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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还是初中生的刘某
阳，凭借“便携式多组份气体紫外
现场分析仪”这项发明获得多个
省级、国家级奖项，被合肥重点高
中一六八中学录取。这项发明被
指在名称、工作原理、外观方面，
均与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安徽光学
精密机械研究所（以下简称“安光
所”）2012 年的一项科研成果高
度一致。当时，他的父亲刘建国任
该所副所长，也是该科研成果所
属项目的主要完成人。刘某阳当
时的任课老师也证实，该发明在
研究过程中得到刘某阳父亲的指
导和帮助，“属于‘大手拉小手’”。

中学生有没有拿着父亲单位
的科研成果当升学敲门砖，赚到
宝贵的升学名额？这个事需要做
出全面的调查。目前，中国科学院
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回应表示，
已组织人员对此事进行调查，后
续将及时向社会反馈调查结果。
而相关大赛组委会回应，目前已
启动调查，若属实，将按照大赛规
则进行处理。

其实，“学二代拼爹”，拿着父
亲的科研成果获奖，搞不当竞争
的 事 ，之 前 就 发 生 过 。比 如 ，

《C10orf67 在结直肠癌发生发展
中的功能与机制研究》这种级别
的课题，出现在青少年科技创新
大赛中，该项目获第34届全国青
少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第34
届云南省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青
少年科技创新成果竞赛项目一等
奖，研究者是一名六年级学生。事
件引发广泛关注后，涉事小学生
父亲、中国科学院昆明动物研究
所的研究人员陈勇彬，发声道歉，
承认“过度参与”项目，“造成了不
好的社会影响”，其所获奖项最终
被撤销。

拿着专业的科研成果到中小
学科技竞赛中比赛，等于直接降
维打击，造成了极其严重的不公
平竞争。一边是中小学生的比赛，
一边却是“学二代”背后的父母，
这样的选拔比赛还有意义吗？这
不变成赤裸裸的拼爹了吗？

让中科院的研究员父母“捉
刀”所谓的科研竞赛，完全背离这
些中小学科技竞赛的初衷，非但
不可能选出好的科研人员苗子，
反而变成一场学术造假，让孩子
进入科研领域的“第一颗扣子”就
系歪了。这不是“大手拉小手”，这
就是拼爹，因为不是每一个孩子
都有一个“科研爸爸”的“大手”。

要看到，这不是中小学生竞
赛的小问题，背后关系到升学公
平、普通子弟有没有通畅的上升
路径，涉及社会阶层的固化问题，
也是关系社会公平的大问题。

虽然，“学二代”不像一些
“富二代”直接用金钱开路，花大
价钱到海外一些学校捐出一个

“校董”来拿入场券，但“学二代”
这种利用父母研究成果当升学
敲门砖的问题，依然严重败坏了
社会风气。培根讲“知识就是力
量”，其实，知识也可能是一种

“权力”，如果父辈的科研成果直
接能转化成孩子上升过程中的

“硬通货”，将可能造成学者的身
份固化，形成这个特定阶层对于
优质教育资源的垄断。

因此，近年来，一些父母的研
究成果成了“学二代”升学敲门砖
的现象，值得高度警惕，这是在另
一个维度上对教育公平的侵蚀，
其危害性可能并不亚于“以钱买
分”“以权换分”。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特约评
论员 沈克鲜

中学生有没有拿父亲的科研成果当升学敲门砖

不是中小学生竞赛的小问题
而是关系社会公平的大问题

记者从山东省日照市 27 日
召开的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新
闻发布会上获悉，五莲县27日新
增2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3例阳
性检测者。截至目前，五莲县共有
6名本土新冠肺炎确诊病例。

鉴于五莲县洪凝街道学府
壹号小区已成为中风险地区，

27 日山东省文化和旅游厅下发
通知，启动“熔断”机制，暂停全
省旅行社及在线旅游企业经营
跨省团队旅游及“机票+酒店”
旅游产品，待省内无中高风险
地区后，自行恢复跨省旅游经
营活动。

据新华社、澎湃新闻

据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记者 李放）在27日召开的北京
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
作新闻发布会上，北京市疾控中
心副主任庞星火介绍，北京市本
轮疫情病毒均为德尔塔变异株，
与近期我国内蒙古、甘肃等地报
告病例的病毒高度同源，已报告
感染者共存在3个独立传播分支。

