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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08
2017年8月10日
星期四

成
都

今日 阴 25℃~32℃
南风 1~2级

明日 小雨 23℃~32℃
南风 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今日
尾号
限行4 9

兑彩票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3和排列
5”第17214期排列3直选

中奖号码：423；排列5中奖号码：
42342。●中国体育彩票超级大乐透
第17092期开奖结果：前区03 07
09 17 34，后区04 05。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 国 联 销“3D”第
2017214期开奖结果：

313。●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联
销"七乐彩"第2017092期开奖结果：
基本号码：04、05、20、21、11、29、09，特
别号码：24。备注：以上信息以开奖现
场公证后的结果为准

今年9月，成都
七中万达学校的郑
力铭将和其他28名
来自全国的同学一
起，成为北师大天文
学专业的大一新生。
最初，听说郑力铭选
择了天文学专业，有
同学和朋友都觉得
奇怪：怎么会选这么
冷的专业。

传统印象里，天
文学属于比较高冷
的高校专业。近年
来，包括厦门大学在
内的国内诸多一流
高校却在开设或者
恢复天文学专业，在
四川省内，2015年，
西华师范大学也首
开天文学专业，这又
是为何呢？

成都商报记者
调查了解到，随着国
力提升，我国对天文
事业的投入加大，大
量天文和空间项目
的建成，对天文学人
才的需求正变得旺
盛。此外，随着我国
对科普工作的重视
和深入，各种天文场
馆，中小学基础教育
在天文学方面的投
入，都需要这方面的
人才。

这是否意味着
这个传统冷门专业
将迎来走热的翻身
机会呢？

据了解，为了开设天文学，西华师
大筹备了十来年。该校的天文学是与国
家天文台共建，国家天文台提供设备，
师资，科研平台以及学术上的指导。

“国家近年来对天文学人才需求更
大，我们既有人力支持，又有教学条件，
开设天文学可谓水到渠成。”罗志全院
长介绍，多年来，该校培养了一批天文
学相关人才。同时，在北大聘请了14位
知名专家作为外聘教授。正如吴江华教
授介绍，天文学是一门重观测的学科，
西华师大也在青海德令哈建立了自己
的天文台。除了得到国家天文台全方位
的支持以外，中国的所有天文台站，都
对该校的学生开放，提供观测、实习见
习场所。学生在该校天文学学习，低年
级的寒暑假进行天文观测，高年级则到
各地进行科研课程。比如本月的18号到

28号，学生们就会到学校在青海德令哈
的天文台去见习。

罗院长介绍，从这两年的办学情况
来看，学生质量非常好，为国内天文单
位提供后备研究生生源和科研后备力
量。国内一些重点高校，天文研究所都
需要本科生源，但因为本科生源不多，
结果很多单位都招不满，这也是该校天
文学学生毕业深造的一个契机。

罗院长说，目前国内除了西华师大
和河北师大以外，其余开设了天文学的
高校均是985高校，也就是天文学的门槛
其实不低。现在，西华师大给了有志于从
事天文研究的学生更多机会。学校会开
设天文基础教育相关课程，天文学本科
生即使无法全部进入科研单位，也可以
从事基础教育阶段的天文教育。

成都商报记者 樊英

进入北师大天文学专业就读之前，
郑力铭做了不少准备。他四五岁时，就
对神秘的星空产生了好奇，萌发了梦
想。而为了这个梦想，他一直在努力。

吴江华教授说，如果将来要做天文
研究，一般都要以博士为起点；如果要从
事天文科普或教育，则本科生、硕士生都
是可以的。以北师大天文学本科生为例，
60%到70%的本科毕业生都考研了。“天
文学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高冷，其实就
业面很广，我们的培养方案是毕业生能
在科研机构、高等院校、重点中学和科普
机构等单位，从事天文或相关的航天、测
地、理论物理、空间和地球物理等领域的
科研、教学、科普和管理工作。”

