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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中微子实验启动建设
有望破解中微子质量顺序之谜

经过细致的研究，科学家最终确定

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
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发现中

微子第三种振荡模式，打开了理解反物
质消失之谜的大门，使我国的中微子实
验研究从无到有并走到了世界前列。
在大亚湾中微子实验发现中微子的第
三种振荡模式后，国际中微子研究的下
一个热点目标是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
“中微子是一种不带电、质量极其
微小的基本粒子，在微观的粒子物理和
宏观的宇宙起源及演化中扮演着极为
重要的角色。”王贻芳表示，中微子有质
量，是目前发现的唯一有坚实实验证据
超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现象，对它的
研究有可能发现新物理。自从上世纪
50 年代科学家发现中微子以来，对中微
子的研究始终被视为全球科学界的前
沿课题。
据王贻芳介绍，江门中微子实验将
瞄准国际中微子研究领域目前的热点
问题，即中微子质量顺序测量。
“ 江门中
微子实验不仅能对理解微观的粒子物
理规律作出重大贡献，也将对宇宙学、
天体物理乃至地球物理作出重大贡
献。
”
王贻芳说。

项目不会对环境造成污染
对于中微子，普通市民理解起来还
比较抽象。很多市民想了解，中微子实

验项目对周边环境是否有影响？
王贻芳明确表示，实验装置没有放
射性，天然环境中的放射性反而会干扰
中微子探测器，因此所有的实验装置和
材料都必须比日常环境更干净。另外，
实验本身也不会产生废液、废气，不会
对环境造成污染，这是一个无污染科研
项目。
“实验站是一个大型国际合作项
目，实验站的建设将会带动江门地区科
学和技术的发展，对提升广东省的科技
实力和科技影响力产生积极作用。”王
贻芳表示，实验站建设好后，会和国内
外科研机构、高校专家开展相关项目的
研究，有利于出更多的研究成果。同
时，实验站建在江门，能够进一步提高
江门的知名度，将吸引更多的国内外智
囊团来到这里，从而推动江门的社会科
技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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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站将建在地下 700 米深处

中微子实验站的选址在距反应堆 50 公
里至 55 公里，且与所有反应堆距离相等
的江门市，具体是在开平市金鸡镇和赤
水镇交界处打石山一带（金鸡镇胜和
村）。这里距广东阳江和台山反应堆群
约 53 公里，是世界上目前发现的最适合
利用核反应堆测量中微子质量顺序的
地方。
由 于 科 学 意 义 重 大、实 验 方 案 独
特，江门中微子实验引起世界科学界的
瞩目。2014 年 7 月，实验组建了国际合
作组，有 45 个研究单位的 320 多位研究
人员正式参加实验，另外还有美国等 5
个国家的十几个研究单位准备加入。
据介绍，江门中微子实验站将建在
地下 700 米深处，计划 2020 年投入运行
并开始物理取数，运行至少 20 年，建设
过程中将有上千名工作人员参与其
中。但试验站正式运行后，只需 20 多个
工作人员即可完成实验室的操作。实
验建造的中微子探测器将是世界上能
量精度最高、规模最大的液体闪烁体探
测器。这一实验的启动，标志着我国中
微子实验研究从起步到跨越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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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门日报讯 （记者/黄宇舰） 备受
关注的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有了最新
进展。昨日下午，江门中微子实验建设
启动会举行。副省长陈云贤，中国科学
院副院长阴和俊，市领导邓伟根、吴国
杰，以及来自中国科学院、科技部、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的领导，意大利国家核
物理研究院、意大利中微子与天体物理
学基金委员会的负责人近 300 人，在开
平市金鸡镇江门中微子实验建设现场
见证了这一激动人心的时刻。
江门中微子实验项目是继大亚湾
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之后，由我国主持的
第二个大型中微子实验项目。该实验
的首要科学目标是利用反应堆中微子
振荡确定中微子质量顺序，对于人类了
解物质微观的基本结构和宏观宇宙的
起源与演化具有重要意义。
在昨日上午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所长、项目
负责人王贻芳明确表示，该实验站以测
定中微子质量顺序、精确测量中微子混
合参数等基础研究为主，是无污染科研
项目。

在菜地里挖出惊喜

这个超级大薯
重达 50 多公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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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文联大型惠民演出走进江门

人物

基层群众乐享高雅艺术
江门日报讯 （见习记者/谌磊） 昨
晚，
由广东省文联主办的
“舞者展风采”
送欢乐、下基层惠民演出活动，走进鹤
山市双合镇全民健身广场，
近百名优秀
的舞蹈家、
歌唱家为双合镇的群众献上
了一场高雅、精美的文艺表演，双合镇
1000 多名群众现场观看了演出。据
悉，此次演出由广东省舞蹈家协会、音
乐家协会、书法家协会、文艺志愿者协
会及江门市文联联合承办。此次到江
门的演出共有两场，第一场已于 1 月 9
日下午在开平市大沙镇全民健身文化
广场举行，
双合镇为第二场演出。
昨晚有近百名文艺家参与演出，
其中不乏国家一级演员。记者了解
到，他们大多是来自南方歌舞团、广东
舞蹈戏剧职业学院舞蹈系、省歌舞剧
院等的著名舞蹈家、歌唱家。演出之
前，我市著名书法家还现场挥毫，免费
为群众送春联。
演出开始，由广东舞蹈戏剧职业
学院舞蹈系的学生带来的男子群舞
——《奔腾》，以恢宏的气势掀起了当
晚的首次高潮。此次演出共有 14 个
节目，当中既有舞蹈，也有歌曲独唱。
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员乔
建军带来了男声独唱，他的两首歌曲
《共圆中国梦》和《母亲》，赢得了现场
观众的热烈掌声。
广东省舞蹈家协会专职副主席，
国家一级演员汪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表示，此次下基层来到江门，感受到了
江门人民的热情，同时也感受到了基
层群众对文化艺术的热爱和渴望。
“在
开平市大沙镇的那场演出取得了预期
的效果，现场 500 多名群众聚精会神

“布鞋院士”
李小文病逝
曾被誉为现实版
“扫地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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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下
杂志社恐怖袭击案两名嫌疑人被毙

法国安全形势
仍然不容乐观
地观看了整场演出，从他们的神情中，
我可以看出他们对这样一场文艺演出
的喜爱。”

2015 亚洲杯

▶A07

“举办这样一场大型演出活动，目
的是想让基层的群众也能够接触到高
雅的艺术表演。我们此次参加演出的

文艺家和志愿者们都是义务的，他们
对这样一场公益性的演出表现出了积
极的参与愿望。
”
汪洌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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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足险胜沙特
最珍贵的礼物
王大雷生日当天救主
最神奇的预测
郝海东怎么说都灵验
最保险的做法
国足再拿 2 分就能晋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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男子群舞《奔腾》热情奔放，
气势恢宏。 见习记者 谌磊 摄

迎新春 赠春联
昨日，来自我市书法界的人士现身东湖广
场，为市民免费写春联、送祝福。据悉，
“ 迎新
春，赠春联”挥毫雅集活动由市老干部大学、市
五邑书画进修学院、市书法家协会、市美术家协
会、市翰苑书画学会主办，已经举办了四年，一
直深受市民的喜爱和欢迎。活动当天，不少市
民前来选择自己喜爱的春联。
“有了书法家免费
写的春联就不用自己去买了，这样的活动挺好
的。
”
在赠春联现场，
市民李大爷高兴地说。
江门日报记者 刘雅琴 摄影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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