庞星火说，北京市疾控中心
对近期北京市京外关联本地病例
开展全基因组测序分析比对，结
果显示，本轮疫情病毒均为德尔
塔变异株，与近期我国内蒙古、甘
肃等地报告病例的病毒高度同
源，属于同一传播链；截至目前，

北京市已报告感染者共存在3个
独立传播分支，分别为丰台传播
分支，昌平传播分支，以及涉及丰
台、海淀、昌平关联聚集性疫情传
播分支。

在当天的发布会上，北京市
公安局副局长潘绪宏通报了5类
涉疫违法犯罪典型案例，包括违
反小区封控措施、不服从防疫工
作人员管理；违反进出京疫情防
控要求、逃避正常检查；违反公共
场所疫情防控规定，不按要求佩
戴口罩、测温验码，拒不服从管
理；拒不执行疫情期间密闭场所
暂停开放要求；非法组织跨省旅
游活动、妨害传染病防治工作。

新华社北京10月27日电 近
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部分
债务沉重地区违规兴建楼堂馆所
问题的通报》，对青海、宁夏、贵
州、云南等地区违规兴建楼堂馆
所问题进行公开通报。

通报强调，严格控制党政机关
办公楼等楼堂馆所建设，是加强党
风廉政建设、落实过紧日子要求的
重要内容。党中央、国务院明确要
求，债务风险较高地区除必要的基
本民生支出和机关有效运转支出
外，要大力压减基本建设支出，筹
措资金化解债务风险；机关、团体
不得建设培训中心等各类具有住
宿、会议、餐饮等接待功能的场所
和设施。近期，审计署审计发现，青
海、宁夏、贵州、云南等4个省区的
一些地方有8个项目不同程度存在
违规兴建楼堂馆所的问题。

通报指出，上述违规动用财
政资金兴建楼堂馆所问题，反映
出相关地区部门和单位有关人员

“四个意识”不强，纪律规矩意识
淡薄，艰苦奋斗、勤俭节约的思想
弱化，对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
贯彻不到位；一些地区业务主管
部门、监管部门作用发挥不够，未
能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

通报强调，严控楼堂馆所建
设是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
费的重要内容，事关维护党和政
府形象，无论政府债务风险高低
都必须坚持。地方各级人民政府
及其工作人员要从审计发现问题
中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引以
为戒，认真开展自查自纠，公开曝
光典型案例，坚决防止此类问题
再次发生，坚定不移把党中央、国
务院决策部署落实到位。

疫情动态速报

据澎湃新闻报道，刘某阳就读期
间的任课老师称，刘某阳和父亲的专
利相似也是“正常”，“这种情况就属于

‘大手拉小手’，他父亲是从事这个行
业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肯定也会受

到影响，父亲的项目他也可以参与，就
相当于父亲搞一点东西给他做，类似
的科研成果都是一个团队搞出来的。”
他表示，刘某阳发明过程中，确实得到
了父亲的指导和帮助。

近日，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
研究院院长刘建国被曝利用自己和
实验室团队的科研成果，供儿子获奖
升学。通过查询相关信息，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发现，曾就读于合
肥某中学的学生刘某阳被曝是刘建
国的儿子，其曾在2015年，因发明“便
携式雾霾污染气体快速识别和检测
装置”（又称“便携式多组份气体紫外
现场分析仪”），获得第30届全国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三等奖、第30届安徽
青少年科技创新大赛科技发明类一
等奖、2016年合肥蜀山区第八届青少
年科技创新区长奖，并以此作为特长
生升入合肥市某重点高中。

此后，刘某阳又在2018年凭借发
明的“酒驾安全激光快速筛查系统”，
获得2018年第33届全国青少年创新
成果竞赛三等奖、2018年安徽省青少
年科技创新大赛一等奖、2018年合肥

“科技创新市长奖”、“重庆理工大学
专项奖”和“中鸣科技专项奖”，并入
选2018年安徽省庆祝改革开放40周
年展览。

在刘某阳就读的中学官方微
信公众号里，记者发现该公众号曾
发表过一篇家长征文，其中，刘某
阳的父亲就曾自述自己名叫刘建
国。此外，在检索完“便携式雾霾污
染气体快速识别和检测装置”与

