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 � � 2016年12月18日，云南景洪水电站使用中国原创并具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水力式升船机，实现澜沧江航道上的船只首次过坝。这是
船只上行到上游水位准备驶出升船机承船厢。 新华社发

� � � �科技奖励大会，一年一度的盛典。两位最高奖获得
者坐上主席台， 同党和国家领导人一道为其他获奖者
颁奖，这是一个国家对优秀科研人员的最高礼赞。

面壁数十年，国之重器的两位“大工匠”刘永坦、钱
七虎，一个为祖国海疆装上“千里眼”，一个潜心铸造了
“地下钢铁长城”。两位耄耋之年的科学家共同获得2018
年度我国科技界最高奖励。

甘坐冷板凳、勇做挖井人，是基石，也是标杆。
在本次科技奖励大会的获奖者中，重庆师范大学教

授杨新民将数学作为一生志业，30年如一日， 做出了国
际同行高度评价的结果；中南大学一支研究团队为解决
高铁的空气动力和碰撞安全问题，20多年奋战在高寒高
原环境，为铁路六次大提速作出重要贡献……

2018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
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大奖获奖项目从立项到成果发
表或应用，平均时间为11年，其中近一成的项目经历
了超过20年的攻关和积累。

科学是老老实实的学问，来不得半点虚伪和骄傲。
科学家最宝贵的品格是坚定的信念、 执着的追求和踏
实的作风。从这些获奖者身上，人们感受到科研人员淡
泊名利、甘于寂寞、埋头苦干的精神。

从钱学森、邓稼先到黄大年、南仁东，从袁隆平、孙
家栋等历届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到千千万万坚守各自
岗位的普通科研人员，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征程
中，每一件大国重器、每一项科技创新的背后，无不凝聚
着一代代科技工作者的心血。

板凳可以冷，科技报国的心一定火热！
当前， 世界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同我国

转变发展方式产生历史性交汇， 我们既面临赶超的
历史机遇，又面临差距可能拉大的严峻挑战。基础研
究依然存在短板，部分关键核心技术仍受制于人，全
社会鼓励创新、 包容创新的机制和环境有待优化等
等，我国科技领域还有一些突出问题亟待解决。

这是一个科技创新的时代， 也是一个火热的心
可以“焐热”冷板凳的时代。把握大势、抢占先机，直
面问题、迎难而上，广大科技工作者勇做新时代的排
头兵，必将写下奋斗者的辉煌答卷。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致敬冷板凳那颗火热的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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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8日，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刘永坦、钱七虎摘取
我国科技界最高奖励。大会现场全体起立对两位最高奖获得者鼓掌、致敬；最高奖获得者
在主席台就座并为其他奖项获得者颁奖……这是一个国家对科研工作者的最高礼赞，这
是一个民族对科技追求的最佳注解！

透视2018年度国家科技大奖，蜕变的种子不断孕育，创新的磅礴动能正在持续迸发。

1月8日，刘永坦（前右）、钱七虎（前左）在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上。
新华社发

新华时评

新华社发

� � � � �一个为祖国海疆装上“千里眼”，一
个潜心铸造“地下钢铁长城”。刘永坦和钱
七虎，国之重器的两位“大工匠”，一同成
为2018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得主。

“千里眼”是国之利剑———
海波翻腾，寒风萧瑟，面对6000平方

米大小的雷达天线阵，年过八旬的刘永坦
神采奕奕。这是被称为“千里眼”+“火眼金
睛”的新体制雷达，不仅“看”得更远，还能
有效排除杂波干扰， 发现超低空目标，对
航天、航海、渔业等有着重要作用。

为了这“不可或缺”，刘永坦曾面
壁20余年。关键技术无处可寻，一度
被认为是异想天开， 但刘永坦始终坚
信，路能靠自己走出来。一场从零起步
的攻坚战，不仅破解了诸多瓶颈难题，
更让我国成为世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
技术的国家之一。

“地下长城”是国之坚盾———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加强防护

工程的抗核打击能力，30多岁的钱七
虎受命设计飞机洞库防护门。

没有现成技术， 他靠自学整理出
十万多字外文资料， 国内少数单位拥
有大型计算机，他利用别人吃饭、睡觉
时间“蹭”设备，最终解决了大型防护
门在核爆后变形打不开等问题， 设计
出当时我国跨度最大、 抗力最高的地
下飞机洞库防护门。

矛越强，盾愈坚。海湾战争后，钱七
虎敏锐察觉到小型钻地核武器对深地下
防护工程的威胁， 率先开展抗钻地核爆
防护的研究。几十年来，钱七虎带领团队
为人员、武器穿上“防弹衣”，为首脑指挥
中枢、战略武器安上了“金钟罩”。

从钱学森、邓稼先，到袁隆平、金
怡濂、 程开甲等历届国家最高科学技
术奖得主， 中华民族走向伟大复兴的
征程中， 无不凝聚着一代代杰出科学
家的心血智慧。

刘永坦说， 科技创新本质上是人
才驱动，一定要让愿意创新、有创新能
力、 取得创新成果的人得到社会更多
的尊重。

� � � �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 国际物理学
界的前沿热点，许多科学家相信，相关
研究将加速推进信息技术革命。 它的
国际首次实验发现，诞生在中国。

论文当年在美国《科学》 期刊发表
后， 被国际凝聚态物理学界公认为近年
来最重要的发现之一。 物理学大师杨振
宁评价：这是从中国实验室里，第一次发
表出了诺贝尔奖级的物理学论文。

