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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一度的院士增选结
果揭晓了。 中国科学院28日
公布2017年院士增选结果，
61位科学家荣登新院士榜。
经过增选， 中科院现有院士
800名。

新当选院士中， 数学物
理学部11人， 化学部9人，生
命科学和医学学部13人，地
学部10人，信息技术科学部6
人，技术科学部12人。

从年龄结构看， 新当选
院士平均年龄54.1岁，60岁
（含）以下的占91.8%。其中，
中科院生物物理研究所的徐
涛年龄最小，为46岁；昆明理
工大学的季维智、 中国地质
科学院地质研究所的杨经绥
年龄最大，同为67岁。

从性别比例看， 新当选
院士中有3名女性，分别是清
华大学的王小云、 上海交通
大学的黄荷凤和中国农业科

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的陈
化兰。

据了解， 在2017年增选
工作中， 中科院学部主席团
进一步加强了对新兴和交叉
学科、 国防和国家安全领域
的支持。 歼—20总设计师杨
伟、“嫦娥五号” 总设计师杨
孟飞等人这次新当选为中科
院院士， 院士队伍的学科结
构进一步优化。

来自8个国家的16位新
当选中科院外籍院士名单同
时公布， 其中有两位诺贝尔
奖得主，分别是安德烈·海姆
和詹姆斯·弗雷泽·司徒塔
特。波兰、荷兰、乌兹别克斯
坦3国首次有科学家当选中
科院外籍院士。

此次中科院院士增选工
作是改进完善院士制度后进
行的第二次增选，于2017年1
月1日正式启动。■据新华社

【“拼命三郎”】
30余年工程实践结硕果

30余年奋战在科研一线，陈
晓红撰写过无数篇论文， 光在国
内外重要刊物上发表的学术论文
就有230余篇，其中被SCI和SSCI
检索的达61篇。但陈晓红却认为，
能拿到工程管理学部的院士，是
因为她的科研成果从来不是“空
对空” 的理论文章，“每一项都是
以问题为导向，解决实际问题、对
接国家重大战略和需求。” 她说，
自己从来不拘泥于理论研究范
围， 更希望能用自己的所学造福
更多百姓。

为了能获得一手真实数据，
她常常奔赴于各个偏远矿山企
业， 曾经在山沟沟里一待就是大
半年，是团队里最出名的“拼命三
郎”。她带领团队破解了“两型”和
绿色改革标准、水体重金属治理、
冶炼污水处理及废渣回收等系列
难题。同时，还研制出国内外首个
金属资源智能管理平台， 率先在
全国提出了16项两型标准和节能
减排标准等系列绿色标准……

【“女神校长”】
“晓红姐”对师生“有求必应”

“您是院士，但您还是我们的
‘晓红姐’”———湖南商学院的学
生习惯称陈晓红为“晓红姐”。在
大家眼里，“晓红姐” 对师生可谓

“有求必应”。
一次， 陈晓红与校督察队在

检查校园环境时，有学生向“晓红
姐”反映，天气太热，晚上睡不着，
白天上课没精神。 陈晓红当场拍
板： 一年之内所有学生的宿舍与
教室将安装好空调。 第二年入夏
之前， 湖南商学院成为省内首家
为每个学生宿舍和教室配备空调
的高校。

另一次，有老师无意中透露，
在食堂吃饭经常要和学生挤作一
团打饭，不是很方便。于是，陈晓
红特意安排相关部门划出一食堂
进行装修， 专门打造成“教工食
堂”。老师们纷纷表示：“虽然这事
不大， 但让人觉得学校有家的感
觉，‘晓红姐’就是我们的家长。”

陈晓红说自己很享受当“晓
红姐”的感觉，因为，无论是老师
还是校长， 首要任务是“教书育
人”。她希望自己的学生目标不能
太世俗，不能只有钱财名利。她常
常告诫学生，要“安静下来，拷问
自己的初心， 不要因为走得太快
而忘记自己的信仰，丢掉了灵魂，
要让灵魂与脚步同行。”

【“榜样妈妈”】
要当女儿的榜样而非“保姆”

在27日的颁证仪式上， 陈晓
红邀请先生和女儿一同出席，见
证自己人生中最重要的时刻。当
晚， 她女儿在朋友圈写下了一番

话触动了女院士内心纤弱的神经，
“一个人可以努力到什么程度？别人
看到的都是可遇不可求的好运或者
云淡风轻的乐观心情， 而我们清楚
一路走来经历的风雨是多么坚韧的
内心、持之以恒的毅力，多少个夜晚
辛勤刻苦的日常，向上、求真、勇攀
高峰的意志才能铸就荣誉， 牢记使
命，勿忘初心。”

陈晓红坦言，自己太忙，陪伴女
儿的时间很少，“女儿一出生出了月
子我就出差了。”但时间少，并不意
味着不能教育。陈晓红所认同的“为
父母之道”是：“三流的父母做保姆，
二流的父母当教练， 一流的父母是
榜样。”她说，自己的拼搏、努力、刻
苦，事实上对女儿也是一种“润物细
无声”的影响。如今，陈晓红的女儿
也同样优秀， 大学毕业后被保送至
清华大学硕博连读。

