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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自然，保护环境，从我做
起！”6月16日，重庆自然博物馆特展
厅，络绎不绝的家长领着孩子参观“熊
猫时代——揭秘大熊猫的前世今生”
展览，临别时孩子们纷纷在寄语板上
写下感言。

这次特展共展出古生和现生标
本205件，是国内首次全面展示大熊
猫演化与保护的专题展览，圈粉无
数。

“有人问我，87岁高龄，本该在家
颐养天年，为何还要坚守野外考古发
掘现场？我想，答案就在孩子们一张
张求知若渴的小脸上。”黄万波，此次
特展的首席科学家，名字常与巫山猿
人、蓝田猿人、和县猿人、奉节智人等
重大考古发现联系在一起。在他身
上，岁月仿佛不落痕迹地溜走，只沉淀
下一股执着的学术气息，超越年龄、超
越时间、超越空间。

敢为人先
拂去蓝田猿人百万年封尘

一屋化石，满柜书香……走进黄
万波办公室，他正在化石堆中寻找人
类起源的“密码”，坚毅的眼神、执着的
神态似乎凝固了时间。

黄万波1932年生于重庆忠县，
1951年考入长春地质学院，1954年
毕业后分配到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
研究所，至此开启了他“远祖寻踪”的
一生。

“蓝田猿人能从古老的黄土堆积
层中‘醒’来，确实是一段奇缘。”他从
容地讲述起一个甲子的考古经历。

1963年4月，中国科学院古脊椎
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调查队在陕西省
蓝田县进行新生代地层和脊椎动物化
石调查。一天下午5时许，黄万波与
队员一起收工回驻地，路过陈家窝村
一条水沟时，出于职业习惯，黄万波边
走边看，行至水沟尾端，他突然发现一
块骨头。

“有价值吗？”
“只是一个灰坑（指新石器时代堆

积）中的东西，年代不久。”同事很快否
定了黄万波的发现。

是夜，黄万波将自己的发现告诉
了调查队队长，并表达了要继续发掘
的想法。虽调查队已结束当地工作，
需转移到另一地点厚镇，但队长同意

在返回北京前，黄万波可以再去一
趟。

黄万波即与同事返回陈家窝村，
在之前捡到骨头的地方展开发掘。突
然，在一个钙质结核中露出几个小白
点——一个沉睡近百万年的蓝田猿人
下颌骨重见天日，震惊中外考古界。

“从事科研工作，要有敢为人先、
坚毅执着的精神，要有务实求真、永无
止境的探索精神。”黄万波常对学生讲
这句话。

探无止境
龙骨坡改变人类演化历史

此后20年间，黄万波的考古工作
几乎都在陕西、甘肃、宁夏等北方地区
辗转，希望找到比蓝田猿人更早的人
类化石。

“我后来意识到一些问题，260
万年以来，在季风的作用下，北方很
冷，而湿热的南方可能更适合古人
类居住。”黄万波称，新生代时期，由
于印度板块向欧亚板块的碰撞导致
青藏高原抬升，而云南、四川、重庆
等地，山间湖泊星罗棋布，槽谷、山
岭森林繁茂，适合古猿的生殖、繁
衍。尤其在三峡地区——一个半封
闭的森林、河流环境，温度适宜，是寻
找早期人类化石和脊椎动物化石的
理想区。

1984年夏，黄万波组织一支考
察队，回到了故乡重庆。在考察完万
州盐井沟（1921 年——1926 年，美国
考古学家葛兰阶曾在此发掘大批哺
乳动物化石）后，他们顺江而下抵达
巫山。

“老乡，知道哪里有龙骨吗？”按
照常规，黄万波一行分头在巫山四处
打听有无出产龙骨（脊椎动物化石，
被老百姓当成中药）。后来，他们从

一个赤脚医生口中得知，在巫山庙宇
镇龙坪村一个山坡，曾出土过上万斤
的龙骨！

锁定目标，考察队即刻前往这一
化石地点——龙骨坡，展开紧张发掘
工作。1985年深秋，考察队发掘出一
段带两颗牙齿的左侧下牙床，伴随出
土的还有乳齿象、鬛狗、剑齿虎、祖鹿
等108种哺乳动物化石。

