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上接01版 这被称为“中国诺
奖”的大奖，其评审规则也同诺贝尔
奖如出一辙。没有自荐、不用申报、
没有接洽、不交材料……未来科学
大奖的提名委员会会自行提名，范
围包含了整个大中华地区，并由评
审委员会根据候选人们的公开成果
进行反复多轮评审和淘汰。不过，成
果一定是要诞生在国内，不能是从
国外带回来的。

评审委员会不仅由国内外著名
科学家组成，其候选成果还会递交
给全球范围内的院士专家等、包括
诺奖得主等评审反馈意见。多轮筛
选之后，去年9月8日的上午，第三届
未来科学大奖现场揭晓，冯小明同
李家洋、袁隆平、张启发、马大为、周
其林、林本坚7位科学家获奖。

“谢谢你们认可我的研究成
果”，他在电话中对组委会的连线表
达感激。他知道这个奖的分量，之所
以叫“未来科学大奖”，其认可的，是
其成果能够在未来至少20年甚至更
多年中，对人类社会进步产生影响
的科学家。

但回想起当日，也真是突然。冯
小明后来出席颁奖时，曾看过连线
之时的回放，这番“突然袭击”，有的
获奖者真就没接电话，而自己在电
话那头的茫然，还逗乐了不少现场
的记者和专家。

事实上，这份认可之所以可贵，
就在于承认了“过去”，认可了“未来”。

冯小明做的是基础科研，而科
学家们很清楚，基础科研之所以曾
被称“是坐冷板凳”，一来研究能否
出成果并不可知，二来，一旦出了成
果，其真正走向社会，应用于社会进
步和人类生活，那也可能是个格外
漫长的过程。

“所以很多人不爱做基础研
究”，他说，所以现在社会更格外需
要“科研精神”。

55岁的冯小明，仍在日复一日
做实验。

他说，他现在只是发现了那个
“好的催化剂”，但是他还需要知道
它为什么好，最终建立和完善理论
体系。以及，他还需要知道“它的极
限在哪，有没有边界，是不是能够源
源不断地实现更多种反应”。

事实上，他的课题组所发展的
手性双氮氧化合物，既可做手性有
机催化剂，又可做手性配体与金属
生成配合物催化剂，已能高效高选
择性地催化近50类反应。50类反应，
这就意味着，已能够产生数万个分
子，有可能广泛用于包括抗癌等一
系列药品及其他行业领域。

现在，冯小明课题组的催化剂
已经作为产品被试剂公司销售和一
些企业、药物研究机构合作应用。这
些企业、研究机构将用其进一步研
发，以应用到抗癌药、抗忧郁药物等
生产。而未来，包括农药、化妆品、食
品等等大量领域，都可能将其广泛
应用。但是，这是个过程。

基础研究，只是发现了自然界的
新规律。就像爱因斯坦发现相对论，
后来上天入地的应用对人类影响如
此深远，但也只能是它的“未来”。

许多可能更容易理解袁隆平的
杂交水稻成果，那是实打实的粮食
增产增收。事实上，冯小明的催化剂
成果道理也是一样，能使反应更加
高收率，经济、环保、反应条件温和
的催化剂，当广泛应用于生产药物、
食品、农药、化妆品等等行业，不仅
产品成本降低，排放自然也降低。

只是，那一天还要等待。“这没
什么”，他说，基础研究就是这样的。

“那个能够真正影响人类影响
社会的结果，也有可能我是看不到
的”，他语气仍然不见波澜，“这个急
不来，可能若干年后，别人想起，会
说起这个研究最早来自哪个实验
室”。而他更希望做好当下，去挖掘
催化剂中更大的可能性。

如今，冯小明一大半的时间，仍
是泡在实验室里。当然，他还要上
课，以及去作一些科普讲座。3月29
日，他就前往南开大学去作了一场
讲座，不过次日就踏上了归程。

每个月，他至少两次出差，节奏
基本都是机场、会场、再返回，几乎不
逗留。他说，没有时间。其实，更多的
时间，他要争分夺秒花在实验室里。

在川大第一理科楼南三楼办公
室走廊的墙上，张贴着冯小明教授
对课题组的要求：智慧，勤奋，诚信，
自信，抓住机遇，走向成功；坚定信
念，敢于创新，实事求是，强化责任。
他说，这是课题组文化和要求。

