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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科协要闻】 

2016 年全国科普日新疆系列科普活动

正式启动 

9 月 10 日，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自治

区教育厅、自治区科技厅、自治区科协、中

科院新疆分院主办的 2016 年全国科普日新

疆系列科普活动启动仪式在新疆科技馆举

行。今年的全国科普日的活动主题是：创新

放飞梦想，科技引领未来。新疆主场活动开

展了“创玩科学欢乐行”--青少年系列互动

体验活动，自治区部分学会、企业科技创新

成果和科普产品展，第四届全国科学表演大

赛新疆获奖作品汇演等。自治区党委副秘书

长刘艳梅出席启动仪式并讲话。自治区科协

党组书记李春阳主持启动仪式。 

自治区党委组织部、自治区文明办，自

治区发改委、经信委、教育厅、科技厅、民

委（宗教局）、人社厅、环保厅、林业厅、

畜牧厅、卫计委、安全监督局、地震局、气

象局、总工会、团委、妇联、社科联、农科

院、社科院、中科院新疆分院的分管领导和

相关处室负责人以及乌鲁木齐市部分中小学

学生和社区居民，有关单位、企业、学会、

协会的代表 300多人参加了启动仪式。 

启动仪式上表彰了第七届全国优秀科技

工作者新疆获奖代表，2016 年全国和自治区

基层科普行动计划先进单位和个人代表。刘

艳梅受自治区党委常委、自治区副主席艾尔

肯·吐尼亚孜的委托，向全区广大科技工作

者和科普志愿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向所有关

心支持我区科技事业发展的社会各界人士表

示衷心的感谢。 

她说，全国科普日是一个全国范围内组

织开展的大规模群众性活动，自 2004年启动

以来，其影响已深入人心，在全社会引起了

强烈反响。自治区科协联合自治区党委宣传

部、自治区教育厅、科技厅、中科院新疆分

院，结合实际组织开展全国科普日新疆系列

活动，深入宣传“创新、协调、绿色、开放、

共享”发展理念，推动全社会共同参与创新

创造创业，形成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生动

局面，促进全民科学素质跨越提升。今年 5

月 30日，在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

会和中国科协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习近

平总书记发表了重要讲话，吹响了建设世界

科技强国的总号角，科技发展又迎来了一个

希望的春天。当前，新疆面临建设丝绸之路

经济带核心区的历史机遇，又正值贯彻落实

第二次中央新疆工作座谈会、实施全国科技

援疆的关键时期。全区上下要抢抓机遇、奋

力拼搏，聚焦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面向国

家和自治区重大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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着力打造科技创新引领力量，加快创新型新

疆建设。 

她强调，科技创新、科学普及是实现科

技强区的两翼，要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

新同等重要的位置。在新疆，加强科学普及

不仅仅是关系科技创新的重大工程，更是扶

正祛邪、破除愚昧、遏制极端的“良方好

药”。在一些地方特别是偏远农村，宗教极

端思想易于传播、扩散，这与公民科学素质

不高有着密切的关系。2015 年，新疆公民具

备科学素质的比例为 3.97%，比全国平均水

平低 2.23个百分点。这说明我区科学普及还

任重道远，需要我们持之以恒的抓下去，推

动各族群众科学素质有较大提高。各地、各

部门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切实增强责任

感和使命感，全面贯彻《全民科学素质行动

计划纲要》，集中力量解决对科普工作重视

程度低、科普人员少、科普设施落后、少数

民族语言文字科普资源开发不足、科普宣传

力度不大、科普投入渠道单一等突出问题，

大力推进科普进校园、进农村、进社区、进

企业、进军营、进监狱、进清真寺，帮助基

层群众提高科学认知能力、崇尚科学文明生

活。 

近年来，全国科普日已成为植根基层、

公众喜爱的主题科普活动。全国科普日活动

的持续开展在全区起到了良好的示范作用，

进一步激发了社会各界支持科普、参与科普

的积极性、主动性和社会责任感。自活动开

展以来，自治区科协结合新疆实际，每年确

定不同的活动主题，动员各级科协和各族科

技工作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开展丰富多

彩的科普活动。全疆各地科普场馆、科普教

育基地、科技实验室等科普活动场所免费或

优惠向群众开放。新疆主场系列科普活动得

到了各级科协组织、各学会以及社会各方面

和广大公众的积极参与，同时得到了自治区

领导的高度重视、大力支持和亲身参与。每

年自治区领导都能莅临新疆主场活动现场，

与乌鲁木齐各界群众一起参与科普日活动，

为促进公众参与科普活动起到了很好的表率

作用，有力地推动了全国科普日新疆系列活

动的深入开展。今后，全国科普日新疆系列

科普活动将不断创新形式、更接地气，让更

多群众参与科普活动，发挥全国科普日在提

升公众科学素质中的积极作用。 

 