针对不少中学生的疑问，吴教授特
别解释了天文学的学习。吴教授说，天
文学是一门以观测为基础的学科，学术

上分工很细，有专门做理论的，有专门
做观测的。新的观测结果往往触发新理
论的提出，而新的理论又需要观测来验
证，理论和观测相辅相成、共同发展。不
管怎样，天文是离不开观测的。一般高
校天文专业，往往既讲授天文理论知
识，又注重培养学生利用天文观测设备
开展天文观测的动手能力。

大家对天文的印象，想象的画面就
是漆黑的夜晚，仰望满天繁星，感觉很浪
漫。实际上，现在都是电脑监测，观测时，
熬夜是常态，并没有那么浪漫。但如果你
通过辛苦的熬夜观测，取得了重要的天
文发现，那你会觉得所有辛苦都是值得
的，科学研究的魅力也在于此。所以，就
读天文学的学生，需要能够安静得下来，
比如熬夜观察，读天文理论著作，在数
学、物理和外语方面有较好的基础。

中国的所有天文台站，都对该校学生开放
走近西华师大天文学专业

不“高冷”，也不“浪漫”
就读天文学的学生，需要能安静得下来

天文学
天文学专业实为六大基础学科之一，也就是大家常说的“数理化

天地生”。但是此前，天文学在中国高校中属于比较稀少的专业，较有
口碑的包括南京大学、中国科大、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高校。

情况在这几年有了比较大的变化。2012年，厦门大学恢复了天文学
系；上海交通大学也在2013年将物理系更名为物理与天文系，并于今年
改为物理与天文学院；2013年云南大学天文学系成立；2015年，中山大学
成立了物理与天文学院。清华大学也成立了天体物理中心。此外，西华师
范大学，河北师范大学等高校近年也纷纷设立了天文学专业。

郑力铭参加了北师大的自主招生考试并且通过。他回忆，在考
查中，学校比较注重对物理和数学学科的考查。

早在6年前，北师大天文学就开始被纳入学校的自主招生考试
范畴，有降分录取的优惠。据北师大天文系副主任吴江华教授介
绍，实行自主招生以来，最多的一年招了26个学生，前两年只招了
22个，情况到今年有了很大变化，今年招生29名，上涨幅度比较大。
此外，从学校的实际情况来看，这两年每年还有一定数量的学生从
物理系和数学系转到天文系。

作为川内唯一开设了天文学专业的高校，西华师大物理与空
间科学学院罗志全院长介绍，西华师大2015年开设了天文学专业，
与国家天文台共建。该校的天文学专业面向全省，按一本招生，招
生计划在30到35名。从第一年招生开始，报考情况学校就很满意，
去年招了34名，今年招了33名。今年，该校已经申报了天文学的硕
士学位点，有望2018年开始研究生招生。

这几年天文学走热，吴江华教授认为，首先，这与国家对整个
天文事业的投入和发展关系密切。随着国力提升，我国重视基础研
究的投入，建造起了大量的天文大科学装置，比如贵州FAST、郭守
敬望远镜、暗物质粒子探测卫星‘悟空’、我国首颗硬X射线调制望
远镜卫星“慧眼”等。同时，我国还启动了不少科学计划，比如探寻
引力波的天琴计划、阿里计划、12m光学/红外天文望远镜等，这么
多大科学装置，需要很多天文相关的人才来参与建设，进行技术维
护、数据分析、学术研究等工作。

另外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物理学的最前沿领域，很大一部分与
天文相关。比如中微子、宇宙加速膨胀、暗物质、暗能量等研究，都
与天文学、空间科学密不可分。所以，很多高校将物理与天文放在
同一个院系中，至少在物理系中设立天文的相关专业。

除了国家大项目纷纷落成的原因，罗志全院长表示，随着国家
对科普的重视，很多天文馆，科学馆，甚至很多中小学都有自己的
天文望远镜，整个社会对天文人才的需求，是很大的。