“酒驾安全激光快速筛查系统”的
相关信息后，成都商报-红星新闻
记者发现，刘某阳并非上述两项发
明的最初提出者。

早在2012年，中科院合肥研究院
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就曾发布
一项名为“便携式多组份气体紫外现
场分析仪”的研究成果。其中，“便携
式多组份气体紫外现场分析仪”所属
项目的主要完成人第一位正是刘建
国。且对比两人的成果名称、功用、研
究原理等，发现二者存在高度重合，
外观上的区别则是：实验室仪器侧面

印有“中科院安徽光学精密机械研究
所”的字样，刘某阳设计的装置则在
相同位置变成了黑色胶带。

此外，根据刘某阳发明的“酒驾
安全激光快速筛查系统”，成都商
报-红星新闻记者查到，2018年，刘
某阳将“一种新型酒精光谱吸收特性
演示验证系统”申报国家专利，并在
2020年获得该专利授权。但值得注意
的是，早在2011年，刘建国就已申请
了“激光酒驾道边在线监测系统”和

“手持激光酒驾遥测预警系统”两项
专利，并在2012年至2014年之间，发
表多篇关于激光检测酒精的论文。

通过对比两人的专利内容，记者
发现，两项专利均使用红外激光为光
源，采用1.39um的光谱，使用激光直
接穿过车厢在线监测，通过分析探测
器接收信号光强的变化，判别出是否
存在乙醇气体并计算出其浓度值。

刘某阳的发明装置（下图）与安
光所的科研成果装置（上图）外观高
度一致

拼爹少年
还是科技

神童

中学生两项发明获奖
均与父亲研究成果高度相似

据中国科学院合肥物质科学研
究院官网介绍，刘建国系博士，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国家“万人计划”科
技创新领军人才。现任中国科学院合
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院长，中科院环境
光学与技术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

“十二五”863资源环境技术领域主题
专家，科技部“蓝天科技工程”重点
专项总体专家组成员等。从事环境污
染光学监测新技术研究和光学遥感
监测技术研究，已获130多项专利授
权，发表论文200余篇。曾获国家科技
进步二等奖4项（其中两项排名第

一）、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6项等奖
励。目前是中科院战略性先导科技专
项（B类）“大气灰霾追因与控制”总体
组成员，“灰霾监测关键技术和设备
研制”等项目负责人。

对于是否有利用自己和实验室
团队的科研成果来供儿子刘某阳获
奖升学，10月26日，刘建国在电话里
回应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称，“不
要只看外观，去看看究竟有什么不一
样。”但当记者想要进一步交流时，刘
建国则挂断了电话，并表示正在开会
不方便回应。

当事父亲回应当事父亲回应：：
不要只看外观

学生老师学生老师：：
这种情况属于“大手拉小手”
父亲确实指导和帮助了儿子

在北京2022年冬奥会倒计时
100天之际，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
会制服装备正式亮相。在首钢园的
发布仪式上，在被红色灯光点亮的
工业遗址三高炉的映衬下，拥有霞
光红、天霁蓝等冬奥色彩的冬奥制
服格外亮眼。这些制服将是冬奥工
作人员、技术官员和志愿者的专属
身份标识，将在冬奥赛场形成一道
流动的风景线，也将成为今冬流行
穿搭的参照物。

制服的外观设计，展现了中国
“道法自然、天人合一”思想。将冬
奥核心图形拓展到服装上，运用具
有中国水墨画韵味的笔触，描绘了
京张地区山形、长城形态等。将传
统美学和冰雪运动巧妙融合。

在色彩选择上，沉稳的墨色
和跃动的霞光红展现了工作人员
的实干和热情，中性的长城灰彰
显技术官员的客观公正，明亮的
天霁蓝展示志愿者的青春活力，
纯洁的瑞雪白作为调和色象征着

“瑞雪兆丰年”。
北京冬奥组委人力资源部部

长闫成说：“我们参照国际奥委会工
作原则，借鉴往届冬奥会筹办经验
及制服品类设置惯例，围绕实现功
能性、民族性和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开展了制服装备视觉外观设计。”

