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新驱动发展，科技引领未来。 科技既为
创新发展提供持续动力， 也是改善民生福祉、
建设资源节约型社会的重要支撑。

科技的日新月异，离不开一批为科技发展
励精图治、无私奉献的科技工作者。 从本期起
让我们一起来关注这群执着科学探索，造福人
类的“科技护航人”———

1 月 8 日，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励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开幕。 国家科学
技术奖每年评审一次， 根据最新发布的
《关于深化科技奖励制度改革的方案》，
规定“三大奖”每年授奖总数不超过 300
项。 国家科学技术奖包括国家自然科学
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
奖，即常说的“国家三大奖”，还包括授予
外籍科学家或外国组织的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及分量最重的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78 个项目和 7 名科技专家获奖
经学科专业评审组、 评审委员会和

奖励委员会评审， 本次国家科学技术奖
共评选出 278 个项目和 7 名科技专家。
其中，国家自然科学奖 38 项：一等奖 1
项， 二等奖 37 项； 国家技术发明奖 67
项：一等奖 4 项，二等奖 63 项；国家科学
技术进步奖 173 项：特等奖 2 项，一等奖
23 项（含创新团队 3 项）， 二等奖 148
项。 5 名外籍科学家获得中华人民共和
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 分量最重的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分别颁给了哈尔滨工

业大学刘永坦院士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陆
军工程大学钱七虎院士。

此外，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奖
金标准也进行了调整。 其中，国家最高科
学技术奖奖金额度由设立之初的 500 万
元 /人调整至 800万元 /人，奖金分配结
构调整，全部由获奖者个人支配，国家科
学技术奖三大奖奖金额度也同步提高
50%。 同时，按照党和国家功勋荣誉表彰
制度体系的奖章规制，首次设计制作了国
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奖章，并优化了国际合
作奖奖章和国家科学技术奖奖励证书。
湖南 27 个项目获奖，一等奖有 4 项

由我省单位主持和参与完成的 27
个项目（团队）获奖，为我省近年来最好
成绩。

一等奖共有 4项：中南大学何继善院
士主持的“大深度高精度广域电磁勘探技
术与装备”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
奖，湖南大学电能变换与控制创新团队、中
南大学轨道交通空气动力与碰撞安全技
术创新团队双双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
等奖（创新团队），国防科大也主持获得 1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获奖项目（团队）中，我省单位主持

完成的有 18 项， 优势研究领域持续发
力。 特别是以中南大学为代表的地矿冶
金环保领域、 以国防科大为代表的信息
领域和以湖南大学为代表的电气控制领
域在全国具有重要影响。 另外以轨道交
通为代表的高端装备制造和农林、 医卫
等领域也有一定的比较优势。 值得一提
的是， 自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中增设
创新团队类别以来，共评出 21 项，我省
共有 4 个团队获奖，占比排名全国前列。

从奖种来看， 主持完成项目覆盖三
大奖种。 除一等奖外，“功能成像脑连接
机理研究”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

“冶炼多金属废酸资源化治理关键技术”
等 5 项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基
于药物基因组学的高血压个体化治疗策
略、产品与推广应用”等 8 项获得国家科
技进步奖二等奖。

从获奖单位统计， 中南大学是此次
的获奖大户，共获 9 项大奖。

据央广网、新湖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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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意展台

月球背面长这样

1 月 3 日，嫦娥四号着陆器与巡视器成功分离，玉兔二
号巡视器（即月球车）顺利驶抵月背表面。 着陆器上的监视
相机拍摄了玉兔二号在月背留下第一道痕迹的影像图，并
传回地面。这是人类探测器在月球背面拍摄的第一张图片，
也是人类第一次揭开古老月背的神秘面纱。 据新华社

● 聚焦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召开
国家“千企千镇工程”办公室日前

传出消息，经审核，同意株洲兴安科技
小镇项目进入“千企千镇工程”项目库
登记。

规划显示，株洲兴安科技小镇占地
约 4 平方公里，以株洲兴安科技小镇管
委会为核心，由应急救援、安全教育、科
技产业、 文化旅游等 6 大板块构成，其
中株洲市安全教育板块将建成中国安
全生产教育与培训基地、中国安全生产
监管干部培训基地、中国安全生产教育
师资培训基地、中国安全生产教育培训
研究中心。

此外，株洲科技小镇还将建设国际
安全行业科技交流会展中心、中国安全
生产科技网站总部基地、 科普游乐园、
影视外景拍摄基地等产业项目。

“株洲兴安科技小镇是‘千企千镇’
项目库中唯一一个以‘安全’为主题的
特色小镇。 ”项目申报工作牵头部门负
责人表示，项目入库代表株洲兴安科技
小镇获得国家相关部门认可，全国首个
安全主题科技小镇已落户株洲。