【学术交流动态】   

“X射线双星和活动星系演化周期”

会议成功召开 

8月 2日—3日，由中国天文学会射电天

文专业委员会发起，新疆天文台、新疆天文

学会承办的“Evolution Cycles in X-ray 

Binaries and Active Galaxies”（X射线双

星和活动星系演化周期）会议在新疆库车县

召开。来自国内外天文研究机构、高校的 50

多位专家学者、研究生参加了会议。 

此次会议旨在加强国内在 X 射线双星和

活动星系演化研究领域的交叉合作交流，以

及展示最新研究成果和观点。新疆天文台星

系宇宙学团组负责人刘祥研究员致辞。会议

作报告近 30场，内容涵盖黑洞吸积、多波段

辐射及喷流的模型和观测结果、活动星系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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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X 射线双星的演化及能谱性质，以及毫秒

脉冲星及磁星的研究等。通过热烈讨论和学

术交流，与会专家认为活动星系核和 X 射线

双星的演化可能具有相似性，低质量黑洞的

自旋、吸积、辐射和喷流的研究可以借鉴到

超大质量黑洞的活动星系核研究中去。同时

加深了参会代表对新疆天文台相关领域研究

工作的了解，增强了今后开展合作的可能性。

会议期间，参会人员赴南疆阿合奇县等区域

参加了天文选址活动。 

会议得到了中国天文学会、科技部 973

项目“110 米大口径全可动射电望远镜关键

技术研究”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大力支持。 

 

“X射线双星和活动星系演化周期”与会代表合影 

 

中国虚拟天文台与天文信息学 2016 学

术年会在乌鲁木齐召开 

9月 26日—30日，由新疆天文台承办、

新疆天文学会协办的中国虚拟天文台与天文

信息学 2016年学术年会，在乌鲁木齐市成功

举办，来自 32个单位 150余名代表参加了会

议。 

新疆天文台王娜台长在开幕式上致辞，

强调了虚拟天文台在天文研究中的重要作

用，并介绍了新疆天文台数据中心建设，同

时作了题为“新疆奇台 110 米射电望远镜进

展”报告。本次年会围绕“新一代射电天文

学和虚拟天文台”这一主题，聚焦新一代射

电天文观测设施和研究计划，及其对虚拟天

文台的需求和应用。与会代表分别针对“射

电天文学与虚拟天文台”、“天文大科学研究

中心与数据开放共享”、“天文信息学的未

来”、“科学家的教育和科普责任、科普产业

化”等内容展开了热烈讨论。 

 
中国虚拟天文 2016年学术年会部分参会代表 

在南山站合影 

部分参会代表实地考察了新疆天文台南

山观测基地 VLBI实验室和光学观测望远镜。

VLBI 实验室科技人员为大家讲解了 25 米射

电望远镜的工作、控制流程、数据记录与存

储等过程，并详细解答了与会代表们的问题。  

此次会议为天文研究人员、技术人员、

教育工作者提供了交流平台，代表们通过讨

论为进一步合作奠定了良好基础。中国虚拟

天文台与天文信息学年会已经成功举办 15

届，本届学术年会得到浪潮集团、EMC存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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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曙光、泽达数据、锐捷网络等合作伙伴

的大力支持。 

 

 

【科普活动】 

2016 年“天涯共此时”中秋赏月新疆

系列天文科普活动圆满结束 

2016 年 9 月 8 日至 16 日，新疆天文台

和新疆天文学会联合开展了“天涯共此时”

中秋赏月——新疆系列天文科普活动，共有

3000 多人次参加。 

 

 

此次系列天文科普活动包括大学校园

天文夜、天文科普走进 SOS 儿童村、赏月活

动走进社区、“月亮与中国探月”知识竞赛以

及“我与月亮有个约会”亲子赏月等活动。

活动以月亮为主题，从不同视角多种形式阐

述月亮，如月陆、月海、环形山、陨石坑、

月相的变化等。新疆天文台、新疆天文学会

配备了多台望远镜并安排专人进行讲解和指

导。精彩的球幕影片使大家感受到宇宙的深

邃、宁静、灿烂；知识竞赛、亲子赏月让学

生们留念忘返，回味无穷；美轮美奂的月色

让市民们心潮澎湃，土星的光环、火星的卫

星更是让市民们激动不已。活动让广大市民

了解了日常难以接触的天文知识，纷纷表示

应多开展此类科普活动。 

 

