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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心，像盖茨这样的
外籍院士会越来越多
新华社记者 毛振华 余晓洁

27日， 中国工程院公布了新当选的18名
外籍院士名单。比尔·盖茨、英国皇家工程院
院长安道琳、 麻省理工学院校长雷欧·拉斐
尔·莱夫、 俄罗斯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松采夫·
康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等国际科学 “大
咖”当选，让人眼前一亮。

积水成渊，蛟龙生焉。外籍优秀科学家来
华担任院士， 从一个侧面印证了中国科技整
体竞争力大幅提升、在创新领域由“追赶”逐
渐变为“并跑”甚至“领跑”，所显示出的吸引
力。

党的十八大以来， 我国大力实施创新驱
动发展战略，天宫、蛟龙、天眼、悟空、墨子、大
飞机等重大科技成果相继问世， 核心电子器
件自主率增至85%。

与此同时，我国科技体制改革不断深化，
着力破解科研与实践“两张皮”的问题，科技
成果走向市场的通道日益畅通。 中国正以更
开放的胸怀、更自信的姿态，积极融入全球创
新网络，以全球视野谋划和推动科技创新，扩
大科技开放合作。

此外，世界最快超级计算机、世界最大单
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超导托卡马克实验装
置等一批在国际上领先的重大科研装备接连
落成， 改变了过去我国科教基础设施陈旧落
后的面貌。日前，科技部又决定启动国家研究
中心建设，组建北京分子科学、武汉光电等6
个国家研究中心。

越来越多的优秀外国科学家、 科研团队
来华开展合作既是顺应时代潮流， 也是相中
了一棵棵日益枝繁叶茂的科技梧桐树。

值得注意的是， 这18位新当选的中国工
程院外籍院士此前与我国科技界已有广泛深
入的合作，其中3位外籍院士工作单位分别为
香港中文大学（深圳）、重庆大学、郑州大学。
这说明他们的外籍院士身份绝不仅仅是一个
头衔。

毫无疑问，随着中国科技实力日益提升，
今后必将有更多外籍科技“大咖”来华开展科
技合作， 为我国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发挥更
加积极的作用。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中外“大牛”真不少
———2017中国工程院增选“含金量”几何？

郴州举办
太极拳（剑）比赛
1600多名武术爱好者参赛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李秉钧 通讯
员 侯小芳）11月27日上午，郴州市2017年太极
拳（剑）比赛暨永兴县第二届中华武术大赛在永
兴二中拉开帷幕，吸引当地1600多名武术爱好
者参加比赛。

这次大赛为期2天，由郴州市全民健身服务
中心、郴州市老年人体育协会、永兴县全民健身
计划指导委员会共同举办， 旨在弘扬中华传统
武术文化，激发全民健身热情，为广大武术爱好
者提供一个交流学习、展示风采的平台。大赛共
设11个项目，74支代表队1600多名选手参赛。

据悉，近年来，永兴县积极推广地方传统特
色武术文化，致力打造银都武术品牌，推动全民
健身活动广泛深入开展。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 （记者 周倜）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17年体操世界杯
德国科特布斯站落幕，我省选手谭迪、王
涔郁表现抢眼，分获男子双杠、女子平衡
木金牌，为中国队再添2金。在25日的比
赛中， 他们分别获得男子鞍马和女子高
低杠铜牌。

至此，4天比赛时间中，中国选手共获
3金2银3铜。

此次德国行是10月份世锦赛后的第
一站世界杯分站赛， 中国队共派出7名队
员，男队成员有兰星宇、雷鹏、王俊文、屈
瑞阳、谭迪，女队为吕嘉琪、王涔郁，年轻
选手占了大部分。

16岁小将、 长沙妹子王涔郁是第二
次代表国家队出征世界杯分站赛。25日

进行的女子高低杠中，她收获一枚铜牌。
26日晚的平衡木项目中，难度只有5.4分
的王涔郁拿到8.766的完成分， 以总分
14.166夺冠。

首次站上国际舞台的邵阳伢子谭迪，
25日收获一枚鞍马项目的铜牌后，在今天
的男子双杠上再次带来惊喜。

男子双杠是本次世界杯竞技水准最
高的项目。 比赛中， 谭迪6.4的难度分并
不占优， 但9.166的完成分助其登顶。 里
约奥运会冠军维尔尼亚耶夫、 伦敦奥运
会亚军马塞尔·阮分获第二、 三名。 赛
后， 谭迪的教练陈伟告诉记者：“第一次
参加国际赛事收获一金一铜， 小伙子的
表现可以打85分， 希望今后在难度上有
更大的突破。”

� � � � 湖南日报11月27日讯（记者 王亮）为备
战东亚杯， 中国足协今天公布新一期国家队
集训名单，刘奕鸣、邓涵文、高准翼、何超、韦
世豪、杨立瑜等6名U22国脚入选。据介绍，国
足将于12月1日在深圳集训，12月6日前往日
本参加12月8日至16日举行的东亚杯。

随着足协杯冠军的决出，2017赛季国内
各项赛事全部结束，国足也将启动新任务：一
年一度的东亚杯。

与11月份的两场热身赛相比，国足本期阵
容进行了大面积的“换血”，老牌国脚郑智、郜
林、冯潇霆、武磊、张稀哲等球员因为各种原因
没有入选，6名U23球员（包括5名1995年龄段
球员，以及1名1997年龄段球员）被征调，年轻
球员将得到宝贵的锻炼机会。