身为女性， 如何将工作和家庭
同时兼顾？陈晓红认为，女性在追求
事业时， 并不比男性的能力差。“只
要你找准定位，坚持去做一件事情，
就一定会获得成功。”她说，女性在
照顾家庭时，也可以扮演“决策者”
的角色，并非一定要“事无巨细”。

虽然紧张忙碌，但闲暇时光，
陈晓红爱唱歌、 爱逛街、 爱打网
球，追起剧来也会“通宵达旦”。如
果褪去一切标签， 陈晓红的自我
评价是：“我是一个简单、 乐观的
‘直肠子’。”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巢进文
实习生 陈舒仪 易迎香

中科院2017年新增61名院士 多位“大国重器”设计师当选

湖南大学特聘教授当选外籍院士

“如果能用一天的时间做两天的事情，就是多活了一辈子”
陈晓红：我是一个简单、乐观的“直肠子”

11月28日，湖南商学院，几名已毕业的学生特意回校向陈晓红教授表示祝贺。 记者 田超 摄

根据11月28日公布的
2017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
结果， 湖南大学特聘教授
Chad�A.�Mirkin当选中国科
学院外籍院士。

据 介 绍 ，Chad� A.�
Mirkin系美国西北大学教
授，美国科学院、医学院、工
程院和艺术与科学院四院院
士，在生物探测、标记和诊断
方面具有高超的研究水准，发
展了基于纳米颗粒的生物分
子检测技术，发明了蘸笔纳米
印刷术，拥有专利900多项。

早在 1996年，Chad� A.�
Mirkin在实验中发现，DNA
修饰的金纳米颗粒溶液可以
根据温度的变化在蓝红两种
颜色之间转换， 从此开始了
新一代医学诊断、 治疗技术
的研究。经过20多年的研究，
Chad�A.�Mirkin和他的团队
在纳米科学和技术与药物研
究相结合方面取得重大进
展， 采用金纳米颗粒包裹
DNA进行药物转运， 配置出
具有较强针对性的个性化治
疗药物，可用于艾滋病、糖尿
病、乳腺癌等疾病的治疗。

2013 年 ，Chad� A.�

Mirkin受聘湖南大学特聘教
授， 现担任该校化学生物学
与纳米医学研究所主要负责
人。2015年，Chad�A.�Mirkin
与美国工程院David�R.Walt
院士等组成团队入选我国第
11批千人计划“顶尖千人与
创新团队”项目支持。

作为湖大化学生物学与
纳米医学研究所负责人，
Chad�A.�Mirkin团队致力在
校搭建国际一流的化学、生
物学与纳米科学等交叉领域
的研究平台， 解决当前重大
疾病诊断与治疗技术瓶颈，
带动交叉式新学科跨越式发
展。目前，该所率先引进了全
国首台TERA-FAB及全国
高校首台HD-1等先进仪器
设备， 从牛津大学等海内外
知名高校、 科研机构引进全
职青年教授7人，在纳米生物
学基础研究、技术转化、产业
化示范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
国际领先的原创性科研成
果，在《JACS》（《美国化学会
志》）等多个国际顶级学术期
刊发表论文20余篇。

■记者 黄京
通讯员 李妍蓉 晏伟

院士档案

湖南大学特聘教授Chad�A.�Mirkin：
他研发的药物可治疗艾滋病

链接

多位“大国重器”设计师当选
歼—20总设计师杨伟、“嫦娥五号” 总设计师杨孟飞等人

新当选为中科院院士。据了解，在2017年增选工作中，中科院学
部主席团进一步加强了对新兴和交叉学科、 国防和国家安全
领域的支持，推动院士队伍的学科结构进一步优化。

杨伟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国自主研制的飞机发展到今
天，需要更多的原始创新和颠覆性技术，呼唤更多的基础科学研
究，“我当选中科院院士， 相当于我们团队加入到一个更大的团
队里，相信未来技术和科学能够结合得更好”。 ■据新华社

11月27日，陈晓红正式当选为中国工程院工程管理学部院士，成为湖南目前仅有的三
位女院士之一（另两位分别是中南大学钟掘院士、田红旗院士）。

认识陈晓红的人，对她有一个共识———“雷厉风行”。这一点，从她27日一天的行程或可
“窥见一斑”：上午10点在北京参加院士颁证仪式；下午2点搭乘飞机返回长沙；下午4点半
抵达长沙后，在机场为一家媒体录制获奖感言视频，然后迅速返回学校；晚上7点，她准时
出现在学校举行的大学生科技文化节开幕式现场。“高效率” 是她给自己标记的一个关键
词，她说：“如果能用一天的时间做两天的事情，就是多活了一辈子。”

院士专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