研发轻便保暖、美观舒适的
冬奥制服，离不开科技创新和细
节的应用。

在版型设计上，制服面对的
是约三万名身材体型、穿衣习惯
都不尽相同的穿着者。北京冬奥
组委进行了多轮的版型优化，基
于冬季运动专业装备穿搭和人体

工程学原理，采用功能性面料和
立体剪裁方法，兼顾动静状态下
室内外多场景作业需求，实现全
方位防护和辅助支持。

在材料使用上，由于冬季运
动特殊的气候条件，制服既要防
寒保暖，又要透气轻便。因此，通
过科学的材料选择和穿搭组合来
达到一种平衡，最大限度满足所
有需求。比如，选择多层结构的新
型保暖絮片作为填充絮料，并改
良以满足寒冷环境的保暖需求。

在工艺选择上，依据人体3D
功能分区，功能内衣套装背部、腋
下等易出汗部位采用单项导湿材
料与亲肤速干材料拼接实现多功
能需求。防寒服采用了内里无缝
线热熔压合工艺，达到了防风、防
水、防漏绒的要求。

在细节考虑上，功能外套增
加了夜间反光安全设计，袖口、领
口、拉链、肩部增加防水、防滑、透
气等设计，此外还配有对讲机挂
袢、求生哨、隐藏触控笔及眼镜
布、隐形拉链口袋等；手套设置了
防滑、签名及触屏功能；鞋靴统一
使用旋钮闭合系统配合强韧金属
丝，摁旋收紧，一键松开，便于户
外单手操作。

与此同时，制服装备在设计、
生产、发放等各环节也着力践行
绿色环保和可持续理念，遵循节
俭办奥原则。例如，使用废旧塑料
制品生产出的环保纱线用在装备
收纳包上；包装袋采用生物可降
解母粒制成；加工环节采用专利
节水技术等。（新华社记者 高萌
姬烨 汪涌 王沁鸥）

部分地区违规兴建楼堂馆所
国务院办公厅公开通报

从材料到细节满含科技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
制服装备正式亮相

北京
本轮疫情病毒均为德尔塔变异株

存在3个独立传播分支

山东
启动“熔断”机制，暂停跨省游

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制服装备正式亮相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也
从刘某阳曾参加的全国青少年
科技大赛组委会处了解到，大赛
组委会正在核查刘某阳参加的
第30届和第33届全国青少年科
技大赛获奖作品，之后会根据核
查结果采取相应措施。

据悉，全国青少年科技创
新大赛是由中国科协、自然科
学基金委、共青团中央、全国

妇联共同主办的一项全国性
的青少年科技竞赛活动。从基
层学校到全国大赛，每年约有
1000 万 名 青 少 年 参 加 不 同 层
次的活动，经过选拔，500多名
青 少 年 科 技 爱 好 者 、200 名 科
技辅导员相聚一起进行竞赛、
展示和交流。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罗梦婕

实习生 陈雅琪

中科院合肥研究院：
已迅速组织人员对此事进行调查
后续将及时向社会反馈调查结果

全国青少年科技大赛组委会：
正在核查该学生获奖作品

会根据核查结果采取相应措施

10月27日，针对“儿子获奖发明
和父亲研究所成果高度相似”一事，
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官网发布声明

称，合肥物质科学研究院高度重视，
已迅速组织人员对此事进行调查，
后续将及时向社会反馈调查结果。

调查

2015年，合肥
中学生刘某阳凭借
发明的“便携式雾霾
污染气体快速识别和
检测装置”获得多个科
技奖项，并因此被当地
重点高中录取；3年后，
其又凭借发明的“酒驾安
全激光快速筛查系统”获
得多个奖项，并得到国家专
利。因此，刘某阳一度被认为
是科技“神童”。

但随着深入了解，有网友
却发现，刘某阳的两次获奖项目
与其父亲——中国科学院合肥物
质科学研究院院长刘建国的团队专
利成果存在高度相似。对此，刘建国本
人回应称，“不要只看外观，去看看究竟
有什么不一样。”10月27日，中科院合肥研
究院、全国青少年科技大赛组委会也分别做出回
应，表示正在对此事进行调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