市民们在探索广场观测月亮 

 
“天涯共此时·2016中秋月色”大型视频直播界面 

此外，新疆天文台还参加了由中科院天

文科普联盟、腾讯科普频道、腾讯新闻联袂

推出的“天涯共此时·2016 中秋月色”大型

视频直播活动。全国多家天文台联合直播，

但天公不作美，有很多地方在当天都未能成

功向大家展示月色之美，只有新疆的月亮实

现了全国网友中秋明月的心愿，17万人同时

观看了新疆中秋月色。 

大学生们正在排队等候观看天象节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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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系列活动得到了乌鲁木齐兴天星宇

信息科技服务有限公司、中科院青促会、新

疆大学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乌鲁木齐星际

探索天文科技有限公司、新疆显峰光学仪器

有限公司、乌鲁木齐市第 122 小学、乌鲁木

齐爱成长亲子俱乐部以及科学北路社区、鸿

阳社区和景山社区的大力支持。 

 

邀请北大吴鑫基教授为乌市中小学生

作天文科普报告 

9 月 22 日至 23 日，受新疆天文台和新

疆天文学会邀请，已年过八旬，但仍然坚持

在科普教育一线的北京大学物理学院天文学

系吴鑫基教授远赴乌鲁木齐，为 41 中学和

113 中学的学子们带来精彩天文科普报告两

场，约 700余人聆听了报告。 

 

北京大学吴鑫基教授在乌市 113中学做报告 

在题为《中国人的太空梦》报告中，吴

教授回顾了人类从古至今，从未停下探索宇

宙的前进脚步。今天是科学大爆炸的时代，

中外科学家加速了对太空的探索，纷纷以高

科技手段追寻未知的太空奥秘。吴教授以启

发式的提问、贴合实际生活的举例、紧扣学

生课本的应用，让同学们更加深刻的认识到

我们不仅要拥有太空梦，更要脚踏实地、持

之以恒的将所学知识转化为实现伟大梦想的

基石。 

报告现场，学生们被吴教授激情洋溢、

耐心讲解的精神状态深深感染，纷纷表示，

通过聆听老一辈科学家的科普报告，点燃了

心中的科学梦想，要像航天英雄、科学家一

样，探索宇宙，攀登科学高峰。 

 

邀请澳大利亚院士曼彻斯特为乌市

大、中学生作天文科普报告  

2016年 10月 25、26日，知名天文学家、

澳大利亚科学院院士、澳大利亚天文台首席

科学家、国际脉冲星研究权威理查德·曼彻

斯特教授受新疆天文台邀请，为乌鲁木齐市

第一中学、新疆大学的 1000 余名学子作了题

为《脉冲星及引力波简介》报告。 

曼彻斯特院士就恒星的演化、脉冲星的

基本定义、爱因斯坦预言的引力波、引力波

探测方式脉冲星计时阵、脉冲星应用以及未

来关于更低频引力波的探测等内容做了介

绍，深受学生们的欢迎。 

曼彻斯特院士还与学子们进行了交流

互动。学生们提出了中子星与黑洞的关系，

LIGO 系统与使用 PTA 探测引力波的不同之

处，除了硬件设施建设中国天文学的发展还

要注重哪些方面等问题，曼彻斯特院士一一

作了解答。 

曼彻斯特院士内容新颖、深入浅出的报

告，以及风趣幽默的回答，不仅给学生们留

下了科学的烙印，而且还激发了学生们对科

学探索的热情。报告结束后，同学们意犹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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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50余人继续围在曼彻斯特院士周围进行

了深度交流。 

74 岁高龄的曼彻斯特院士在两个小时

的报告和互动中，始终保持站立姿势，让在

场的所有人十分感动。他广博的学识，激昂

的精神状态，严谨细致的科学态度，精益求

精、坚持不懈的科学精神，赢得了大家的赞

誉。 

 

澳大利亚院士曼彻斯特为乌市一中的学生做报告 

 