经研究，该化石被判定为距今
200多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把东亚
人类演化历史向前推进了100多万
年。黄万波与美国人类学教授石汉
合作撰写了《亚洲的早期人类及其
人工制品》一文，发表在英国《自然》
杂志上，全球考古界为之震惊。美
国《科学》杂志在一篇评论中称，中
国龙骨坡的这个新发现改变人类演
化的历史。此前，国外学术界普遍
认为，人类来到亚洲的历史只有几
十万年。

不过，部分学界专家也提出质疑：
“巫山人”的某些特征似禄丰古猿，不
能支撑“巫山人”是人的结论。

为让各项结论更具有严谨的
科学依据，1985 年—1988 年、1997
年 —1999 年、2003 年—2006 年、
2011年—2015年，他带领考古队四
进巫山。

30年的“巫山人”寻踪，让他一头
青丝变白发，但黄万波没有怨言：“科
学探索永无止境，质疑是科学精神的
精髓。只要能找到考古证据，一切都
可以放到一边。”

黄万波表示，前不久，几位学者在
研究了印尼的魁人化石后指出，这种
魁人在生物学的系统上与中国的禄丰
古猿有关系。如此说来，“巫山人”与

“魁人”有瓜葛了。换言之，“巫山人”
亦然在人的起跑线上。

超越时空
老骥伏枥，其志犹坚

“您已87岁高龄，本该在家颐养
天年，为何还坚持工作，甚至亲赴野外
考古发掘现场？”面对记者的问题，黄
老言笑晏晏。

“除了左耳听力有所下降外，我身
体还很好，争取再多挖几年，寻找更多
古人类在重庆存在的证据，对‘夏娃
说’发起挑战。这份执拗已不可能放
得下。”黄万波这样回答。

在他近期工作计划中，除了要将
“熊猫时代——揭秘大熊猫的前世今
生”特展推向全国和海外，8月他还将
前往丰都县都督乡挖掘熊猫化石，以
及筹备再次发掘巫山玉米洞寻找“巫
山人”存在的链条痕迹。此外，明年上
半年，他还将出版一本关于长江三峡
腹地发现最早艺术品的书，目前手稿
已完成10余万字。

拉开黄万波的书柜，翰墨盈香扑
面而来。《大熊猫的起源》《我和古人类
有个约会》《和县人遗址》《玉米洞发掘
记》《大熊猫的前世与今生》……近10
年来，他平均不到1年半时间就出版
一本著作，一些作品还曾获评“中国科
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入围

“大众喜爱的50种图书”、入选国家
“文津图书奖”推荐书目等。

笔耕不辍，硕著辉煌。黄万波耄
耋之年的工作量甚至超过许多青壮年
科研工作者。

“在黄万波身上，我看到了一种超
越年龄、超越时间、超越空间的坚韧和
热爱，看到了一种锐意进取、家国情怀
的使命担当，看到了一种务实求真、探
无止境的科学家精神。他的精神，值
得我们后辈认真学习。”重庆市地质调
查院副院长、考古专家魏光飚说。

巫山猿人、蓝田猿人、和县猿人等重要古人类化石发现者

黄万波：远祖寻踪踏歌而行
本报记者 韩毅

本报讯 （记者 杨永芹）轨道
交通18号线（原轨道交通 5A 线）正
加快推进，预计2022年全面建成，届
时将有效缓解主城南部交通拥堵。
这是6月19日，重庆日报记者从轨
道18号线建设运营公司获悉的信
息。

18号线是重庆市轨道交通第三
期规划中的南北向主干线，由中铁建
重投集团与重庆交通开投集团合资，
采用ppp模式建设。

据介绍，18号线全长约 29公
里，共设19座车站。到6月初，全
线已完成交桩点复测，滩子口站到
黄桷坪站区间施工通道等9处工点
打围，相关前期准备工作稳步推
进。

18号线起于富华路站，经过歇

台子、杨家坪、黄桷坪，从九渡口长江
大桥跨越长江进入李家沱片区，通过
白居寺大桥跨越长江，进入大渡口
区，经过白居寺、伏牛溪至跳蹬，终于
跳蹬南站。

该线路将分别与重庆轨道交通
1号线、2号线、5号线、9号线、12号
线和环线换乘，将有效实现渝中区、
九龙坡区、巴南区和大渡口区的快速
联系，带动沿线产业聚集区的形成，
促进经济发展。

