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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召奖获得者简介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汤陈宸

鱼，是人类餐桌上的美味，也是世界上种类最多
的脊椎动物。

54年前的一个夏日， 湖南师范大学生物系教师
刘筠家喜添小儿。 在夫人的坚持下，刘筠没有在老三
的名字里再嵌进痴迷的“鱼”。 老三攻读完成了博士
学位， 在父亲刘筠院士的引领下与鱼交往越来越
深———摸清楚鱼类远缘杂交的规律。

这个老三，就是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少军、省部
共建淡水鱼类发育生物学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他
用近30年的观察、思考、实验和应用，一点点敲开了
世界同行对鱼类远缘杂交不可育的认识坚冰， 获得
了第十届“湖南光召科技奖”殊荣。

“我们的研究显示，鱼类远缘杂交是能够两性可
育的， 这也许就是世界上鱼的种类如此之多的原
因。 ”4月的一天，记者随刘少军到湖南省鱼类遗传育
种中心实验基地去赏鱼。 当然，赏的不是寻常鱼，而
是刘少军带着团队“制造”出来的远缘杂交鱼———湘
军鲫、杂交翘嘴鲂、鳊鲴杂交鱼等。 其中4个品种已获
得国家级水产新品种证书。

鲫鱼、鲤鱼、团头鲂（俗称鳊鱼）等是目前常用的
远缘杂交鱼研究亲本。 它们的杂交后代中，每代至少
需1年才能性成熟，有的甚至需2年、4年才能性成熟，
研究才能接着做下去。 而且，鱼类远缘杂交后代中可
育的雌性和雄性个体数目非常少， 数以千计中能找
出几十条就很幸运了。 即使是可育的后代，精液和卵
子质量也非常差。 这就要靠研究者精心设计、耐心收
集、积少成多来做实验了。

这些年来，每逢3至6月的鱼类产卵季节，刘少军
只要在长沙，一定待在实验基地干活。“鱼类产卵从
凌晨四五点就开始了，我们要观察鱼类产卵情况，作
息时间就得跟着鱼类走。 我的父亲也是这样过来
的。 ”刘少军对此习以为常。

早出晚归， 一次次从成百上千条杂交鱼里收集
珍贵的精液、卵子，小心翼翼放进培养皿里守候奇迹
出现。

用红鲫做母本、用团头鲂做父本杂交时，第一代
后代连续养了两年才性成熟， 其中有上千条鱼是可
育的候选对象。“像养崽一样，天天看着。 ”刘少军回
忆。 到第二代后代时，精心培育出了几十条可育的实
验鱼。 一代代做下去，这个同源四倍体鲫鱼已稳定繁
殖第12代了，形成了一个新型的同源四倍体鱼品系。
这是世界上首例通过远缘杂交途径研制出的两性可
育的同源四倍体鱼品系， 可用来大规模制备新型的
同源或异源三倍体鱼。

在如此低概率的情况下，一年能做一两个鱼类远
缘杂交组合就不容易了。 20多年来，刘少军和团队成
员一起做了30个杂交组合，其中23个组合能形成存活
后代。 最长寿的组合是雌性鲫鱼和雄性鲤鱼远缘杂交
而成的异源四倍体鲫鲤，至今已繁殖27代，具备成为
一个新物种的必要条件。

“大家餐桌上吃的湘云鲫2号等优良三倍体鲫鱼，
个头大、小刺少、肉质好、不容易生病，就是这个异源
四倍体鲫鲤的改良品系和改良二倍体红鲫等杂交的
后代。 ”刘少军介绍，近10年来优良三倍体鲫鱼已在全
国28个省市累计推广养殖40亿尾，可形成16亿公斤商
品鱼，能创造经济效益192亿元。

湖南日报记者 胡宇芬
通讯员 周晓迅 任彬彬

5月18日， 在湖南省科技奖励暨创新奖
励大会上，205项成果(团队）获得2016年度
省科学技术奖，受到表彰。

2016年湖南省科学技术奖励评审规则
改进后，网评省外专家达到80%以上，学科
组初评中，基础科学组和创新团队组实现全
部省外专家评审。 可以说，对参评成果的评
价更客观了。

观察众多获奖项目，我们可以捕捉到丰
富的信息。 融合、拓展、共赢，日益成为湖南
科技创新的关键词。

以问题为导向，科技与经济
社会发展结合日趋紧密

为了什么而创新？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
创新的高度。

从2016年获奖项目看， 以问题为导向
展开研究，是绝大多数项目的初心。 这也充
分体现了科技与经济社会发展结合日趋紧
密，科技成果转化为现实生产力的水平进一
步提高。

据省科技奖励办提供的数据，21个省技
术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一等奖项目中，16个
具有直接经济效益，近3年新增销售额150.13
亿元，新增利润28.1亿元。

