等��体精细结�动⼒�
研讨�暨�阳和�间等��
体物理前�研��级讲习
��在�江绍兴顺利召开。来
⾃�阳物理、�间科���
等��体物理等研�领域的
60��专��者和研�⽣�
�了���议。

举办此次会议的主要⽬
的是围绕上述基⾦委重点项
⽬的基本科学问题，通过对
国际前沿研究动态以及多学
科交叉研讨，促进项⽬计划
的研究进展，增进太阳物理、

空间物理、以及等离⼦体物
理等学科领域在相关问题研
究上的交流、合作与发展。会
议特别邀请台湾�中研���
⼠、地�科�研���⻓李
罗��授，中国科���⼠、
中国科�技术⼤�王��授，
中国科���⼠、北�⼤�
�传诒�授，中国科���
⼠、国����汪��研�
员等�内�知�的资�专�
���议���了�议研讨，
�相�研�前�问题的热点
�难点给��体的指导性�
议。其中李罗��授、�传诒
�授等��活跃于国际研�
前�领域的资�专�还应�
��阳等��体精细结�形
成�制和�流体波动冕��
研�、⾏星际�间�湍流理
论、电�层等��体�布和
地�辐�带等��体波动�

�、��图�电频谱⽇�仪
进�和�阳��⽊星�电辐
��理、�验�等��体波
模相�作⽤研�等前�热点
问题作了精彩的主题报告。

此��议共有来⾃北�
⼤�、南�⼤�、中国科�技
术⼤�、�江⼤�、�东⼤�、
北�师范⼤�、洛阳师范�
�、���中央⼤��，��中
国科��国����、国�

�间科�中�、�金���
�、�南���等��的�
�专��者在�上�流了�
术报告。��代�围绕上�
基金�重点项⽬的基�科�
问题�观测、理论和模�等
相�议题�⾯进⾏了热烈细
�的讨论和����的�流，
圆满�现了���议���
流平�、��科研�作、促进
项⽬进�的预期⽬的。

��等��精度钾同��研��⾯��重�进�
� 8⽉15⽇，《地��

学 与 � � � 学 学 报 》
( G e o c h i m i c a � e t�
Cosmochimica� Acta)正
式发�了中国科学��金
����（��）等关于�
精度钾同��研�的��
成果。该项研�发现，玻�
陨⽯在形成过�中即上
陆壳在转变成玻�陨⽯的
�击�发��冷�过�
中，没有发⽣钾同��的
�异，这对于�⽰内�阳�
�体的��挥发性元�
亏损�制�有重�科学�
义。

� � ���纪��同�
�质谱测试技术的⾰�性
发�，�别是���等�
�体质谱仪（MC-ICP-MS）
的问�，�传统稳�同�
�地���这⼀�的��
�科应�⽽⽣，����
�发�，成为��纪�⼀
�⼗年地���领域的�
⼤亮点�⼀。�年来，相较
于传统的SIMS和TIMS，
MC-ICP-MS�的钾同���
�精度提�了⼀��量级
（�0.5‰�0.05‰），�此
可�⽰⼀些先前����
的钾同����。� 尤其是

�阿波罗⽉岩样品的��
��显⽰，⽉�的钾同�
��地�重了0.4‰，这为
⽉球的⾼能⾼⻆动量撞击
起源理论提供了强有⼒的
证据。

� 玻�陨⽯（Tektite）
是⼩⾏星�击地�时，地
�岩⽯在�温�压还��
件下�间��冷�形成的
玻�体，其尺⼨⼀�约为
�⽶/厘⽶级⼤⼩。��科
研�员��国�路易�华
盛顿⼤�、��⼤�等�
队�作，利⽤Nept une�
MC-ICP-MS��了�亚玻

�陨⽯的钾同��和锌同
��(图1)，结果显⽰玻�
陨⽯��岩硅�盐地��
间��显��，��上陆
�在转变成玻�陨⽯的�
击���发过�中，�有
产⽣钾同��的��。⽽
锌同����在⼀��⾯
上变�都�⼤，进⼀�的
热��模�计算��，�
铜元�铜和锌在�发过�
中�易丢失，�此产⽣⼤
的同����，⽽�⽯元
�钾由于�有��的活度
��，更倾向于留在硅�
盐�体中。

新 闻 ∣ 成 果 紫台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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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度钾同����正成为�
传统稳�同��研�领域的⼀�热
点，利⽤�技术重�检测�粒陨⽯、
⽉�陨⽯、�星陨⽯和� HED� 陨⽯的
钾同��组成�，�⽰挥发�在⼩⾏星
和⾏星形成和��中的作⽤是⼗�
必�且�切的，这有助于厘�内�阳
��体的��挥发性元��损�制。