附19个站点：全线设有富华路
站、歇台子站、奥体中心站、石坪桥
站、杨家坪站、滩子口站、黄桷坪站、
四川美院站、电厂站、长江二桥站、外
河坪北站、外河坪南站、简家槽站、茄
子溪站、白居寺站、伏牛溪站、金鳌山
站、跳蹬站、跳蹬南站。

轨道18号线有望2022年建成通车
全线共设19个站点

本报讯 （记者 黄乔）重庆日
报记者6月19日从市人力社保局获
悉：6月14日至7月19日，110名优
秀青年人才将在渝开展为期一个月
的“国（境）外优秀青年人才重庆体验
月”活动。

据了解，作为2019年“百万英
才兴重庆引才活动”中“请进来”实
践体验引才品牌活动之一，“国（境）
外优秀青年人才重庆体验月”活动
旨在贯彻落实我市“科教兴市和人
才强市行动计划”，引进更多在国
（境）外学习或工作的优秀青年人
才。该活动由重庆市委人才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市人力社保局共同
主办，市人才交流服务中心承办，市
人才大市场协办。

活动前期收集到52个用人单位
共173个岗位需求，通过网络发布及
高校定向邀约，收到285名优秀青年
人才报名。经过3个多月的精准匹
配，共有留学澳大利亚、新西兰、美
国、加拿大、英国、瑞士、捷克、德国、
法国、西班牙、俄罗斯、日本、韩国、马

来西亚、香港、澳门等16个国家和地
区、47所高校的50名中国学生与重
庆32家用人单位达成初步意向，将
在接下来1个月的到岗试用中互增
了解和人岗匹配度。

“为帮助我市用人单位储备更多
海外优秀青年人才，我们邀请了港澳
地区部分两年后毕业的硕士生和本
科生来渝实践体验，将引才工作前
移，引育并重，让青年人才在毕业前
了解重庆，提前为日后选择落地重庆
打下基础。”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
人介绍，活动前期还通过信息发布，
收到重庆西部物流产业园、重庆科技
馆等51家用人单位（其中重点企业
30家）人才储备需求，引来160名优
秀青年人才报名，经筛选匹配，确定
了60名港澳地区青年人才到岗实
习。

据了解，此次活动共有3名博
士、36名硕士、71名本科优秀青年人
才参加，其中50名作为意向引进人
才到岗试用，60名作为储备人才到
岗实习。

百余名优秀青年人才来渝实践体验
2019年国（境）外优秀青年人才重庆体验月启动

本报讯 （记者 吴刚）让高校
的科研成果真正成为地方创新的资
源，6月19日，环西南大学创新创业
生态圈知识产权运营平台，在西南大
学举行揭牌仪式。

环西南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知
识产权运营平台，是全市首个环大学
创新创业生态圈知识产权运营平台，
也是全市首个市、区县、高校共促共
建的知识产权运营平台。

市知识产权局局长李雷霆介绍，
建设环西南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知
识产权运营平台，对于扩大高价值知
识产权运营转化和创新要素有效供
给，加速创新资源流转和优化配置，

促进我市传统优势产业和战略性新
兴产业迈向价值链中高端，加快重庆
支撑型知识产权强市建设具有重要
意义。

据了解，自2014年以来，国家
知识产权局会同国家财政部确立了
在北京建设全国知识产权运营公共
服务平台，在西安、珠海建设两大特
色试点平台，并在深圳、成都、上海
浦东、重庆江北等26个城市开展了
知识产权运营体系建设试点，目前
已初步形成“1+2+20+N”的知识产
权运营服务体系，有效促进了知识
产权与创新资源、产业发展、金融资
本融合。

环西南大学创新创业生态圈
知识产权运营平台揭牌成立

人物简介
黄万波，1932 年出生于重庆忠

县。巫山猿人、蓝田猿人、和县猿人
等重要古人类化石发现者，中国科学
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
员、重庆自然博物馆特约研究员、重
庆三峡古人类研究所名誉所长、重庆
龙骨坡巫山古人类研究所所长。发
表学术论著近百篇（部），撰写科普作
品近百篇（部）。曾获中国科学院首
届竺可桢科学奖、中国科学院科学技
术进步奖特等奖、国家自然科学三等
奖、裴文中科学奖。