获得省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工程机械瞬
变大负载能量回收与利用关键技术及应用”项
目， 开发了系列液压混合动力挖掘机产品，与
传统机型相比，降低油耗18.2%，尾气的不透光
烟度降低了58%。 项目产品近3年累计销售额
3.1亿元，年减少燃油消耗220.6万升，降低二氧
化碳排放0.58万吨。

获得省科技进步奖
一等奖的项目———“面向
安全节能的汽车零部件
设计制造若干关键技术

与装备”， 则开发了高强度钢车身零部件设计
制造成套新工艺和装备, 近3年产生直接经济
效益6亿多元， 带动行业新增销售超过100亿
元。

同时，9个省自然科学奖一等奖项目都
有很强的应用前景。

如“功能纳米材料和微生物修复难降解
有机物和重金属污染湿地新方法” 项目，成
果已在15个省市的51项与湿地修复相关的
工程应用。

创新领域拓展，从农业、制造
向信息、材料、资环等不断发展
农业科技是湖南的传统优势领域。从涉

农的获奖项目看， 研究深度进入了分子层
面。

油菜是全球第二大油料作物， 湖南是全
国油菜第一大省。 油菜种子为什么会有不同
颜色？黄色种子为什么品质好呢？省自然科学
奖一等奖项目“油菜黄籽形成的分子机制研
究与应用”，最终揭示了“两个基因改变菜籽
颜色”的科学道理，实现了“两斤黄籽稳产一
斤好油”的生产能力。 该项目育成油菜黄籽高
油分品种2个，生产上推广应用1000余万亩。

同时，创新领域的拓宽趋势也越来越明
显。

《湖南省“十三五”科技创新规划》确定
的高端装备制造等十大领域产业创新链，紧
扣国家和我省重大战略部署与优先发展领
域，可推进产业链、创新链、资金链、人才链、
服务链的“五链融合”。 从2016年度省技术
发明奖和科技进步奖一等奖的21个项目对
接十大领域产业创新链情况看，农业领域获
奖项目为5项，比制造领域少1项，退居第二

位。 信息、材料、健康、资环领域获奖项目各
占2项。 安全、能源领域各占1项。

依托平台的团队式作战，
越来越成为科技创新的主流
今年的省科技奖励，还有个亮点就是在科

技进步奖中新增了创新团队类别。
据介绍，为顺应科技创新多学科协同、团

队作战的特点，今年设立了该类别。 评审要求
团队成员紧密结合，至少合作10年以上。 在申
报的5个团队中，“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创
新团队”摘得大奖。

国防科技大学激光陀螺创新团队经过
45年艰苦攻关，打破了美、法等国技术封锁，
形成了研制和生产多种型号激光陀螺的能
力，使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具有激光陀
螺规模化生产能力的国家。共交付陀螺近万
轴，新增产值超10亿元，取得了很大的经济
社会效益。

从30个一等奖项目看， 无一不是团队作
战。 而且，团队构成多元化。 如省技术发明奖
一等奖项目“‘海牛’号深海底60米多用途钻
机系统”， 团队负责人万步炎教授告诉记者，
10多个成员涉及地质、机械、电子、软件、海洋
技术等领域，既有博士生，也有高中生，几个
高水平的技术工人承担了重要的机械作业。

省科技奖励办统计，30个一等奖项目
中，依托国家级、省级重点实验室、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的有22个。

融合 拓展 共赢
———2016年度湖南省科学技术奖综述

远缘杂交“造”新鱼
———记“湖南光召科技奖”获得者、湖南师范大学教授刘少军

谭蔚泓：“纳米火车”精准抗癌
谭蔚泓，男，1960年出生，湖南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

院士。
谭蔚泓在核酸适体、分子识别、纳米生物传感等领域做

了大量系统的原创性工作。 在生物分子识别的医学应用上取
得突破性研究进展， 已筛选到不同疾病细胞的核酸适配体，
并开展了大量的基础研究、转化医学研究和开发。 其团队研
发出一种能向肿瘤细胞靶向输送大量抗癌药物的DNA“纳米
火车”，有助于缩短病人的治疗周期，降低治疗成本，而且可
精准地将药物输送至癌变区域。

冯江华：攻克永磁传动系统
冯江华，男，1964年出生，中车株洲电力机车研究所有

限公司总工程师，教授级高工。
冯江华在大功率变频传动系统高性能控制技术方向

取得了很高的造诣，已成为国际上该技术领域的领军人物
之一，其永磁传动系统等技术成果广泛应用于轨道交通牵
引传动系统、大功率高端工业变频传动系统、风力发电变
流系统等领域。

