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讯（通讯员温婷婷 记者
黄土）日前，省气候中心向诺木洪

“大漠红”枸杞生产基地颁发了“气
候品质认证”证书，并发放相应的
等级标签，为我省名优特农产品首

次贴上“气候身份证”。
省气候中心经前期科学分析，

认定2018年该产地第一茬枸杞气
候品质等级为“特优”。诺木洪“大
漠红”枸杞生产基地负责人表示，

此次认证，不仅能增加产品科技含
量，也能增添地域特色，有效提高
产品附加值。

在接下来的品质认证工作中，
省气候中心将继续开展多种作物

的气候品质认证工作，逐步开展认
证产品溯源工作，完善特色农畜产
品认证指标与方法，让气候品质认
证更具说服力，为三农和乡村振兴
事业提供有力的气象科技支撑。

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实施创新
驱动发展战略，强调科技创新是提高
社会生产力和综合国力的战略支撑，
必须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
置。当前，科学技术呈现突破性发展
的新态势，科技创新成为当代文明发
展中最活跃的力量。

科技创新引领社会进步
近年来，我国自主创新能力明显

增强，科技实力正在整体跃升，让世
界瞩目的科技前沿成果不断涌现。

“神威·太湖之光”三度摘得世界超算
桂冠，自主研发水下机器人“潜龙二
号”展现了中国深度，“中国天眼”
FAST启用，“墨子号”量子科学实验
卫星及我国首颗碳卫星成功发射
……这些成果重新定义了中国创新
的高度。

“核心技术是国之重器，市场换
不来，有钱也买不来。”中科院院士丁
奎岭认为，科技创新和技术变革始终
在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中起着
引领和支撑作用，凡是那些抓住科技
革命机遇的国家，都率先实现了经济
腾飞并进入现代化行列。

我国科技创新对经济社会发展
的支撑引领能力日益增强。TD—
LTE产业链日趋成熟，2016年末4G
用户数超过7亿；自主研发的新一代
高速铁路技术世界领先，2016年我国
高铁运营里程突破两万公里，占世界
总里程60%以上；半导体照明技术加
快应用推广；第四期“超级稻”创造百
亩连片平均亩产1088公斤。

同时，我国科技队伍也在茁壮成
长，结构明显优化，量质同步提升。据

统计，目前全国科技人力资源总量超
过7100万人，研发人员超过535万人，
跃居世界第一。“科技创新，人才为先，
当今世界人才竞争已经全球化、白热
化。创新事业的推动和发展，需要发
现人才、培养人才、使用人才和凝聚人
才的土壤和机制。”丁奎岭说。

科学普及服务创新发展
中科院院长、党组书记白春礼曾

指出，任何一个群体的科学素质相对
落后，都将成为创新驱动发展的“短
板”。补齐“短板”对于提升人力资源
质量，推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助
力创新型国家建设和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都具有重要战略意义。

十八大以来，我国的科普工作迎
来重大机遇，实现快速发展，主要体
现为公众科技意识和科学素质不断

提升，科普人才队伍持续增长，科普
场馆建设得到充分重视，科普经费投
入稳定提高，科普传播形式日趋多样
化，科普作品大量涌现等。

据中国科普统计数据显示，2016
年我国共有科普人员205.38万人，科
普场馆共有1258个，向公众开放开
展科普活动的科研机构和大学达到
7241个，科普专项经费达63.59亿元，
全国人均科普专项经费4.63元。

“公众是科技创新的土壤。一个
国家，要成为科技创新的强国，首先
需要全民对科学感兴趣，愿意了解科
学、亲近科学，从事与科学有关的职
业。”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副研究员郑
永春认为，只有全民科学素养提高
了，一个国家才有可能成为科技创新
的强国。