几乎每个到过他课题组的学生，
后来都被打上了这样的课题组烙印。
而这也正是他所理解的科研精神。

上世纪60年代出生，冯小明恰
好经历了那个“大江大河奔涌的年
代”，他的科研精神是创新，是责任，
是家国情怀。同时也是实事求是。

这也是他少之又少的采访之
中，屡屡提及的。

“化学学科是实验科学，研究成
果就是要拿来做产品的，来不得半点
虚假，一个数据不实，结果就可能差之
千里，所有数据都必须经得起检验”。

曾有冯小明的学生说，冯院士要
求不论谁的成果，一定要其他老师同
学重复验证，验证无误，才能作数。

“或许社会上有许多不诚信，但你
们不能不诚信”，他这样对学生们说。

他最近看了一篇文章，是对王
贻芳院士的专访，《中国基础研究在
世界上处于什么水平》。实际上，这
也是他常在思考的。

对他而言，他这一代从事科研的
人，当年就希望通过自主创新能够与
海外的科学家有平等的对话。如今，
国内许多领域科研突飞猛进，但终究
要更多人，尤其是年轻的一代又一
代，热爱科学，有纯粹的科研精神。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王垚

进入广泛应用了吗？
——还需要过程

“最后的结果，
可能我看不到”

最看重的精神？
——实事求是

“或许社会上有许
多不诚信，但你们
不能不诚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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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婆巡街 隐患随拍

冯婆婆没有想到，退休多年以后，自己还能在家附近重新“上岗”。
这并不是一份传统意义的工作：从早到晚，从晨练到接送孙子上下学，住在督院街道的

冯婆婆会随身携带了一部智能手机，当遇到影响社区形象、或有安全风险的情况，她将拿出
手机拍下照片或视频，像网上拍客一样，记录下现场情况。

这些资料会被发送到名为“社区街长工作群”的微信群。很显然，冯婆婆的“新工作”是西
丁子街街长。不久后，负责该片区的街道城管工作人员将整改后的照片发到群里，并专门@
冯婆婆的微信，以回应其反映的问题。

这在以往的社区治理工作中并不常见。过去，大多数居民缺乏主人翁意识，很难将自己
真正视作社区共同体。

而今日的情况已经改变。在成都日前启动的“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动”中，风险的源
头同样被居民所关注，“冯婆婆”们的目标都很明确：要齐心协力，让社区变得更加安全。

短
评

一连数月，“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
坚行动”都将是成都政府工作的重要
方向。社区平安的目的，是为1633万市
民增强幸福感、获得感、安全感，而在
这一次行动中，他们既是受益者，也是
参与者。

为什么？城市管理要像绣花一样精
细，正因为如此，成都的管理者更需要
激发社会的“主体意识”，让更多眼睛盯
住、更多双手管住社区安全。社会管理，
本身就包括“社会协同”与“公众参与”。
安全是社会管理的重要内容，引入更多
社会与公众的元素，也是基本要求。更
何况，这不仅是监管部门的事，更关系
到千家万户每天的安全感。

试想，如果网友能“随手拍”餐厅
厨余垃圾处理，地沟油生产作坊是不是

会收敛一些？如果请社区网格员坚持检
查消防设施安全，发生火灾时救援是不
是能更及时？如果企业员工能够站出来
举报“黑心商家”，那些违法经营的事是
不是能更早被发现？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力量是巨大
的。面对严峻的社区安全形势，只有市
民真正参与进来，才能够提供“24 小时
无死角”的强效监管。在共治的格局之
中，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健全
管理制度，形成层层追溯、相互制约的
机制；政府部门履行监管责任，建立覆
盖全过程的最严格的科学监管制度
……相信，当全社会都被纳入社区安全
问题防范的总布局，社区必然更加安
全、市民更有幸福感。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为了城市安全，政府和市民一起“绣花”

