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牢记嘱托

本报讯 （通讯员 刘爱华 王敏 安徽商
报融媒体记者 胡霈霖） 2016 年 4 月 26
日， 习近平总书记到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考
察并发表重要讲话。 总书记赞扬中国科大
“这些年抓科技创新动作快、力度大、成效
明显，值得肯定”，殷切期望学校要“勇于
创新、敢于超越、力争一流，在人才培养和
创新领域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 为国家现
代化建设作出更大的贡献”， 希望同学们
“做有理想、有追求的大学生，做有担当、
有作为的大学生，做有品质、有修养的大学
生”，勉励青年学子踏踏实实做人做事，学
成文武艺、报效祖国和人民。

六年来， 中国科大将习近平总书记关
于中国科大系列重要指示精神确立为办学
发展的根本指南，坚持“全院办校，所系结
合”的办学方针，坚持“红专并进、理实交
融”的校训精神，坚持“民主办学、学术优
先”的治学理念，坚持“科教报国、追求卓
越”的初心使命，将“潜心立德树人、执著
攻关创新” 确立为学校两大核心任务，不
负重托、凝聚共识，努力将中国科大率先建
成中国特色、科大风格的世界一流大学。

在潜心立德树人、践行育人使命的同时，
中国科大师生执著攻关创新、勇攀科学高峰。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大考察时强

调，创新居于五大新发展理念之首，要把创
新作为最大政策。 2018 年 9 月，习近平总
书记对中国科大的未来发展提出了殷切希
望， 指出要传承科教报国、 追求卓越的精
神，瞄准世界科技前沿，执着攻关创新，在
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多下功夫。

中国科大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
托，将“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多下功
夫”作为科技创新着力点，加快卓越科技
创新体系建设，原创性科技成果不断涌现。

六年来， 中国科大重大原创性科技成
果不断涌现。学校面向国家重大需求，主导
或参与了多项“大国重器”，“嫦娥”揽月、
“墨子”升空、“天问”探火、“悟空”获取
宇宙射线能谱精细结构，“奋斗者”遨游万
米深海……多个科技创新“制高点”被中
国科大人成功登顶，“‘祖冲之号’‘九章
二号’ 量子计算原型机研制成功”“凯勒
几何两大核心猜想被证明” ……六年来，
中国科大作为第一完成单位获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 7项、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 2 项，
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等奖 1项； 学校高质
量学术成果实现不断涌现，截至 2022 年 4
月，中国科大作为第一完成单位有 43篇论
文登上国际三大顶尖学术期刊（CNS）。习
近平主席在新年贺词中连续三年 “点赞”

中国科大创新成果， 学校主持完成的 10
项成果亮相国家“十三五”科技创新成就
展，其中“九章”量子计算原型机位列面向
世界科技前沿类成果首位……

六年来， 中国科大不断健全卓越科技
创新体系。学校全力支持国家实验室建设，
全面参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
牵头或参与合肥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人工
智能研究院、大健康研究院、能源研究院及
中国科学院临床研究医院（合肥）建设。加
快国家重点实验室体系重组， 成立碳中和
研究院，启动建设深空探测实验室，推动合
肥先进光源、“空地一体”量子精密测量实
验设施等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建设， 加快临
床研究医院建设发展。 持续推进未来网络
试验设施（合肥分中心）、大视场巡天望远
镜等项目建设。

六年来， 中国科大不断提升科技成果
转移转化成效。 学校大力推动科技成果转
移转化，获批“高等学校科技成果转化和技
术转移基地”“国家知识产权示范高校”，
入选全国首批“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
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单位”。 制定
《关于进一步加强科技成果转移转化工作
的意见》， 开展赋予科研人员职务科技成
果所有权或长期使用权试点， 已开展赋权

改革项目 9项，当前拟签订项目 3项。不断
拓宽职务科技成果的转化渠道， 进一步激
发科研人员创新热情，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科大考察时强
调，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必须用新动
能推动新发展。要依靠创新，不断增加创新
含量，把我国产业提升到中高端。“当今世
界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 我们要
增强使命感，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
追、迎头赶上。 ”在对接国家战略、服务区
域发展方面，六年来，中国科大持续加强产
学研深度融合。 学校鼓励应用技术研究面
向国民经济主战场，紧跟产业变革趋势，与
招商银行、华为、蔚来汽车、安徽海螺集团、
奇瑞、松果出行等开展深度合作，在智能制
造、新材料、新能源等领域建立校企联合研
发平台 5项。 学校与华为、延长石油、国网
电力、 招商银行等国企及行业龙头民营企
业联合开展重大关键技术攻关，共建 13个
校企联合实验室。