李夕兵：高效安全开采非煤矿山
李夕兵，男，1962年出生，中南大学教授，研究方向为

非煤矿山开采与安全。
李夕兵构建了岩石冲击动力学与动静组合加载理论

与方法，丰富了硬岩开采的理论基础；创新了硬岩有效致
裂与动力失稳控制技术，推动了硬岩矿山采矿工艺技术的
变革；开发了硬岩矿山三种开采新模式，实现了复杂环境
资源的安全高效回收。

刘少军：为鱼家族壮大谱系
刘少军，男，1962年出生，湖南师范大学教授。
刘少军创建了新的鱼类种质资源，研制了一批优良鱼

类，建立了鱼类远缘杂交理论体系，系统揭示了杂交鱼的
遗传特性和杂交鱼的繁殖特性。

5月16日， 湖南中科电气股份有限公司车
间， 工人正在组装冶金特种大功率电源柜。

湖南日报记者 徐典波 摄

2015年11月11日， 鸟
瞰常宁市松柏镇松柏污水处
理厂， 该厂一期工程日处理
污水1万吨。（资料照片）

湖南日报记者 童迪 摄

2013年9月22日，
邓启云在隆回县羊古
坳乡第四期超级稻Y两
优900百亩攻关示范片
现场。（资料照片）

伍富根 摄

2016年3月29日， 山河
智能100台液压混合动力挖
掘机挺进矿山。（资料照片）

通讯员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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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湖南省
自然科学奖一等奖(9项）

●灵芝等森林真菌关键成分的合成调控与复杂基
质消解基础研究
完成单位：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南大学
●黑色素仿生材料创制和电化学电极功能性修饰
的基础研究
完成单位： 湖南师范大学
●极端条件下的原子分子结构特性及动力学
完成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基于基因组序列数据的分子遗传进化机制及方法
完成单位： 湖南大学
●功能纳米材料和微生物修复难降解有机物和重
金属污染湿地新方法
完成单位： 湖南大学
●气体信号分子硫化氢在衰老相关性疾病中的作
用及机制
完成单位： 南华大学， 北京大学第一医院 (北京
大学第一临床医学院)， 北京大学
●油菜黄籽形成的分子机制研究与应用
完成单位： 湖南农业大学， 湖南科技大学
●皮肤肿瘤和银屑病新的分子靶点研究
完成单位：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中南大学湘雅三
医院
●神经系统遗传病致病基因克隆与功能研究
完成单位：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中南大学

2016年度湖南省
技术发明奖一等奖（5项）
●工程机械瞬变大负载能量回收与利用关键技术及
应用
完成单位： 山河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
●多重金属离子浓度在线检测与废水处理自动化关
键技术
完成单位： 中南大学， 长沙华时捷环保科技发展股
份有限公司
●电磁驱动高精度快速反射镜关键技术与装置
完成单位： 中国人民解放军国防科学技术大学
● “海牛” 号深海底60米多用途钻机系统
完成单位： 湖南科技大学
●功能性氨基酸及微量元素螯合物技术创新及产业
化应用
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亚热带农业生态研究所， 长
沙兴嘉生物工程股份有限公司， 福建傲农生物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湘南千里山———骑田岭地区锡多金属矿床研究与
找矿勘查
第一完成单位：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长
沙矿产资源勘查中心
●基于云计算的湖南省农村农业信息化综合服务平
台创建与应用
第一完成单位： 湖南农业大学
●面向安全节能的汽车零部件设计制造若干关键技
术与装备
第一完成单位： 湖南大学
●高品质低毒克百威衍生物新技术研究与工业化生
产
第一完成单位： 湖南海利化工股份有限公司
●无菌医药制造生产线智能化关键技术及应用
第一完成单位： 楚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高精度大深度广域电磁探测系统
完成单位： 湖南继善高科技有限公司， 中南大学
●植物淀粉胶囊研制开发及产业化
第一完成单位： 湖南尔康制药股份有限公司
●特异茶树种质资源黄金茶创新与利用
第一完成单位：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防治作物重要线虫病害的新型微生物农药与应用
第一完成单位： 湖南省农业科学院
●儿童药物难治性癫痫的病因、 发病机制及临床应
用研究
完成单位： 中南大学湘雅医院
●严重遗传病产前筛查和诊断新技术体系的创建与
临床应用
第一完成单位： 中南大学
●路基边坡滑塌沉陷快速评估与处治关键技术
第一完成单位： 中南大学
●高性能飞机制动系统技术及应用
完成单位： 中南大学， 长沙鑫航机轮刹车有限公司
●特高压带电作业关键技术与系列装备及应用
第一完成单位： 国网湖南省电力公司带电作业中心
●木本生物质绿色全量转化关键技术创新与应用
完成单位：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
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广适性水稻光温敏不育系Y58S选育及其生产配套
技术
完成单位： 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 湖南袁创超级
稻技术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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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度湖南省科技
进步奖一等奖（16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