聂千川

株洲建全国首个
安全科技小镇

● 动态传真

近日，阿里的无人酒店正式在杭州开业，
再一次让人们感叹：不是我不明白，而是这个
世界变化太快。 无人酒店到底有多牛呢？

首先整个酒店没有一个服务员， 甚至连
打扫卫生的阿姨都没有， 所有事情统统交给
了人工智能。

接下来让你惊讶的便是酒店服务！
入住时，机器人通过人脸识别技术，将客

人的样子录入程序。登记完毕后，电梯会启动
等候系统，这时机器人带客人去房间，就不必
再费时间等电梯了。 而房间内的空调、电视、
灯光、窗帘等设备全部不用手工操作，客人只
要对着天猫精灵下达指令， 一切都可以躺着

进行。 并且酒店配备的餐厅、健身房、游泳池你也完全
可以空手去。 点餐时，通过人脸识别系统就可以识别
出你的身份和房间号，你点的餐品将自动被记录到消
费清单。

整栋楼没有一个服务员，却比任何一家酒店都安
全、干净、舒适。 掌柜

● 科技护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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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科海泛舟

湖南省科技厅主办

1 月 8 日，2018 年度国家科学技术
奖揭晓，中南大学何继善院士主持的“大
深度高精度广域电磁勘探技术与装备”
项目获得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 今年
85 岁的何继善出生在湖南浏阳一个小
山村。 儿时记忆中，刻入骨髓的就是“躲
飞机”。日军侵华，长沙沦陷，侵略者的炸
弹追到了湘南。何继善清晰地记得，每次
空袭，躲进山沟，语文老师在黑板上悲愤
写下“还我河山”4 个大字。 这份刻骨铭
心的记忆，成为他日后奋力创新，为祖国
探矿的情感基础。

1956 年，何继善考上了长
春地质学院。毕业后，他到中南
矿冶学院(现中南大学)地质系
任教，1994 年， 当选中国工程
院院士。

100 多年前，美国工程师 Harry·W·
Conklin 哈里·康克琳提出了电磁感应法
并获得专利。 但因电磁波向地下传播方
程的求解极其复杂，100 多年来，国际上
都不得不采用定性、半定量解释，或者是
用近似公式作定量解释。这种处理方法，
使得勘测深度小、精度低，且抗干扰能力
不强。

能不能将这个极其复杂的地下电磁
波方程精确求解？ 1996 年，何继善大胆
设想。这是其他科学家都不愿碰的难题。

面对颠覆传统的高难研究， 团队内

部曾经“军心动摇”。 在这一过程中，部
分团队成员因受不了枯燥的、大量的试
验工作，也因无经费支持，感觉看不到
希望，中途将何继善“炒”了……

“开始没有经费，何继善院士就自
掏了 20 万元启动。 ”中南大学温佩琳教
授说。

2007 年寒冬，内蒙古室外温度低至
零下 20 摄氏度。在这里的一块大庆油田
区块上，课题组开展了“广域电磁法”勘
探石油气初步试验。当时 73 岁的何继善
院士， 不顾严寒从长沙赶到试验现场指
导。

“我们搞地球物理的人，取得的成绩
都是靠钻出来的。”何继善说。科研路上，
无论是宽广的平原、浩淼的海洋、无垠的
沙漠，还是荒无人烟的盐碱地，都有他奔

波的身影。
正是这种钻研精神成就了“广域电

磁法”。
“广域电磁法”被誉为给地球做 CT

扫描的技术， 它将人工源频率域电磁法
探测的深度延伸到了地下 8 公里， 且具
有较强的抗干扰能力， 实现了真正的三
维电磁法勘探。

“最好的人生规划就是将个人的命
运同国家、民族的命运相融合。 ”这是何
继善院士说的一句话， 也是他人生的真
实写照。 本报综合

● 身边的高科技

德国科学家在探测火箭任务
MAIUS-1（微重力下的物质波干涉测
量） 中创造了人类第一个自由落体天
基玻色 - 爱因斯坦凝聚， 从而在太空
中首次创造了“物质的第五态”。 这项
实验将会促进天基引力波探测器的发
展， 并且有望为量子气体实验开辟一
个新时代。

玻色 - 爱因斯坦凝聚可看作是低
密度原子气体冷却到接近绝对零度，并
且坍缩成非常致密的量子态时形成的
物质状态。 这种状态被称为是与气态、
液态、固态、等离子态并列的“物质的第
五态”。 顾钢

德国创造出
“物质的第五态”

278个项目和 7名科技专家获奖，湖南 27个项目获奖，其中一等奖有 4项

何继善：成绩是靠钻出来的
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项目主持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