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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态

[对话]

本报讯 记者 刘昕璐 不
用戴口罩，直面病毒也毫不畏
惧。新冠疫情阻击战中，机器人

“小白”就曾这样立下汗马功
劳。这款由上海交大医学院吴
韬团队经过多年摸索自主研制
开发的AirFace人工智能医护服
务机器人是名副其实的“战疫明
星”。昨天，在上海交大医学院
举行的第二届医学人工智能创
新发展高峰论坛上传出消息，

“小白”将有更多应用和布局。
上海交大医学院党委副书

记、副院长吴韬介绍说，Air-
Face人工智能医护服务机器人
具有人脸识别、自然语音交互、
远程协作等功能，可以在预定
时间跟着医生和护士查房，自
动避障，与人互动，而后自行

“走”回充电桩补充能量。这款
医疗医护服务机器人的具体应
用，还将得到更广拓展。

“不仅仅是在上海市，包括
广西、云南、喀什、新疆、西藏、
海南岛其实都已经进行了布
局。特别是疫情期间，我们专
门捐献给武汉的第三人民医院
和金银潭医院。”吴韬说。

与此同时，目前，手术机器
人的手，已经可以像两根头发
丝一样“探囊取物”；而不久的
将来，微米级的“机器指头”将
进一步细到纳米级，精准捕捉
哪怕一个单一的癌细胞。现
场，英国皇家工程院院士、上海
交通大学医疗机器人研究院创
始院长杨广中则透露，其团队
开发的蛇形手术机器人用于消
化道和肺部等，体积达到非常
小的尺度，直径仅 2 到 3 个毫
米，并且具有“超高清”影像功
能。相比传统手术对于肿瘤边
界的处理，这样的微手术机器
人对于术中实时动态判断和早
期病灶精准切除具有非常重要
的意义。

除了一些新技术、新成果
的分享，“新医科”这个名词，也
频频被现场专家们提及。就在
今年9月23日，国务院办公厅
已经印发了《关于加快医学教
育创新发展的指导意见》，专门
指出要加强人才的建设，而且
这个人才特别提到的就是复合
型人才。

吴韬指出，青年一代生逢
其时，重任在肩，创新医学，要
让医疗插上智慧的翅膀，助力
健康中国梦。

“空荡荡”实验室
要挑战关键技术

今年35岁的於亮红已经是
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首批启
动建设的重大科技基础设施—上
海超强超短激光装置（SULF）高能
主放大器系统负责人。

2015年开始建设时，於亮红
就作为现场负责人之一带领团
队奔赴张江攻关关键技术，当时
的实验室完全是“空荡荡”的。

而如今，上海超强超短激光
实验装置已基本建成并开始试
运行。专家组认为该装置中的
10拍瓦激光系统已经建成，达到
并且优于该系统的验收指标要
求。

这是上海光机所在超强超
短激光实验研制方面继2007年
实现0.89拍瓦、2013年实现2拍
瓦、2016 年 8 月实现 5.4 拍瓦，
2017年10月实现“10拍瓦激光
放大输出”等国际领先成果之后
又一次取得重大突破。

所有的成功都不是一蹴而
就的。让於亮红最难忘的是，
2016年6月进行5PW升级时碰到
了突发器件损伤。

“当时泵浦源已经达标，准
备进行5PW能量放大，本以为会
很顺利，但是那天下午我们排查

光路时在后端光学器件发现‘小
白点’，表明光学薄膜面已经损
伤，大家情绪非常低落。”於亮红
和同事们在实验室讨论了一下
午：是冒着风险按照原计划进行
放大完成任务还是暂停实验先
进行器件修复？

最后讨论的结果还是暂停
实验，确保器件的安全。“项目负
责人李儒新院士等领导也很支
持我们的决定。最终在领导的
协调下，我们很快拿到返修的光
学器件。经过包含高温假在内
的两个月加班加点，最终在9月
份完成了5PW的能量放大输出！”

创业初期
“白加黑”连轴转

2008年毕业于合肥工业大
学光信息科学与技术专业，
2008-2013 年在光机所读博士
研究生，2013年毕业留所工作，
直至今日成为关键的技术骨干
成员，於亮红已经把自己的青春
岁月交付给了祖国的激光事业。

於亮红笑着告诉记者，当年
是霍金的《时间简史》让他立志
毕生探索科学的奥秘。

投身科研，不光要有理想，更
需精神。作为实验室党支部书
记，於亮红带领支部党员同志努
力践行支部建在项目上，强光二

支部成为“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
验装置攻关尖刀连”，发挥了支部
战斗堡垒作用。在“创业”初期，
5+2，白加黑，连轴转。由于远离
嘉定的光机所本部，於亮红长期
驻扎在张江，在初期经常一两个
星期才能回家一趟与家人团聚。

2016年 8月实现了国际领
先的5.4 PW激光输出。2017年，
他和团队成员又进一步对激光
装置进行优化和设计，解决了高
通量激光放大与传输的技术难
题之后，在10月成功实现当时
国际最高峰值功率10拍瓦激光
放大输出。