东亚杯赛程已确定，国足将于12月9日对

阵韩国队，12日挑战东道主日本队，16日的对
手是朝鲜队。

东亚杯国足集训名单：
广州恒大：张琳芃、李学鹏、郑龙、张文钊
上海上港：颜骏凌、傅欢、韦世豪、贺惯
江苏苏宁：吴曦
北京国安：于大宝
山东鲁能：王大雷、郑铮
河北华夏幸福：尹鸿博、赵宇豪、高准翼
广州富力：姜至鹏、肖智
天津泰达：杨立瑜
辽宁宏运：石笑天
长春亚泰：何超
天津权健：刘奕鸣、赵旭日
北京人和：邓涵文

新华时评

新华社记者 余晓洁 毛振华 胡喆

� � �中国工程院27日公布2017
年院士增选结果，67名佼佼者
脱颖而出，平均年龄约56岁。他
们中来自高等院校和研究院所
的49人，企业和医院的18人。

细看67人新晋工程院院士
名单和18人工程院外籍院士名
单，中外“大牛”真不少。

� � � �工程院是我国工程科技大师的荟萃之
地。 无论是成功飞向蓝天的国产大飞机
C919，还是遨游太空的东方红卫星，抑或
是在为万千家庭解决生殖难题的临床一
线，都有今年新当选院士们的坚守。

转场成功、静力试验稳步推进、型号合
格审定试飞……今年5月C919成功首飞以
来， 捷报频传。 新当选院士、 国产大飞机
C919总设计师吴光辉始终把早日实现中
国大飞机翱翔蓝天作为自己的使命。

“当选工程院院士，是荣誉更是责任，
意味着信赖更意味着考验。”吴光辉说。

新当选院士、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院长
乔杰在临床、 教学和科研一线工作30年，
一直致力于妇产科及生殖医学相关的临床
与基础研究， 在我国生殖医学这一新兴领
域，不断提出临床亟待解决的问题，并在基
础研究向临床转化的研究领域持续进行着
开拓性工作。

“作为一名医生，用双手为生命健康保
驾护航，是义不容辞的责任。”乔杰坦言，如
今作为中国工程院的一员， 要有更大的家
国情怀，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

新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院士在我国工程
科学技术的各条战线上都立下了自己的
“汗马功劳”。“国家的需求在哪里、 困难在
哪里、未来向哪里，我们院士就应该前进到
哪里。”中国工程院党组书记李晓红说。

� � � �“院士不是‘万事通’，应避免参加各种与
自己专业无关的评审、鉴定、咨询等活动”“在
当选院士以后，更要谦虚谨慎、客观公正、平
等待人，不以‘权威’自居”……

新院士们在当选首日就收到了工程院
以“八条共勉”为主要内容的一封信。

“官员院士”一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工程院2017年增选一启动，就明确“处级以
上领导干部原则上不作为候选人”，并发文明
确公务员身份的认定等，把好“入口关”。

据悉，今年增选工作对候选人学风道德
把关严格。第一轮评审，暂停了一位论文被撤
稿候选人的资格；第二轮评审，暂停了一位因
违反八项规定尚在诫勉谈话候选人的资格。

“工程院院士党员比例超过80%。新增选
的67位院士中60位是共产党员。我们要以党

纪党规高标准要求自己，自觉接受社会监督，
共同维护好院士称号的尊严和工程院的声
誉。”李晓红说。

就在两周前，中国工程院根据相关规定，
决定停止孟伟中国工程院院士资格。持之以
恒正风肃纪，中国工程院近年来先后停止了
李宁、周国泰、孟伟三人院士资格。

“希望各位院士坚守院士称号学术性、荣
誉性的本质定位，以身作则、严格自律，自觉抵
制学术不端和不正之风，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
样爱护院士称号。”中国工程院院长周济说。

新当选院士蒋兴伟表示，不忘初心、牢记
使命，科技报国是我们的天命初心。如何形成
高精度、高可靠和长时序的遥感产品，赶超世
界先进水平，正是当下我们海洋卫星遥感工
作者的使命担当。

� � � � 18名新晋工程院外籍院士中，美
国微软前董事长比尔·盖茨等一批国
际“大咖”当选。他们中有的已来华工
作多年，供职于中国的大学，此次当选
并非“虚名”。

什么样的外籍专家可以当选中国
工程院外籍院士？

《中国工程院章程》规定，具有很
高的工程科学技术水平和在国际上享
有良好声誉， 对中国工程科学技术事
业发展做出贡献或在促进我国工程科
学技术界国际交往方面有重要作用的
外国籍专家、学者，可被提名并当选为
中国工程院外籍院士。

英国皇家工程院院长安道琳，麻
省理工学院校长雷欧·拉斐尔·莱夫，
俄罗斯科学院常务副院长松采夫·康
斯坦丁·亚历山德罗维奇……据悉，今
年的外籍院士增选， 院士提名的候选
人数量和当选外籍院士数量均为历次
外籍院士增选中最多的。 当选的18位
外籍院士均是所在国的院士， 具有较
高国际声望和影响力。

近年来，比尔·盖茨多次以美国泰
拉能源公司董事长身份来华与相关企
业开展实质合作。安道琳也频繁来华。
去年由中国工程院和英国皇家工程院
共同主办的“中英校企协同创新研讨
会”在京举行，深入研讨有效开展校企
协同创新的模式路径。“中英战略性的
校企研究合作可为参与者带来诸多益
处。”安道琳说。

随着中国科技实力与日俱增，必
将有更多“重量级”国际工程科技“大
咖”纷至沓来，为中国建设创新型国家
“添砖加瓦”。

（新华社北京11月27日电）

这些名字：
与大国重器、前沿突破连在一起

国际大咖：
开展实际合作非“虚名”

变与不变：
新时代有新气象，不变天命初心

东亚杯国足集训名单出炉
U22球员多达6名

体操世界杯德国科特布斯站
湖南小将收获两金两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