薛其坤院士领衔的清华大学和中
科院物理所实验团队因此获得2018年
度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 这是继铁
基超导、多光子纠缠、中微子振荡后，
我国物理学再次取得的突破性进展。

曾9度空缺的国家自然科学奖一
等奖， 到2018年度已连续6年产生获
奖者。这一定程度上也意味着，我国
基础研究近年来接连取得公认的重
大进展。

建设世界科技强国， 必先提振基
础研究。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通过一
系列改革， 进一步加强对基础研究的
持续稳定支持。 从衡量基础研究的重
要指标———国际科技论文来看， 数量
不断增长，多年稳居世界第二位。

在薛其坤看来， 日益强大的国力、
良好完善的科技政策、 科学系统的科
技规划、催人奋进的创新氛围，是实验
发现量子反常霍尔效应的基础和保
障，“我们的成果与改革开放40年来取
得的成就密不可分”。

实验团队的五位主要完成人平均
年龄48岁， 他们瞄准同一重大科学目
标， 各有所长但相对独立。“中国的基
础科研正处在一个黄金时代， 做基础
研究的人要坐得住冷板凳、 耐得住寂
寞，做出无愧于时代的贡献。”团队成
员、中科院物理所研究员吕力说。

磨“剑”砺“盾”
最高奖颁给大国重器铸造师

“诺奖级成果”
基础研究连续6年取得突破

� � � �钢铁，工业的脊梁。长期以来，我
国钢产量位居世界第一， 但高速列
车的耐磨轮轨、 输送海底石油的无
缝钢管等高品质特殊钢还依赖进
口， 一个重要原因是不掌握电磁搅
拌系统的核心技术。

罗安院士领衔的“湖南大学电
能变换与控制创新团队” 历经20多
年攻关， 成为该领域的世界排头兵，
成果应用于武钢、宝钢等国内外160
多家钢铁企业。 他们获得科技进步
奖创新团队的荣誉。

地基，建筑之“根”。我国工程建设
规模长期居世界首位， 但国内大量分
布着各种软弱地基，如何夯实基础，是

工程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难题。
自称“大半辈子跟泥巴打交道”的

浙江大学龚晓南院士， 近30年来不断
突破传统地基处理技术瓶颈，成果在京
津城际高铁、京沪高铁、浙江杭宁高速
公路等许多重大工程中成功应用。他负
责的“复合地基理论、关键技术及工程
应用”项目获得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提高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越
来越成为科技界的共识。

“只有把关键核心技术掌握在自
己手中， 才能从根本上保障国家经济
安全、国防安全和其他安全。”罗安说，
科技工作者要敢于走前人没走过的
路，努力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

聚焦关键技术
用创新支撑“强国梦”

� � � � �湖北荆州一块几百亩的地里种
植了新品种高产黄瓜。 凌晨三点多，
大家头戴探照灯， 正组织集体采收，
辛劳中洋溢着欣喜。

中国农业科学院研究员黄三文也
加入采收队伍中。“真真切切感受到自
己科技成果落地的欣慰， 这也是我未
来进一步研究的动力。”黄三文回忆当
时的情景。

科技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深刻
影响着人民生活福祉。

肺癌，癌症中的头号杀手，外科切
除是根治早中期肺癌的关键。 广州医
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院长何建行通过

技术革新，创建肺癌微创治疗体系，病
人通常术后数小时就可下床，3天后可
出院。

科技创新将有效促进社会发展
和民生改善，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
好生活需要。

“这些年来，我国科技体制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科研条件有了极
大改善，与民生息息相关的科技工作
者也开始陆续挑战国际高度。” 高俊
平说，未来要进一步把满足人民对美
好生活的向往作为科技创新的落脚
点，把惠民、利民、富民、改善民生作
为科技创新的重要方向。

民生“可感度”高
科技要让生活更美好

� � � �澜沧江上汽笛响，各国商船来往
忙。

华能澜沧江水电股份有限公司
高级顾问马洪琪院士带领团队，研发
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世界上首座
水力式升船机，打通了澜沧江—湄公
河水运主通道，为境内外船舶提供便
捷快速的服务。

“中国发明的水力式升船机，从
原理上突破了传统升船机的技术瓶
颈，更具技术优势，是升船机历史上
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事件。” 国际水运
界权威组织国际航运协会内河委员
会主席菲利普·里戈教授这样评价。

据国家科技奖励工作办公室统
计，本次科技进步奖获奖单位中共有
303家企业，占获奖单位总数的47%。

华为公司完成的新一代刀片式
基站， 在超过170个国家商用部署，
三年累计销售收入达2788亿元。潍

柴动力结束了我国缺少重型动力总
成核心技术的历史，产品国内市场占
有率达70%，产销量世界第一。

“国家科技进步奖134项通用类
获奖项目，75%的项目有企业参与，
其中三分之一的项目由企业牵头完
成。”奖励办有关负责人说。

针对企业在创新研发过程中遇
到的一些困扰，科技部部长王志刚表
示， 科技部将加快构建以企业为主
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深度融合的
技术创新体系，支持民营企业加大科
技投入，同时鼓励支持民营企业参与
国家重大科技任务。

从科研机构到企业，从跟踪模仿
到同台竞技，从量变到质变……在全
球创新赛场上，我国正在涌现出一批
又一批科技成果， 服务国家发展，增
进人类福祉，并将继续创造新的更大
奇迹。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更多企业“登台亮相”
创新主体地位还要不断强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