这些研究成果被2017年 2
月《科学》杂志评述文章评述为

“中国科学家打破了最高激光脉
冲峰值功率的世界纪录”。

2020年春节前后，SULF激光
装置在性能提升阶段碰上新冠
疫情。於亮红的老家是这次疫
情的“中心”——湖北黄冈，家乡
亲人们的安危令他揪心，但使命
在身，责任在肩，作为一名共产
党员，他始终秉承“尖刀连”的
集体主义精神，将SULF激光装置
的复工及攻关任务放在了首
位。带领团队不怕苦不怕累，经
过努力，终于找到某一指标劣化
的原因，为后期的性能提升奠定
了基础。

80多岁老院士
爱上潮店科普展

出了地铁，走过一条长长的
商业街，来到9号口，那里正在办
一个“深海奇遇”科普展。在这
里，科普走进了商圈，院士遇见
了艺术家，海洋联结了潮流。科
普展还设置了互动区，在街区中
央放置了一个“深海奇遇”的信
息录入方盒，观众只要尝试着输
入自己的生日，即可获知在自己
生日月份下海的深潜器的名称、
形状与故事。记者随即输入了
自己的生日，屏幕上出现了“深

海勇士号”的介绍。
在展览中央有一个密封的

展柜，里面陈列着贝壳、石块等
展品。“蛟龙号载人潜水器在中
国南海中进行了多次下潜任务，
最大下潜深度达到了 7000 多
米。这些展品都是从南海海下
7000多米打捞上来的。汪院士
和我讲述海下作业的故事，让我
觉得很震撼。”太平洋森活天地
董事长范志凌介绍说。

范志凌透露，之所以能将科
普和商圈结合，与区政府的支
持分不开。“你看我们现在整个
展览，是不是有点潮店风。没

想到区长和80多岁的老院士竟
然能接受。果然，这样的设计
受到了年轻人的欢迎。为了配
合海洋主题，我们 10 月下旬会
邀请青年艺术家以海洋为主题
来这里创作。下次我们还将继
续和院士合作，打造太空主题
的展览。”

为莘莘学子
留一盏心灵明灯

“浦江彩虹映碧空，花开杨
浦别样红……”一曲《美哉，杨
浦》主题歌，由杨浦名人、国家一
级演员计一彪领衔带来，在大学

路唱响。
从NOYA街区拾阶而上，就是

大学路·下壹站商业街。这里宽
敞的区域成为举办各类活动的
极佳场所。杨浦区五角场街道
办事处主任周灵告诉记者，为了
给学生、居民、市民等带去丰富
的文化活动，点燃商圈的人气，
他们从早忙到晚安排活动。有
一天下午，评弹界的几位大咖和
青年演员们一起，在大学路·下
壹站给市民带来了一场评弹传
统艺术赏析。晚上，又在大隐书
局给青年朋友们带来一场“大
隐·五角场人文讲坛”。

一场“深海奇遇”社区掀起潮店风

这位85后“激光青年”

从空荡荡的实验室走向“世界领先”

AI“战疫明星”
未来走向全国

人工智能医护服务机器
人将在更多岗位上发挥作
用。 受访者供图

记者：现 在 主 要 在 忙 什

么？未来有什么打算？

於亮红：我们现在主要在
做SULF 10PW激光装置聚焦性
能提升工作，以及硬 X 射线自
由电子激光器项目-极端光物
理线站100PW激光高能主放大
器的设计工作。希望未来能
继续带领团队深耕超强超短
激光技术，提高激光放大输
出，提升激光聚焦性能，为物
理学家研制更加先进的实验
装置。

记者：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的科技工作者，你如何要求自

己？

於亮红：目前我们国家的
科技创新事业处于关键时期，
我们每一代人都有每一代的责
任与担当。作为一名共产党员
的科技工作者，我们要将自己
所从事的事业与国家的战略需
求紧密结合起来。未来科学的
竞争离不开大科学装置的竞
争，如何将我们手中的装置用
好，为我们国家科技创新做出
更大贡献，将是我们这些人未
来的努力方向。

於亮红在实验室里工作。 受访者供图

上海超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实现能量大于420焦耳，

重复频率为3分钟一发次，脉宽压缩至30飞秒以下，峰值

功率大于10拍瓦的激光脉冲输出能力，达到国际同类研

究领域领先水平！

此前，中国科学院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上海超

强超短激光实验装置（SULF）在张江进行过“10拍瓦激光

系统”专家自测试评审会。现场有个小伙儿尤为激动，他

就是项目骨干成员和关键系统负责人——中科院上海光

机所强场激光物理国家重点实验室副研究员、实验室第

二党支部书记於亮红。 青年报记者 郭颖

地铁江湾体育场有条总长近500米的地下商业街，那里是年轻人爱去的太平洋森活天地NOYA街
区，近日，杨浦区政府、五角场街道与汪品先院士团队合作，打造了“深海奇遇”科普展，让年轻人领略海
下7000米的海底世界。记者获悉，在10月24日至25日，NOYA街区还将举办“海上地下铁”集市，届
时将邀请来自全国各地的约30位青年艺术家，以“海洋”为主题进行联动创作。 青年报首席记者 范彦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