此外，由于东部地区光污染严重，我国天文学科近年很多大的
科学工程由东部向西部转移，相应的，西部高校也迎来了机会。

趋
势

多所高校开设或恢复天文学专业

招
生

趋势良好，增幅较大

原
因

国家的重视和投入是大前提

多 所 国 内 高 校 开 设多 所 国 内 高 校 开 设（（ 恢 复恢 复 ））天 文 学 专 业天 文 学 专 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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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客站旁
投资高端康复医疗机构及医养综合体

交流活动中，梁锦松代表新风天
域集团宣布，增加10亿元战略投资，
帮助扩张顾连医疗后急性期医疗服
务平台的建设。“现在我们已经慢慢
步入老龄化社会，对于医疗养老等项
目需求非常大，我们希望提供好的服
务，带给大家好的体验。”梁锦松在回
答成都商报记者提问时表示。

作为成华区政府引进的重大项

目成都顾连康复医院，位于成都东客
站西广场旁鹏瑞利国际医疗健康中
心，注册资金1亿元，占地面积约1.3万
平方米，规划床位218张，计划于今年
9月建成对外服务，届时将成为西南
地区规模最大的国际康复专科医院。
科室设置包括：神经康复、骨科康复、
重症康复、疼痛康复、肿瘤康复、老年
康复、产后康复等，并提供针对在华
外籍人士及高端患者的特需门诊服
务。随着规模达28万平方米的一站式
国际医疗健康中心陆续投入运营，东

客站枢纽经济集聚区预计最终可同
时容纳近万人就诊，这将是全省首个
国际医疗健康产业集群。

成都市有关负责人称，成都市委
市政府把建立分级诊疗制度作为深
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重中之重。目
前，越来越多的社会资本进入成都，
顾连医疗本次与成华区签署战略投
资协议，对推动成都市医疗资源结合
共享，加快康复医养事业发展，优化
医疗保健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下
一步，成都市委市政府将积极促进康

复专科医院、老年病专科医
院及护理院等医养机构与
综合医院的紧密合作。

“除东客站全力打造成
都顾连康复医院外，我们还
在成都市打造了一所集非营
利性二级甲等老年病专科医
院、护理院和养护院一体的
医养综合体和儿童健康中
心。”据顾连医疗联合创始人
袁帅介绍，取得10亿元战略
投资后，顾连医疗将以成都
为基点，在全川各地市州全
面铺开建设多个医养综合
体，形成与多点多极经济发
展相适应的医疗发展新格
局，促进优质医疗资源均衡

分布，计划在未来5年内建成10家以上
高端康复医疗机构及医养综合体。

推进医联体建设
四川拟在每个市州建设医疗集团

近日，四川下发《关于推进医疗
联合体建设和发展的实施意见》（以
下简称《实施意见》）。根据《实施意
见》，四川各市（州）至少建设一个有
明显成效的城市医疗集团，全省建设
呼吸、牙科、儿科、妇产科等6~8个重
点专科联盟，省部级医院与区域医疗
中心，县（市、区）人民医院与上级医
疗机构远程医疗基本实现全覆盖。

根据《实施意见》，2017年四川
将启动以城市医疗集团、县域医疗
共同体、专科联盟、远程医疗协作网
为主要形式的医联体建设试点，三
级公立医院发挥引领作用，探索对
纵向合作的医联体等分工协作模式
实行医保总额付费等多种方式，引
导医联体内部初步形成较为科学的
分工协作机制和较为顺畅的转诊机
制，基本搭建医联体制度框架。到
2020年，四川不同级别、类别医疗机
构间建立目标明确、权责清晰、公平
有效、长期稳定的分工协作机制，建
立责权一致的引导和监管机制。

