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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三中国 广角

2021 年的最后一个月，在
安徽省合肥市西郊董铺水库旁
的科学岛——中科院合肥物质
科学研究院，有“人造太阳”之称
的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
装置（EAST）再度开机运行。

本月初，新一轮实验开始
了。中科院合肥物质科学研究
院副院长、等离子体物理研究所
所长宋云涛告诉记者，此次实验
建立在对上一轮实验结果的总
结以及对 EAST 辅助加热等系
统升级改造的基础之上，目标是
让“人造太阳”向着更“热”更

“持久”发起冲击。
万物生长靠太阳，能不能在

地球上造出一个“人造太阳”，实
现人类源源不断的清洁能源供
应梦想？20世纪中叶人类开始
核聚变能源研究，20 世纪 70 年
代中科院成立了研究托卡马克
的课题组，并逐步在合肥等地布
局设点。

高约 11米，直径约 8米，重
400余吨，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

“罐子”——这就是 EAST，汇聚
“超高温”“超低温”“超高真空”
“超强磁场”“超大电流”等尖端
技术于一“罐”，用来模拟太阳的
核聚变反应机制。

建成 10 余年来，合计超过

万人次的中外科研工作者，在这
个大科学装置上合力冲击“人造
太阳”的梦想，先后实现了稳定
的 101.2秒稳态长脉冲高约束等
离子体运行、电子温度 1亿摄氏
度 20秒等离子体运行等国际重
大突破。

在 EAST控制大厅，每隔一
段时间，警报灯闪烁，中央大屏
幕上开始计时，计时结束后，左
上角的一行数字就会增加。

“105689”，这是记者近日去采访
时，看到的“人造太阳”的实验放
电次数。在今年 5月 28日凌晨，
这个数字还是“98958”，也正是
这次，EAST 实现 1.2 亿摄氏度
101秒等离子体运行，创造新的
世界纪录。

“过去所里都是把科研人员
送到国外深造，如今越来越多外
国学者来到科学岛上‘取经’。”
宋云涛告诉记者，等离子体物理
研究所开展“以我为主”的国际
合作，成立国际聚变能联合研究
中心，已与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
建立合作交流关系，“在 5 年内
将有至少 300 位世界各地科学
家利用EAST开展研究工作。”

探索永无止境，“人造太阳”
潜能无限，核聚变研究的衍生技
术正在悄然改变我们的生活。

合肥的地铁用上了等离子体空
气净化器，“质子刀”正成为一项
重要的癌症治疗手段。此外，太
赫兹、磁悬浮列车、核磁共振等
方面的应用正在开展。宋云涛
介绍，他们牵头成立合肥综合性
国家科学中心能源研究院，与一
些高能耗企业合作，联合开展

“双碳”等方面的成果转化。
记者在控制大厅看到了

EAST实验运行负责人钱金平，
21年前他大学毕业“登岛”研究
核聚变，见证了“人造太阳”从无
到有的过程，如今又一次过上

“朝七晚九”的实验期生活。“目
前看，此轮实验至少要持续到明
年 5月。”钱金平告诉记者，就像
运动员跑步，速度是逐渐提上来
的，“如今 EAST 每天实验放电
超过百次，在不断地升温、放电
过程中逐步检测性能，最终达到
最佳状态。”

目 前 ，下 一 代“ 人 造 太
阳”——中国聚变工程实验堆已
完成工程设计，聚变堆主机关键
系统综合研究设施正在建设。
如同中国神话传说里的夸父，在
宋云涛等科技工作者看来，新的
一 年 ，“ 向 着‘ 太 阳 ’，再 出
发”。

新华社合肥12月21日电

黄河流域构成我国重要的
生态屏障，是连接青藏高原、黄土
高原、华北平原的生态廊道。当
前，黄河流域生态脆弱主要表现
为：上游水源涵养能力仍偏低，中
游水土流失问题依然突出，河湖
生态保护压力持续增大。

根据黄河河源区、黄土高
原、河口及三角洲等不同区域生
态保护修复要求，草案规定了不
同的生态保护和修复制度。

草案提出，国家统筹黄河流
域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禁止在

黄河上游扎陵湖、鄂陵湖、约古
宗列曲、玛多河湖群等河道、湖
泊管理范围内从事采矿、采沙、
渔猎等活动，维持河道、湖泊天
然状态；加强黄河上中游生态系
统保护与修复；支持在黄河流域
上中游开展整沟治理。

草案同时提出，禁止在黄河
流域水土流失严重、生态脆弱区
域开展可能造成水土流失的生产
建设活动；制定实施黄河入海河
口整治规划，合理布局黄河入海
流路，加强河口治理，保障入海河

道畅通和河口防洪防凌安全。
秦天宝认为，草案把建立流

域协调机制放在核心位置，形成统
筹协调流域保护重大政策、重大规
划、重大事项的体制机制，为形成
上中下游、江河湖库、左右岸、干支
流协同治理的体制机制和相应的
生态补偿机制提供法律依据。

常纪文表示，黄河生态系统
是一个有机整体，草案既从全局

“一盘棋”的角度考虑问题，又充
分考虑到上中下游的差异。草
案参考长江保护法的成功经验，

对黄河流域一些需要保护的区
域“指名道姓”，提出了具体的生
态保护与修复措施，这对于黄河
的生态保护与修复更有针对性。

专家指出，黄河保护法将是
一部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
高质量发展的法律。草案第七
十三条强调“推动产业结构、能
源结构、交通运输结构等优化调
整，推进碳达峰碳中和工作”，