肩负科创与科普的使命
中科院院士黄维表示，科技工作

者是科学技术知识的主要创造者，义
不容辞地肩负着科学普及的使命与
责任。

“科普的关键在于普，在于有效
地传播。”郑永春认为，科学家做科普
首先要跟其他传播手段进行紧密合
作，发挥各自的专长，这样才能达到
好的科普效果。

“科普是科学家的天然使命，不能
变成可做可不做的‘副业’。我国拥有
世界上最大规模的科研人才队伍，发
表的学术论文和申请的专利数量均位
居世界前列，希望能有更多科学家投
身科普事业，把我们对科学普及的重
视，由‘口号’落实到‘行动’上。”郑永
春说。（本文有删减） 据《中国科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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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到黄芪 土豆到当归

中藏药材协会“种”出农民新生活
本报记者 丁娜

科普时评

秀出青春 秀出梦想

青海2018首届“西域丝路”杯
才艺梦想秀完美收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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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与科创：实现创新发展的两翼

从小麦到黄芪，从土豆到当归
……短短两年时间里，湟中县中藏
药材协会一步一步把村民地里的
土豆换成了当归，在小麦地里种上
了黄芪，8000 亩药材基地携手 23
家专业合作社，带动周边 12 个乡
镇，让 480 户贫困户走向了脱贫致
富的新生活。

11 月 1 日，记者来到位于湟中
县拦隆口镇的泥麻隆村，在一片黄
芪地里，泥麻隆村村书记、湟中县
中藏药材协会会长汪治财正在和
村民一起收获药材。现代化的农
机驶过田野，不一会儿，就收获了
满满一车的黄芪。

“虽然今年黄芪的收购价格较
往年偏低，但我一点都不担心会亏
损，这都是托了协会的福。”汪治财
书记说，协会采取“协会+专业合作
社+基地+农户”的运作模式，使药

材从生产到加工集约化、系统化，
有了协会的技术支持，黄芪的亩产
量可以达到 700 公斤以上，这在全
省来说都是十分高产的，确保了联
合社成员收入的同时，合作社自身
年收入也可达到 200 到 300 万元，
除去工资地租，纯收入可以达到40
万元。

美丽整洁的民居、宽敞热闹的
文化广场、仿造的“小长城”、平整
坚硬的水泥路……正是湟中县中
藏药材协会将这一派美丽富饶的
景象与一个昔日贫困村连接了起
来。以前的泥麻隆村属浅脑山地
区，村民靠种植小麦、大豆、洋芋和
菜籽等农作物维持生计，但由于山
区气候条件局限，在这里种植传统
农作物经济效益并不好，泥麻隆村
被政府审定为贫困村，周边村镇也
都收入微薄，“种药材之前，村里人

均年收入是5000元左右，现在人均
年收入1.5万元，整整翻了三倍，因
为种植中藏药效益非常好，在种植
成功的第一年，村里就摘掉了戴了
多年的‘贫困帽’，可以说中藏药彻
底改变了泥麻隆村，而协会的成立
更是连片带动了周边村子一起走
上了致富路。”汪治财说。

由于地理环境和气候资源丰
富，泥麻隆村非常适合种植中药
材，这几年成了远近闻名的药材种
植基地，种植的黄芪、当参、大黄、
当归等药材很受外省药材商青
睐。种上了中藏药材，村子脱了
贫，但又迎来了新问题，村民们发
现，中藏药材销路不愁，但药材价
格一直被外地收购商所控制，价格
起伏不定。而湟中县本地的相关
协会、合作社大多生产规模不大、
销售渠道狭窄。于是汪治财决定

要把协会做得更大，协会越大，影
响力越强，村民心里才会更有底。

“相较于以往各个合作社‘单打独
斗’，协会更具规模和权威性，在与
外地客商沟通时能拿到更好的价
格，抵御风险的能力也更强。以前
村里有一个合作社，但由于规模不
大，申请资金支持比较困难，湟中
县中藏药材协会就在这种情况下
应运而生。”汪治财说，今年年初，
协会就收到了10万元的项目支持，
这为协会今后的健康发展坚定了
信心。