此�，该项⼯作�来可��应⽤于我
国�����⽉�采回的⽉岩/⽉�
样品，�可给�⽉�⼤��理论的科
�证据。同时，相�研�也为我国未
来⼩⾏星�测提供理论基础。

该项研究⼯作第⼀作者为紫台
蒋云副研究员。

该⼯作主要得到了国家⾃然科

学基⾦委（基⾦号：11 4 7 3 0 7 3 ,�
41573059,� 41873076,� 41773059,�
11761131008）、中国科学院⾏星科
学重点实验室和紫⾦⼭天⽂台⼩⾏
星基⾦会等的⽀持。
��链�为�https://doi.org/10.1016/
j.gca.2019.06.003。

图1:�K、Zn和Cu�同��在�岩硅�盐地�（BSE）、�粒陨⽯（Chondrite）和玻�陨⽯（Tektite）中的���度��。

�⾦����等基于ALMA观测
揭⽰LkCa 15�⾏星盘�⽓��尘��布

8 ⽉ 2 8 ⽇ ，T h e�
Astrophysical� Journal�
(《�体物理学杂�》) � 在
线发�了中国科学��金�
����江�课题组与�作
者的研�成果，该项研�利
⽤Atacama�Large�Millimeter/�
subm i l l ime te r � A r ra y
（A L M A）� 电 ⼲ � 阵 的
观测数据，给�了�⾏星
盘LkCa� 15中的⽓体和尘�
�布�征，并�确���⾏
星盘的⽓体质量，�⽰了⾏
星形成早期的物理环�。

�⾏星盘是环绕在年
轻恒星周围由⽓体和��组
成的⽓体盘。�⾏星盘在�
��坍缩过�中�年轻的恒
星同时形成，在�间上其半
�可���1000� AU�（��
单�），它是⾏星诞⽣的摇篮。
�⾏星盘的研�可为��了
�⾏星形成提供重�线索。

LkCa� 15是⼀颗�于金⽜�
的年轻恒星，�早在2012年�
���在其��盘内��洞
发现疑�⾏星的�选体�
LkCa�15�b，�续�该�⾏星
盘持续的观测，期�获得更
��的图�来给�⾏星�在
的证据。2014年，ALMA�
过尘�连续谱与CO的 3 -
2 发�线 对 L k C a � 1 5�
统进⾏了�精度观测，给�
LkCa� 15�⾏星盘的尘�
与CO图�。�⽽,在LkCa�
15�统的⽓体盘质量可�
较⼤��其12CO的发�
线处于�学�的�况下，�
何����其质量��成为
⼀�难题。

在该项研�中，�金�
���领衔的科研�队基于�
LkCa�15��统的⽓体盘⾯�
度�布参数���，在⼀�
较⼤的���间内开��索，

�获得其�佳��质量（图
1）。研��员发现，�佳�
����LkCa�15��统的⽓体
盘约为� 0.1��阳质量，这
�结果证�了已有的两��
��率观测。同时，研��员
发现，�过��⽓体发�线
的���图，��更��的
���⾏星盘中的⽓体质量，
�来基于该��可��应⽤
于精������这��⾏
星盘的质量。

该项研究⼯作第⼀作
者为紫⾦⼭天⽂台晋升博
⼠，合作者包括美国洛斯阿
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研究员
Hui� Li课题组和美国莱斯⼤
学Andrea� Isella博⼠。该⼯
作得到了国家⾃然科学基⾦
(11503092,� 11773081,�
11661161013)� 、中国科学
院创新交叉团队、中国科学
院⾏星科学重点实验室等项

⽬资助。 
��链��https://doi.org/
10.3847/1538-4357/ab2dfe

图1:� 不同�⾏星盘质量下的CO�
��图�ALMA观测对⽐。从上⾄
下：低质量模型，最佳拟合，⾼质量
模型。

成 果紫台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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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基金��知，中国�⼠�科�基金
�65�⾯上资助评审结果已�晓，�金�����⼠�
丁江乔荣获中国博⼠后科学基⾦第65�⾯上资助⼀等资
助，是该项基⾦�国���领域�⼀获得者。

丁江乔�⼠为我�2018年进��⼠�，�作导师为
史⽣�研�员，研��向为�赫�频��测�统中���
技术，⽬前共发�SCI�术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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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基金经过专��讯
评议��资助��，资助标��⼀等和⼆等两�等�。�
年资助��为当年进���的三��⼀左右，其中⼀等资
助占总资助��的三��⼀左右。