星特朗杯第三届新疆中小学生天文奥

林匹克竞赛圆满结束 

2016年 11月 20日，星特朗杯第三届新

疆中小学生天文奥林匹克竞赛在乌鲁木齐举

行闭幕。 

为营造浓厚的天文氛围、促进天文科普

教育工作能够更好地开展、不断提升新疆自

治区公民天文科学素质，中国科学院新疆天

文台开展了第三届新疆中小学生天文奥林匹

克竞赛。本届竞赛由新疆科协、中国科学院

新疆天文台主办，新疆天文学会、新疆青少

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各地州市科协承办，杭

州天文科技有限公司、乌鲁木齐星际探索天

文科技公司给予了大力支持。 

星特朗杯第三届新疆中小学生天文奥

林匹克竞赛分为预赛和决赛两部分，预赛主

要内容为最新天文发现、近期天象、基本天

文常识和概念、天文观测经验，决赛主要考

查学生的望远镜操作能力和天文观测能力。

本届天文奥赛细化了比赛的层次，将比赛分

为小学、初中、高中三个年级组，使竞赛难

易程度符合各年级段的知识层次。 

 

第三届新疆天文奥赛决赛开幕式 

 

观测考试现场 

 

望远镜操作能力测试 

2016年 10月 22日，星特朗杯第三届新

疆中小学生天文奥林匹克竞赛预赛在新疆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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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州市的 17个考点成功举办。来自乌鲁木齐

市、克拉玛依市、昌吉、石河子、阿克苏、

库尔勒等地的 47 所学校 1600 余名学生参加

了此次竞赛。涉及的民族有：汉族、维吾尔

族、哈萨克族、回族、满族、蒙古族、东乡

族、锡伯族等 8 个民族。经过对预赛试卷严

格、公正、公平的评阅，160 个学生进入决

赛。 

决赛于 11 月 18-19 日在乌鲁木齐县水

西沟乡进行。决赛分为三部分：天文知识笔

试、望远镜操作能力测试、天文观测能力考

查，分值分别为 40、30、30。根据决赛成绩

的高低和各年级段参赛的人数，评选出一等

奖 10名、二等奖 20名，三等奖 30名，及若

干优胜奖。决赛期间，还开展了熟悉望远镜、

天文讲座、星空观测、联欢、徒步等文体活

动，增加了活动的吸引力和趣味性。 

新疆青少年科技辅导员协会吴英秘书

长在闭幕式上讲话。她希望科技辅导员抓住

天文奥赛契机，充分发挥各自的主观能动性

和创造性，不断扩大天文科普教育活动在当

地的参与面，深入开展天文科普活动；希望

学生们通过天文奥赛，对天文学有新的更深

刻的认识，充分享受天文科普活动带来的乐

趣。 

 

【最新天文研究】 

全球首颗脉冲星导航试验卫星发射在

即：实测 X 射线信号 

记者 13 日从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公司五

院获悉，我国将在 11月择机发射全球首颗脉

冲星导航试验卫星（XPNAV—1），实测脉冲

星发射的 X 射线信号，尝试验证脉冲星导航

技术体制的可行性。 

该院脉冲星导航卫星科学任务系统总设

计师帅平在当日举行的新闻通气会上介绍，X

射线脉冲星作为宇宙中的“灯塔”，依靠自

身发出极为稳定的 X射线脉冲 信号，可以为

近地轨道、深空探测和星际飞行航天器提供

高精度的位置、速度、时间和姿态等丰富的

自主导航信息服务，从而实现航天器长时间

高精度自主导航与精 密控制，具有广阔的工

程应用前景。 

据介绍，恒星“死亡”后，遗骸可以分

为白矮星、黑洞和中子星。脉冲星属于高速

自转的中子星，其典型半径仅有 10公里，质

量却达到太阳的 1.44倍至 3.2倍之间，是黑

洞以外密度最大的天体，每立方厘米的脉冲

星质量达 10亿吨。 

脉冲星能在射电、红外、可见光、紫外、

X 射线和 γ 射线等电磁波频段产生信号辐

射。帅平介绍说，通常把在 X 射线频段上辐

射信号的脉冲星叫做 X射线 脉冲星。脉冲星

的周期极其稳定，其稳定度比目前最好的氢

原子钟高万倍以上，被誉为自然界最精准的

天文时钟。目前，已发现和编目的脉冲星约

为 2500 颗，其 中超过 160 颗具有良好的 X

射线周期辐射特性，可以作为导航候选星。 

 [天之文网 10月 15日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