人人参与

上个月起，督院街道的“社
区街长工作群”又开始活跃起
来——姚艳洪和城管执法队相
关负责人，把自愿担任街长的
数十名市民聚集起来，邀请他
们成为城市管理、尤其是三大
市场管理的“主力军”。

开了好几场会，群里的街
长们日渐“掌握”了工作方法：
早上 6 点，起来遛弯的黄阿姨
看到海鲜市场有商家占道经
营，40分钟后收到了清理完成
的现场照片，以及商家的解释
原因；晚上8点，下班路过走马
街的刘女士，看到商铺门口的
垃圾桶不整洁，不久后就得到
了已经处理的反馈。

据悉，这些问题均由城管
负责片区的成员负责。若是商
家应承担的责任，则督促商家
整改；若是环卫公司的辖区，则
由城管成员督促及时解决。

有了及时的反馈和处理，
“冯婆婆”们现在已把城市管理

当作己任，积极性颇高。70 岁
的黄婆婆告诉记者，自己现在习
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在生
活中寻找潜在的安全问题和城
市形象问题。“如果不处理，或早
或晚都会发生在自己头上”。

而为了让所有反映都有据
可依，平均年龄在50岁左右的
街长们甚至还学起了精准拍摄：
在“社区街长工作群”，无论反映
问题还是解决问题，每张照片上
有拍摄的时间和位置。据悉，这
为了保存“证据”，在商家提出质
疑时给予明确的证明。

“毕竟时间和地点不能作
假。”一位街长说。而据督院街
道城管科负责人张朋维透露，
为监管社区“大小事”，仅在
2019 年 3 月，“社区街长工作
群”的市民街长们向有关部门
发送了超过300张反映问题的
图片，除了市政设施等权限不
明的情况外，其他问题的回复
率和解决率近100%。

街长和城管队员、网格员、
市场管理方和行业协会，组成
了“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坚行
动”最为积极的“主力军”。但问
题随之而来：如此数量的问题，
该如何解决？更为重要的是，怎
样提升问题的解决率，降低反
复率，让其提出的问题对社区
治理产生积极作用？

姚艳洪透露，督院街道正
计划升级社区监管模式，尤其
在三大市场区域，更加严厉的
监管正在酝酿，即将出炉——4
月 2 日，市场门口将会常态化
向市民提供 5 张展示板，其中
三张是关于城市管理、诚信经
营、安全生产的相关法规，同时
还会公示街道对市场内商铺的
考核结果及评选考核方式。

以青石桥市场的城市管理
类考核为例，商家在经营中的10
大情况都将纳入考核：例如长时

间搬运货物、占道堆物，推出杂物
乱堆放，越门经营，非机动车乱停
放、侵占盲道、顾客乱停放未劝
阻，临街杀鱼和海鲜、宰杀活禽
等。此外，城市管理经营、安全隐
患等突出问题也都纳入考核。

该措施的严厉之处，是会将
公示上月市场内所有商铺被投
诉的内容及次数。例如，某海鲜
商店在考核期内有4次被投诉
长时间搬运货物、占道堆物，3次
临街杀鱼和海鲜、宰杀活禽，1次
乱排污水、未及时清扫地面污水
等情况，都将向所有市民公示。

与此同时，督院街道还会
根据考核结果，每月分别评选
出 5 家“城市管理诚信商家”、

“无安全隐患诚信商家”、“经营
诚信商家”，以及 5 家“城市管
理突出问题不诚信商家”、“安
全隐患突出问题不诚信商家”
和“经营不诚信商家”。

聚焦“平安社区工程百日
攻坚行动”，这一次，成都要在
1633万普通市民的生活里，排
查和整治社区消防、社区设施、
社区治安、重点人群稳定、小区
矛盾纠纷、社区食品安全、社区
安全生产、社区交通安全和社