���⼠后丁江乔荣获中国博⼠后科学基⾦⾯上资助⼀等资助

【撰���⾦璐】

�⾦����李鑫冉获选中国�⼠后科学基⾦
2019年度 �澳⻔⻘年学者计划”

�⽇，��国�⼠����办�
�《�于2019年度�澳⻔⻘年�者计
划”获选结果的通知》（博管办﹝
2019﹞68号）⽂件获悉，全国30⼈获⾸
批资助。紫⾦⼭天⽂台李鑫冉喜获资
助。

李�冉�⼠进���在��科技
⼤�⽉��⾏星科�国�重点�验�
�事�⼠�研�，主�研��向为�地
⼩⾏星���轨�的识别�证认，�作
导师为�永烜�授。李�冉�⼠毕业于
中国科���金����，现任���

地�体�远镜�组助理研�员。
�澳⻔⻘年�者计划”资助优秀在

站博⼠后研究⼈员、应届博⼠毕业⽣及
在职教学、科研⼈员，与澳⻔指定培养
单位，合作开展博⼠后研究⼯作，为期
2年。

【撰���⾦璐】

����届全国优�⼤学⽣暑期�令营活动圆满结束

7⽉16⽇上午举⾏夏令营开营仪式，���⻓、中国科
�技术⼤�����间科���（�下简��������）�
⻓常进研�员�欢��。常进�⻓向来����科��想的

����们��了热烈欢�，同时向营员�绍了��的历史、
发�现状、研��向和�期重�进�。常�⻓希�营员们�
�过此�活动，认识和了����，找�⾃⼰�兴�的�向，
体�����的�⼒，希�⼤��来����，����事
业，为�设�界⼀流����国贡��⾃⼰的⼀�⼒量。

7⽉15�19号，�金����（�下简��“��”）成功
举办了����国��⼤�⽣夏令营，来⾃国内38���的
�60���⼤三�⽣��200�报��⽣中脱颖⽽�，�过
遴选，参加了此�夏令营活动。

���⻓常进研�员�欢�词

荣 誉 ∣ 活 动 紫台通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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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常务副�⻓吴��研�员��了
当代���重⼤前�科�问题，进⼀��绍了��各�研�
��、�验�和野���，���中国科⼤��联�共��
���的现状和未来，��各��科点的师资⼒量。结��
��⼏年来在研�⽣���⾯�得的成果，吴��副�⻓向
营员们�⽰了�����事业的卓�贡�和在研�⽣��
中���势的��科研平�。

由��27个研��组的⾸�科��或导师代�作了精
彩的�术报告，向营员们⼀⼀�现了他们��事的���研
��向的前�、成果、挑战和未来。营员们带着对探索天⽂的
热情，与报告��动，进⼀�了�⾃⼰�兴�的�向。

7⽉17⽇上午，
营员们�过与导师⾯
对⾯交流，进⼀步了
解并选择⾃⼰感兴趣
的研究⽅向。通过⾛
进和参观紫台4个中
科院重点实验室，近
距离了解紫台取得的
科研成果，与科学家
们直接对话，体验紫
台科研氛围、品味紫
台90年来的历史传
承。

7⽉ 18⽇营员�
们⾛�园区，乘⻋前
���盱眙观测站�
观�地�体�远镜，
�受���时俱进的
创�精��地域��
的�穷�⼒。�观活
动为营员们留下了带
着温度的美好记忆。

����⼤�
⽣夏令营主�⾯向
“985⼯�”、“211⼯
����，招��科三
年级�习成绩��、
有�于�事科�研�
�有较�科研�⼒的
�⽣，为导师和各⾼
校的优秀�⽣�间���流和��的平�，��了��⼤�
⽣�间的相��习和�流。��各�⻔�⼒为��夏令营的
成功举办提供了��保�和�质服务。

紫台通讯

吴雪峰副�⻓�绍��和中国科⼤����

夏令营�术报告�现场 营员们在盱眙观测站合影留念

活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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讯简

����������7⽉18⽇，�⼗⼀期����⻰�在中国科���金�����林园��期举办。���⻰�请�了�金��
��纪�研�员为⼤�带来题为��间���我们的路在何���的精彩�讲。

����������7⽉25⽇，�金������⼗�期⻘年论坛在���林园区顺利举办。��论坛�请�华中科技⼤学黎�
副教授，他为⼤�带来了题为��⼒常�G的精�测量�的�术报告。

����������7⽉4⽇，�⼗期����⻰�在�金�����林园��期举办。���⻰�请�了�南⼤�中国⻄南��研
��的李�兴副�授为⼤�带来了�于星�盘的动⼒�����的��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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