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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记者王静）1月 1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人民
大会堂隆重举行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胡锦涛、习近平、
温家宝、李克强、刘云山出席大会并为获奖代表颁奖。习近
平主持大会。温家宝代表党中央、国务院在大会上讲话。李
克强宣读奖励决定。

上午 10 时，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习近
平宣布大会开始。国家主席胡锦涛向获得 2012年度国家最
高科学技术奖的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科
学院力学研究所研究员郑哲敏，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电子
科技集团公司电子科学研究院研究员王小谟颁发奖励证
书。随后，胡锦涛、习近平等向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
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际科
学技术合作奖的代表颁奖。

习近平在主持大会时指出，党中央、国务院隆重奖励在我
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中作出杰出贡献的科技工作者，充分体
现了党和国家对我国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高度重视和对广大
科技工作者的亲切关怀。他希望广大科技工作者以获奖者为
榜样，继续发扬求真务实、勇于创新的精神，始终把祖国和人
民放在心中，努力作出无愧于时代、无愧于人民的创新成果。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讲话中指出，实现党的十八大提出
的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必须实施科教兴
国战略，把科技创新摆在国家发展全局的核心位置。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在会上宣读
了《国务院关于 2012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的决定》。

2012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共授奖 330 个项目和 7 位科
技专家。 （相关报道见第 4版）

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隆重举行

本报北京 1月 19日讯（记者潘希）“科
学之夜———2012 中国科学报社年度盛典”
今天在京隆重举行。盛典活动中，“瀚霖杯两
院院士评选 2012年中国 /世界十大科技进
展新闻”、“第四届青年科学之星”、“2012中
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三项品牌活动评选结
果发布和颁奖仪式同时举行。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中国科学院院
长白春礼，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中国记协党
组书记翟惠生，中科院副院长李静海、詹文龙、
阴和俊、张亚平等领导及嘉宾出席本次盛典。

盛典活动中，白春礼和周济分别宣布了
“瀚霖杯 2012年中国 /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
闻”，并为入选单位代表颁发证书和纪念杯。

“神九”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成功对接、
“好奇”号在火星成功着陆等 20项新闻入选
“2012年中国 /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据悉，该评选由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
主办，中国科学院院士工作局、中国工程院办
公厅、中国科学报社承办，由两院院士投票评
出，至今已举办了 19次。评选结果经新闻媒
体广泛报道后，在社会上产生了强烈反响，使
公众进一步了解国内外科技发展的动态，对
宣传、普及科学技术起到了积极作用。

神舟九号飞行任务乘组、“蛟龙”号深潜
海试团队等 5个团队，以及王贻芳、秦伯益等
个人获选“2012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据该评委会主任王志珍介绍，评选全面

体现出我国科技界 2012年在科学技术领域
作出重大创新贡献；在促进科技与经济结
合，推进技术创新和科技成果产业化等方面
取得杰出成就；在维护科学尊严、捍卫公共
利益等方面表现突出；以及在科技教育创新
实践领域，有独特表现的团队和个人。

同时，“第四届青年科学之星”评选结果
揭晓。国家纳米科学中心研究员蒋兴宇、东
南大学复杂系统与网络科学研究中心副教
授虞文武等 36 名优秀青年科学家，从近
350余名候选人中脱颖而出，分别荣获了材
料科学、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环境科学、农
业科学五大研究领域的金奖、银奖、铜奖和
优秀奖。

中国科学报社社长兼总编辑陈鹏在致
辞中说，2012年，《中国科学报》向读者呈现
了更科学、更权威、更全面、更深邃、更明快
的内容和版面。未来，《中国科学报》将坚持
中国立场和世界眼光的报道视角，更大跨度
地对科学与经济、科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进
行延展与结合，将更具深度地开展对思想、
文化的科学理性思考。

出席本次盛典活动的，还有数十位两院
院士、专家和学者，以及来自科技部、中国科
协、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相关部委及
多家科技企业的 300余位领导和嘉宾。在本
次盛典活动上，专业演员和中国科学报社员
工共同为在场观众表演了精彩的文艺节目。

本报举行“科学之夜”年度盛典
瀚霖杯 2012年中国 /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2012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第四届青年科学之星评选结果揭晓