中国科大始终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嘱
托，坚持育人为本，将创新作为引领发展的
第一动力，潜心立德树人、执着攻关创新，书
写了一个个“科教报国”的动人篇章。 站在
继往开来的新起点，中国科大人踔厉奋发，
正向着心中的星辰大海，开启新的远征。

中国科大物理学院“80 后”教授荣星：

科研大部分时间是找“为什么失败”

本报讯 （通讯员 刘爱华 王敏 安徽商
报融媒体记者 胡霈霖 ）“80 后”的荣星，
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院教授、 长江
学者特岗教授、中组部青年拔尖人才、中科
院青促会优秀成员。 由于研制顺磁共振谱
仪取得的成果，获得第二届中科院“科苑
名匠” 荣誉称号和 2015 年分析测试协会
科学技术特别奖（排名第四）。

荣星依托中科院微观磁共振重点实验
室， 致力于发展高精度自旋量子控制及其
应用研究，利用自主研制的磁共振装备，针

对电子自旋物理体系的特点， 发展量子最
优控制方法， 系统性解决了限制自旋控制
精度的诸多不利因素， 实现了目前国际最
高精度的固态自旋操控。 国际上首次利用
单自旋体系观测到宇称时间对称性破缺现
象， 为实验研究非厄米量子物理提供了崭
新的平台。

2001 年进入中国科大就读，荣星的专
业是物理。大三时进入杜江峰院士实验室，
接触到磁共振技术， 萌发以此为研究方向
的想法。

聊到科研话题， 荣星笑谈 “失败”：
“按几个按钮就出现想要的东西， 那是不
可能的！教科书上看到的那些伟大成果，那
都是成功的事和成功的人。 对科研工作者
来说， 我们大部分时间都是要面对实验失
败，经历各种挫折，然后大家熬夜去找‘为
什么失败’的原因和解决办法。 ”

在科研工作中，荣星始终感觉“有一
个隐形的在场者的比较”。 在他看来，“科
学研究就会有互相比较，无论是科研进展，
还是科学问题的解决程度， 或者我能达到
的高度等等， 同行的比较会体现出研究者
的价值。科学研究是很严肃的事情，同行之
间特别是我们跟国外同行之间， 会有非常
激烈的竞争。 ”

“整个青年科学家群体在这样的竞争
中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我相信这是
这个时代、这代人的责任与义务！ ”荣星
说，“我可以很明显地感受到，跟我的老师
那时候相比， 现在我们的科研条件好太多
了！所以，这一代青年科技工作者真的是很
幸运的，从国家政策层面起，就获得了大力
度的支持！ ”

多年来， 荣星在导师杜江峰院士的坚
定支持下， 专注自主研发磁共振核心技术
和装置，作为核心骨干完成我国首套 X 波
段和W波段脉冲顺磁共振谱仪的研制。相
关谱仪已开展产业化， 打破了国际厂商的

长期垄断局面， 目前用户包括中科院化学
所、清华大学、上海第九人民医院等科研院
所。 相关电子学硬件形成一系列指标国际
领先的电子学器件产品， 已经被国际同行
（德国马普所和多特蒙德大学等）所使用。

谈到这些，荣星说：“基础科研通常很
难去直接对应到能解决咱们老百姓一个痛
点，但是它着眼于未来，让国家未来有多样
性！生产力提高了，一些未来的科技储备能
到什么程度，这是基础科研存在的意义，它
也能够去解答一些终极的科学问题。 ”

“我们会有一些成果，它可能进入到
应用状态。 比如我很高兴可以看到十几年
前做的一些原理样机， 通过团队长期不懈
努力， 变成即使不是技术物理专家也能用
的好仪器。

更重要的是这个东西原来是进口的、
非常贵，维护艰难。”荣星说，“我们的科研
不能‘等’，我们要尽自己的努力，让自己
做的一些科学仪器能够去服务于兄弟院校
的其他专业老师的科学研究， 希望能够帮
上同行们。 ”

“着眼于未来，我希望未来的研究生
们有开阔的大局观、开阔的胸怀，有坚韧不
拔的意志，对科研工作有正确的认识。当我
们的物质条件方面达到一定高度， 精神状
态也要与之匹配，才能真正发挥作用！ ”荣
星说。

荣荣星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