区生活环境等9类突出问题和
风险隐患。

而更进一步看，这是提升
城市治理水平，增强幸福感、
获得感、安全感的重要来源。
更为重要的是，这是市民与企
业、政府共建共享共治的一次
机遇。

在成都，督院街道的“冯婆
婆”们不是社区个例，他们组成
的“主力军”深入成都大街小
巷，利用其自身优势为成都的
平安建设贡献力量。

在“平安社区工程百日攻
坚行动”动员会上，成都市相关
负责人特别提到，要综合采取
阵地共用、信息共享、力量协同
等形式，引导驻区企事业单位、
商家店铺参与平安社区创建，
在街道（乡镇）、社区层面建立
共商共建机制，实现平安社区
建设效果最大化。
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邹悦

图据受访者

微信群里的
城市安全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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群众的“微信群”

是雪亮的
用照片监管，用照片回复

监管升级

投诉数量前五名 将被“挂牌”明示

发动群众

“冯婆婆”们是平安社区的“主力军”

青石桥市场考核结果（部分）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
办公厅印发了《关于以2022年北京
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动的
意见》（以下简称《意见》）。

为做好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
备战工作，大力发展冰雪运动，《意
见》提出，力争到2022年，我国冰雪
运动总体发展更加均衡，普及程度
明显提升，参与人数大幅增加，冰雪
运动影响力更加广泛；冰雪运动竞
技水平明显提高，在2022年北京冬
奥会上实现全项目参赛，冰上项目
上台阶、雪上项目有突破，取得我国
冬奥会参赛史上最好成绩；冰雪产
业蓬勃发展，产业规模明显扩大，结
构不断优化，产业链日益完备。

《意见》提出，加强备战保障工
作。大力推进“科技冬奥”重点攻关，
推动开通北京冬奥会、冬残奥会训
练备战器材及建设工程采购“绿色
通道”，优化采购程序、提升采购效
率，提高医疗康复、技战术训练、器
材装备等方面的备战水平。支持有
条件的地方承担训练保障任务，加
强国家队训练场地设施建设，加快
组建复合型训练保障团队。

密切国际交流合作。加强与国
际奥委会、国际残奥委会、冰雪运
动国际组织、冰雪强国体育部门的
合作交流。把握国际冰雪运动发展
趋势，研究赛事规则和规程，有序
组织运动员赴国外高水平冰雪运
动基地训练和参加各类冰雪运动单
项国际赛事，邀请国外优秀运动员、

教练员来华参赛、执教。大力培养冰
雪运动国际级裁判和运营管理国际
化人才。

《意见》提出，举办青少年冰雪
赛事。鼓励开展以冰雪运动为主题
的冬令营活动，建立健全冰雪项目
U系列赛事体系，组织全国青少年
冰雪赛事。加强青少年冰雪运动相
关组织建设，为青少年参与冰雪运
动提供更好的培训和指导。

发展校园冰雪运动。推动全国
中小学校将冰雪运动知识教育纳入
学校体育课教学内容，制定并实施
冰雪运动教学计划。鼓励中小学校
采购使用安全系数高、训练效果好
的普及型冰雪装备，与冰雪场馆或
冰雪俱乐部合作，促进青少年冰雪
运动普及发展。鼓励高等学校组建
高水平冰雪运动队，构建“冰雪运动
特色学校+冬季奥林匹克教育示范
学校+高等学校高水平冰雪运动
队+冰雪运动试点县（区）”协同推
进的校园冰雪运动新格局。制定冰
雪运动后备人才培养计划，积极引
导学校、企业、社会组织共同参与冰
雪运动后备人才队伍建设，形成多
元化培养模式。

《意见》同时提出，积极培育市
场主体。实施品牌战略，推动建立一
批产业规模较大的冰雪产业集聚
区，发展一批具有较高知名度和影
响力、市场竞争力较强的冰雪产业
企业，兴建一批复合型冰雪旅游基
地和冰雪运动中心。 据新华社

《关于以2022年北京冬奥会为契机大力发展冰雪运
动的意见》出台

推动中小学将冰雪运动知识教育
纳入体育课教学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