●材料科学
金奖 蒋兴宇
银奖 康振辉 任文才
铜奖 李建荣 陈焕阳 高锦豪 胡勇胜 杨全红

●信息科学
金奖 虞文武
银奖 张敏灵 李鸿一
铜奖 高飞飞 王 俊 梁金玲 汪 萌 张雨浓

●生命科学
金奖 陈 兴
银奖 赵同标 刘光伟
铜奖 焦雨铃 侯廷军 谢志平 张纪元 薛 宇

●环境科学
金奖 刘 坚
银奖 巩金龙 王 鑫
铜奖 向全军 何 锋 霍 红 穆 杨

●农业科学
金奖 田志喜
银奖 刘 飞
铜奖 陈 伟 孔祥峰 吴强盛

（详见第 8版）

团队：
1.神舟九号飞行任务乘组
2.“蛟龙”号深潜海试团队
3.辽宁舰改装和实验试航团队
4.北斗导航系统科研团队
5.国家最高科技奖获得者谢家麟和吴良镛

个人：
1、王贻芳 2、秦伯益和钟南山 3、潘建伟
4、饶 毅 5、李伯刚 6、罗 阳
7、金会庆 8、程代展、萧杨 9、刘 路
10、马 云

（详见第 5版）

1.“神九”载人飞船与天宫一号成功对接
2.“蛟龙”号下潜突破 7000米
3.世界首条高寒地区高速铁路突破三大技术难题
4.嫦娥二号 7米分辨率全月影像图发布
5.首台国产 CPU千万亿次高效能计算机系统通过验收
6.戊肝疫苗研制成功
7.新一代大推力火箭发动机研制成功
8.可扩展量子信息处理获重大突破
9.大亚湾实验发现中微子新的振荡模式
10.亚洲第一射电望远镜建成

1.“好奇”号在火星成功着陆
2.加拿大科学家开发出人造大脑
3.科学家设计出世界上最细的纳米导线
4.癌症干细胞研究获新证据
5.科学家发现“疑似”上帝粒子
6.科学家首次用“人造”卵子产下小鼠
7.英研究发现一种高速磁存储原理
8.天文学家发现质量是太阳 170亿倍的黑洞
9.德国首次从皮肤细胞中培养出成体干细胞
10.首个“超电子”电路问世

（详见第 6~7版）

第四届青年科学之星

瀚霖杯两院院士评选
2012年中国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瀚霖杯两院院士评选
2012年世界十大科技进展新闻

2012中国科学年度新闻人物

1月 19日傍晚，中国科学院学术会堂熠熠
生辉。

中国科学报社主办的“科学之夜”年度盛典迎
来了我国科学界最闪亮的明星。叶铭汉、秦伯益、戴
汝为、刘德培、匡廷云、刘嘉麒、严加安、张履谦、魏
江春、郭雷等几十名院士和科学家来到现场。
“他们的到来让今晚的中科院学术会堂蓬荜

生辉，让严寒的冬夜变得温暖如春。”中国科学报
社社长兼总编辑陈鹏在致辞中这样说道。

一进入会堂，中国工程院院士叶铭汉便与工
作人员热情地打招呼。他已经多次参与了十大科
技进展新闻评选。在“科学之夜”现场，他肯定了
“十大”评选对我国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科研
人员都非常重视这项评选，入选‘十大’的科学家
也感到很光荣。”他说。

叶铭汉期待，未来，年轻的科研人员勇攀高
峰，顶起中国科研的一片天地。

来到现场时，中国工程院院士刘德培身着正
装，他说：“今天，我是带着任务来的。”第四届青
年科学之星环境科学领域入选者名单由他宣布。
“这对我这个搞医学的人来讲是一件很有意

义的事。”他解释道，“现代医学模式已经从生物
学走向了综合医学，在环境、社会、心理、工程和
生物的五大要素中，环境排第一位。”他希望，从
事环境研究的科学家能努力探究环境领域的深
层次问题，为建设美好环境作出贡献。

踏进盛典现场，中国科学院院士匡廷云笑容
满面，盛赞了“科学之夜”举办对鼓励科学研究
者、科学传播者开展创新工作的作用。

因为与 30名院士一起发起抵制中式卷烟减
害降焦，中国工程院院士秦伯益成为公众熟悉的
人物。因此，他入选了“2012中国科学年度新闻
人物”。
“我的获奖感言可能没有客套话，也许还和