“碳达峰”“碳中和”概念写入草
案，显示了立法的与时俱进。

新华社北京12月21日电

直面水沙不平衡、水资源短缺、生态脆弱……

黄河保护法草案首次提请审议！
继长江保护法之后的又一部流域法律——黄河保护法的草案，12月20日首次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会议审议。“新华视点”记者针对法律草案重要看点采访了有关专家。

看点一：
为何专门立法？

草案第一条明确提出，
为了加强黄河流域生态保
护，保障黄河安澜，推进水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推动高
质量发展，保护传承弘扬黄
河文化，推进生态文明建
设，制定本法。

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
亲河。水利部部长李国英
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上
作草案说明时表示，当前黄
河流域仍存在一些突出困
难和问题，黄河流域管理体
制有待完善、规划协调衔接
不够、管控措施需要强化，
以及生态保护与修复、水资
源刚性约束、水沙调控与防
洪安全、污染防治制度有待
健全，亟需通过制定黄河保
护法予以解决。

“专门为黄河立法，能
够为黄河流域提供更为整
体和系统的法律保护，弥补
现行分散立法的不足。”武
汉大学环境法研究所所长、
中国法学会环境资源法学
研究会副会长兼秘书长秦
天宝说，现行一些涉黄河法
律的条款或规定较为模糊，
缺乏可操作性，或者缺乏协
调，甚至存在冲突，造成在
流域管理实践中分割管理
和粗放管理问题突出。

水利部黄河水利委员
会副总工程师乔西现认为，
黄河与长江等大江大河不
同，特殊性突出表现在水沙
关系、水土流失、地上悬河、
水资源短缺等方面，亟需对
黄河专门立法。

看点二：如何处理水沙关系？

九曲黄河万里沙。统计显
示，黄河多年平均年输沙量达 16
亿吨，居世界大江大河之首，多
年平均径流量仅 500 多亿立方
米，水少沙多。大量泥沙淤积在
下游河道，形成了举世闻名的地
上悬河。

“黄河 62%的水量产自兰州
以上，90%的沙量产自中游区域，

来水和产沙异源，水沙关系不协
调，容易引起防汛、供水、生态等
问题。”乔西现说。

对此，草案紧紧抓住水沙关
系调节这个“牛鼻子”，保障黄河
安澜。

草案提出，在黄河流域组织
建设水沙调控和防洪减灾工程
体系，完善水沙调控和防洪防凌

调度机制；完善以骨干水库等重
大水工程为主的水沙调控体系，
发挥联合调水调沙作用；黄河流
域河道采砂实行规划和许可制
度；在三门峡、小浪底、故县、陆
浑、河口村水库库区养殖，应当
满足水沙调控和防洪要求，禁止
采取网箱、围网和拦河拉网的养
殖方式。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资源
与环境政策研究所副所长常纪
文认为，草案所列一系列措施，
弥补了现行防洪法中的规定空
缺，考虑了黄河保护的特殊性，

“对水沙调控、防洪安全等作出
的规定，保障了黄河水安全有法
可依”。

看点三：如何破解水资源短缺、供需矛盾突出？

黄河水利委员会统计显示，
黄河流域人均水资源占有量仅
为全国平均水平的 27%，属于极
度缺水地区。与此同时，黄河水
资源开发利用率高达 80%，远超
一般流域 40%的生态警戒线。

记者看到，“统一”“严格限
制”“强制性”等关键词在草案第
四章中频频出现。

草案提出，国家对黄河水量
实行统一配置，对取用水实施总

量控制；国家对黄河流域水资源
实行统一调度；除生活等民生保
障用水外，黄河流域水资源超载
地区不得新增取水许可；黄河流
域严格限制高耗水项目建设；黄
河流域以及河南、山东省黄河供
水区相关县级行政区域的用水
单位，应当严格执行高耗水工业
和服务业强制性用水定额，超过
强制性用水定额的，应当限期实
施节水技术改造。

常纪文表示，黄河水资源短
缺，供需矛盾突出。草案强化水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从地表水到
地下水，从城乡居民生活用水、
基本生态用水到农业工业生产
用水，对于黄河流域水资源的利
用，作出了全面严格规定。

乔西现认为，水资源供需矛
盾已成为制约黄河流域高质量
发展的最大瓶颈，黄河流域农业
和重点能源化工基地的发展受

到水资源的严重制约。与此同
时，水资源节约集约利用水平有
待进一步提高。

“草案建立了规划水资源论
证制度，把水资源作为最大的刚
性约束，合理规划人口、城市和产
业发展，坚决抑制不合理用水需
求，大力发展节水产业和技术，大
力推进农业节水，实施全社会节
水行动，推动用水方式由粗放向
节约集约转变。”乔西现说。

看点四：如何保护脆弱生态加强有效修复？

12月21日，首届中国美人鱼表演赛参赛选手在比赛中。
当日，由国家体育总局水上运动管理中心等单位主办的

首届中国美人鱼表演赛在海南三亚亚特兰蒂斯开赛，共吸引
来自国内的40余位选手参赛。 新华社 发

首届中国美人鱼表演赛三亚开赛

我国“人造太阳”开启新一轮实验

向着“太阳”，再出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