铜梁西郊散布着多个镇街，数十
个农业特色产业基地、乡村旅游景点
和景区“比邻而居”，产业业态相近又
各有优势。不过以往，大家都是各自
埋头发展“单打独斗”。

两年前，铜梁在城区西郊规划了
一条长50公里、宽7.5米的绿道环线，
并将涉及的巴川、南城、太平、土桥、侣
俸5个镇街13个村（社区）纳入当地
乡村振兴示范片。6月13日，重庆日
报记者从铜梁区获悉，这条绿道环线
基本贯通，让西郊5个各具特色优势
的镇街“葫芦娃”，串在了一根粗壮的

“藤”上。

绿道+产业
串起星罗棋布的产业“明珠”

在绿道环线巴川街道玉皇村段的
一块地图标牌上，记者看到整条绿道
走向。它绕山环湖，串起了成王果业、
荷和原乡、牧堂纯草莓基地、新陆有机
蔬菜基地、黄角门奇彩梦园、巴岳山玄
天湖等大小30多个地标，既有不同业
态的农业产业基地，又有知名景区和
乡村旅游景点，还有各村（社区）的便
民服务中心。

据介绍，绿道环线围合内涵盖了
34家农业龙头企业、专业合作社，发
展规模化特色水果、蔬菜、苗木花卉种
植和名特优水产养殖等2.2万多亩，
以及多个乡村旅游及休闲农业示范
村，可谓是铜梁区农业及延伸产业的
精华所在。

绿道开通后不久，玉皇村成王果业
的负责人陈贵虎乐开了怀。“带着上门

买果苗的客人在路上跑了一圈，反映特
别好。”陈贵虎介绍，这几天，来的客人
络绎不绝，果苗销量增加了一成多。

随着50公里绿道环线主体基本
贯通，以前散布于当地5个镇街的沃
柑、桂花、苗木等产业基地，及多个景
区和乡村旅游景点，被纳入到一个“经
济圈”，串起了带动发展的一个个“明
珠”。

绿道+乡村
划出一片担纲示范的生态圈

车行其中，两侧景观变幻多姿，或

绿树成荫随风摇曳，或依山傍湖白鹭
纷飞，或苗圃农场林立，或农家屋舍俨
然。绿道，俨然成为铜梁一道亮丽的
风景线……

“一开始，听说要建绿道，以为就
是修路‘化妆’，没想到还要像大扫除
一样，对村里、房前屋后都整治一遍。”
玉皇村11社村民黎龙芳表示，虽然钱
不多，但村庄环境好了、心情舒畅了，
村民就开始自发整治环境。

走进黎大妈家，只见庭院干净整
洁，柴草堆码有序，家禽也被圈养了起
来。“现在大伙都想通了，不能让绿道

表面光，两旁的村庄环境也要跟得上
才行。”

“西郊绿道就像催化剂，不仅箍紧
了产业的拳头，还催化了村庄环境改
善、村民习惯养成。”土桥镇相关负责
人感慨地说，随着绿道环线功能的进
一步完善，沿线的村（社区）居民的生
产、消费和生活将赢来新一轮红利期。

绿道+融合
走上一条城乡融合发展新路

西郊绿道环线围合面积达5万
亩，涉及1.5万农户，为深入实施乡村
振兴战略，加快推动城乡融合发展，铜
梁区选择了这一区域作为全区乡村振
兴示范片，力争实现“一年通道路、二
年现美景、三年抓提升”。

如今，第一个目标也是最关键的
绿道环线已基本贯通，下一步，铜梁区
将突出抓好乡村振兴，加快推动城乡
融合一体化发展。今年，当地依托绿
道环线，继续开展农房和庭院环境整
治，完成绿道两侧28公里的乔灌木种
植，完善提示标示和导揽等旅游设施，
提档升级沿线近10个村（社区）的便
民服务中心。此外，还将开通环线公
交及主要节点免费WiFi覆盖。

“绿道，圈出了大大的生态圈、产
业圈、美景圈。”铜梁区相关负责人介
绍，该区将整合力量、资源，以绿道为
核心，建设完善便民服务、游客接待、
农产品交易、农事体验等设施，力争至
2020年，将其打造成具有广泛影响
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乡村振兴
示范片。

铜梁西郊50公里绿道环线贯通

乡村振兴一根“藤”串起5个镇街
本报记者 王亚同

铜梁区巴川街道玉皇村的一段绿道。 通讯员 赵武强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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轨道交通18号线站点示意图。 （中铁建重庆投资集团供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