今晚的气氛不合。”秦伯益的第一句话就让整个
会场立刻安静下来。
“中式卷烟‘减害降焦’违背了科学道德、医

学伦理和国家法律，应当反对。”他说，“但目前推
荐部门只是知难而退，而没有知过而改。”他还表
示，尽管这不是他的专业工作，但“拍案而起”是
科学家的责任，以后也要坚持。
“我不怕矛盾变尖锐，我迎接这个挑战！”秦

伯益的发言赢得在座科学家的支持，现场接连爆
发出热烈的掌声。

当晚，“科学之夜”还迎来了冉冉升起的新
星。

国家纳米中心研究员蒋兴宇获得第四届青年
科学之星材料科学领域金奖。“前两天，我三岁的儿
子问我，你是做什么工作的。我告诉他，爸爸所做的
工作就是让你以后打针不疼、查血不疼。”他这样解
释他所从事的生物纳米材料研究。
“纳米材料的研究者都有一个梦，就是让人

们的生活过得更好，我们会在基础研究工作中努
力前行。”他的获奖感言迎来阵阵掌声。在他看
来，获奖是同行对研究小组工作的肯定，“对我们
而言是一种鼓励”。
“科学之夜”还为闪耀夜空的“星团”喝彩。神

舟九号任务飞行乘组因完美执行“天神”对接任

务而入选年度新闻人物团队。第一次参加“科学
之夜”的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质量与运营管
理办公室副主任张丽艳对《中国科学报》记者说：
“对我国大力推进科技事业、让老百姓关注科技
和科研人员而言，这次活动是一个很好的形式。”

张丽艳表示，这次获奖还让整个载人航天团
队感到了全国人民的关注和期待，“激励着我们
做好今后的工作，不辜负大家的期望”。

实现中国人首艘航母梦想的辽宁舰改装实
验团队同样入选年度新闻人物团队。身着戎装的
海军装备部舰船办公室副主任郑福明观看辽宁
舰宣传片时多次热泪盈眶。“作为辽宁舰建设的
一员，重温这些精彩的瞬间，我仍然感到非常激
动。”他说。

在这场科学家的盛会上，文艺界人士送来了
祝福。中国武警文工团演员江涛献上他的成名曲

《愚公移山》。“面对着王屋与太行，凭着是一身肝
胆，讲起来是科学创新，谈起来是辉煌成就！”特
别改编的歌词唱到科学家的心坎儿里。一曲唱
罢，科学家们并不过瘾，江涛在热烈的掌声中返
场又演唱一首《亲朋好友》。

手风琴演奏家杨帆演奏的《俄罗斯旋律》为
“科学之夜”现场带来了浪漫的气氛。众多老科学
家不禁随着优雅的手风琴旋律哼唱起熟悉的歌
曲，陷入对青春时光的回忆中。

海政文工团青年歌手郑洁则以一曲《节日欢
歌》将盛典现场欢乐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多少理
想，多少梦想，插上腾飞双翼；多少自豪，多少光荣，
山河更挺立。”郑洁投入的表演加之歌词的深意，让
在座的科学家们感受到付出的艰辛与收获的快乐。

媒体同行也前来助兴。中华工商时报社总编
李仲春踏进金碧辉煌的学术会堂时表示，这里
“科学味”很浓。“盛典组织井井有条，正体现了严
谨的科学思想。”他说。
“科学之夜”是光荣与骄傲的夜晚，也是激励

与期待的夜晚。中国科学人为中国科学的辉煌成
就而激情昂扬，也因科学新人的大批涌现而欢欣
鼓舞，因科学精神的广泛传播而踌躇满志。未来，
《中国科学报》将挥洒满腔激情，执著心中梦想，
在传播科学的道路上坚定再前行。

昂扬激情追求梦想
———“科学之夜”盛典侧记

姻本报记者 甘晓 潘希冯丽妃张巧玲 孙爱民

启事：1月 21日本报调至 1月 20日出版。

“科学之夜”现场

全国政协副主席王志珍颁奖。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宣读评选结果。 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宣读评选结果。 李粗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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