成都商报记者 胡敏娟

梁锦松来蓉投资10亿
东客站旁建国际医疗康养中心

川港医疗合作论坛昨
日在成都成华区举行，记
者从论坛上获悉，西南规
模最大的康复医院成都顾
连康复医院将于今年9月
落成并投入运营。

香港特别行政区前财
政司司长、新风天域集团
现任董事长梁锦松在合作
论坛上表示，“中国的医疗
资源和技术水平发展很
快，但是之前的重心更多
放在临床，康复意识还有
待加强。在香港回归20周
年之际，我们希望通过新
风天域与顾连医疗的合
作，引入香港优质医疗资
源，推动康复及医养行业
的发展。”

百部看四川讲述别样乡愁

8月9日，“百部看四川——微视工
程”最新一批作品上线，《四川民居的
水墨画册》《藏茶寻根记》《悠悠长江
水 百年豆干香》《一碗能点燃的面》四
部作品通过不同的视角，讲述别样的
乡愁。

《四川民居的水墨画册》讲述画家
曾君与四川民居的不解之缘，十年来，
他几乎跑遍了四川各处，画了近千张
民居水墨画，表现了四川民居的水墨
气质。《藏茶寻根记》的主角是一个95
后的藏族姑娘阿嘎，因微博网友的提
问，好奇的阿嘎想去探寻藏人制作藏
茶的秘密，开启了藏茶的寻根之旅。

乡愁当然少不了味蕾的记忆。《悠
悠长江水 百年豆干香》将镜头对准了
南溪豆腐干，展现其复杂且具考究的
制作过程，这项历经百年的味道几乎
成了每一个南溪人的味觉记忆。《一碗
能点燃的面》向观众展示了宜宾燃面
擀面、煮面、秘制香油、佐料的每一个
环节，揭秘宜宾燃面为何“燃”。

“百部看四川”在腾讯视频开设
V+频道，在乐视、爱奇艺、优酷、搜狐、
PPTV、暴风影音等各大门户视频网站
开辟专区，并开通微信公众号、新浪微
博，每个月都将推出一批新作，已上线
的作品将在全省的户外大屏、地铁、机
场等公共场所滚动播出。

成都商报记者 邱峻峰

阳光趋于劣势
又可凉快两天
预计今天白天成都云层重

叠，稳住阳光对大地的攻势，傍
晚前后西部迎来分散性阵雨或
雷雨，10日晚到11日白天云朵势
力加强，并伴有阵雨或雷雨，雨
量中雨，局部地方有大雨到暴
雨，到12日白天小雨渐停，最高
气温33℃。

成都商报记者 逯望一

“迷你圆仔”诞生
再掀法国“大熊猫热”

旅法大熊猫“欢欢”近日产下法国
首个熊猫宝宝“迷你圆仔”，引发广泛
关注。法国媒体争相报道，民众激动不
已，再度掀起“大熊猫热”。

“欢欢”生活在法国中部圣艾尼昂
市的博瓦勒野生动物园，于4 日诞下
一对雄性双胞胎，其中一只出生不久
后夭折，存活的幼崽状况良好，体重达
142克。幼崽目前还没有正式名字，因
爸爸是大熊猫“圆仔”，动物园便为其
取小名“迷你圆仔”。

2012年，“欢欢”和“圆仔”从成都
大熊猫繁育研究基地来到博瓦勒野
生动物园，开展为期 10 年的中法大
熊猫繁育合作计划。它们迅速成为园
内的头号明星，圈下大批“熊猫粉”。

“迷你圆仔”的到来更是让粉丝们沸
腾，从 5 日开始，不少粉丝专程前往
熊猫馆以期看到“欢欢”和“迷你圆
仔”的直播画面。

“欢欢”和“圆仔”是生活在法国的
唯一一对大熊猫，一直备受媒体和民
众关注，“欢欢”生产也成为热点。而

“迷你圆仔”的到来无疑将吸引更多游
客。动物园外联部负责人德尔菲娜·德
洛尔预测，两三个月后，当“欢欢”和

“迷你圆仔”与公众见面时将达到游客
量高峰。据法国媒体报道，动物园已开
始准备迎接“熊猫热”，于近日宣布招
聘更多员工为动物园餐饮和住宿部门
补充人力。 （新华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