“游乡村，赏牡丹，观药田，品
药膳”——短短十二个字勾勒出了
泥麻隆村的美好未来，汪治财说，
下一步，协会还将深度开发乡村休
闲观光旅游，利用当地种植药材优
势，积极开发药膳食品，努力把这
条致富之路铺平再拓宽。

本报讯（记 者
范旭光）为进一步加
强我省医学科技创
新体系建设，打造临
床医学和转化研究
高地，提升全省临床
医 学 研 究 水 平 ，近
日，省科技厅、省卫
生计生委、省食品药
品监管局正式确认
青海省包虫病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青海
省高原病临床医学
研究中心、青海省肿
瘤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青海省风湿病临
床医学研究中心、青
海省儿童健康与疾
病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青海省医学检验
临床医学研究中心 6
个中心为我省第一
批省级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

近年来，我省积
极推进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建设，制定出
台了《青海省临床医
学研究中心暂行管
理办法》，并针对我
省主要疾病领域和
临床专科布局，推动
开展省级临床医学研
究中心申报工作。我
省临床医学研究中
心建设坚持以临床
应用为导向，以医疗
机构为主体，以协同
网络为支撑，重点开
展临床研究、协同创新、学术交
流、人才培养、成果转化、推广
应用，充分发挥优势医疗科研
资源，与国家级临床医学研究
中心和分中心衔接，积极融入
国家创新平台系列，为我省临
床医学科技创新发展、造福惠
及百姓提供有力支撑。

本报讯（记者 范旭光）11月3日，
历时两个多月的“西域丝路”杯才艺梦
想秀在西宁落下帷幕。

决赛现场，15组选手轮番上阵，一
个个优美的舞蹈、一曲曲极富感染力的
歌曲，为现场观众献上了一场视听盛
宴。

青海西域影业有限公司谭文军
说，举办本次大赛是为了发现培养青海
优秀的文艺人才，提高演艺市场综合素

质，培育积极、健康、向上的文化艺术氛
围，促进我省文化艺术事业全面发展。
活动在获胜的选手中择优向外省推广
参加比赛，提升我省特色文化产业的对
外推广。

本次大赛由青海省戏剧家协会、
青海省音乐家协会、青海省舞蹈家协
会、青海师范大学音乐学院、青海民族
大学艺术学院主办，青海西域影业有限
公司承办。

（上接一版）11 月 1 日，记
者在该村贫困户鲍守云家门旁
看到，他将刚采收回来的 3000
多斤当归整齐地摆放在门旁，
用篷布盖着，只等大通县鑫隆
板蓝根种植营销专业合作社来
收购。“以前种植小麦油菜，一
亩地收入不到 1000 元，现在种
植当归，按村上的协议价格，一
亩地就可以收入 5000 元，这是
以前想都不敢想的。”鲍守云欣
喜地告诉记者。

该村村委会主任童生海对
记者说：“西宁市科协驻村工作
队入驻我村以来，积极开展技
术培训，传授科技知识，推广实
用技术，提高了我村贫困人口
的科学素质和依靠科技致富的
能力。尤其是当归技术的推
广，取得了显著成效，今年当归
预计销售收入 103万元。”

据介绍，为了提高广大村
民的技能水平，西宁市科协积
极联系有关部门，举办电焊、挖
掘机等实用技能培训班 9 期，
组织医学专家义诊服务 6 次，
发放《青海科技报》《西宁科普》
等相关科普宣传资料 3000 余
份。同时，为了圆部分村民的
驾驶梦，西宁市科协积极协调
西宁市东运驾校，与后山村签
订机动车驾驶员培训协议，分
三批对后山村 41 人进行机动
车驾驶员培训，每人补助 2000
元，目前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
拿到了驾照。

11 月 2 日，
湟源县科技局
联合该县绿宝
专业合作社，对
湟源县城关镇
董家庄村的 29
户贫困户进行
帮扶慰问，为每
户送去500元帮
扶资金，并开展
了实用技术培
训班。图为村
民们在认真听
专家的讲解。

本报通讯员
陈国贤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