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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国外就已
经开展深部岩石力学研究，中国的研
究晚了近10年。中国这项研究的引
领者正是钱七虎。

钱七虎成功研制我国首套爆炸
压力模拟器、首台深部岩体加卸荷实
验装置，提出16项关键技术方案，解
决困扰世界岩体力学界多年的数十
项技术难题。他还出版和发表了《岩
土中的冲击爆炸效应》等多部专著和
论文，形成国际领先水平的深部岩石
非线性力学理论体系。国际岩石力
学学会授予钱七虎“国际岩石力学学
会会士”这一学会最高荣誉。

在钱七虎的不懈努力下，中国学者
在岩石力学领域的研究动向和成果，越

来越受到国际同行的重视。2009年，
钱七虎主动放弃被提名竞选国际岩石
力学学会主席的机会，大力推荐中国年
轻学者冯夏庭，最终使他成为第一个担
任学会主席的中国专家。

对于钱七虎及其他中国同行对
岩石力学的贡献，国际岩石力学学会
前主席汉德森评价说，无论是理论岩
石力学，还是地面、地下岩石工程方
面，中国都正在引领全世界。

走下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的领
奖台，钱七虎又踏上新征程。“川藏铁
路即将全面开建，大量高难度的工
程、岩石力学难题需要攻克，我有责
任作出自己的最大努力。”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科技强军，为国铸盾。钱七虎
始终放眼国际前沿，急国家之所需，
制定我国首部城市人防工程防护标
准，提出并实现全国各地地铁建设
兼顾人防要求；组织编制全国20多
个重点设防城市的地下空间规划；
参与南水北调、西气东输、港珠澳大
桥等重大工程的战略咨询，提出能
源地下储备、核废物深地质处置、盾
构机国产化等战略建议，多次赴现
场解决关键性难题。

早在1992年，珠海机场扩建迫
在眉睫，却被炮台山拦住去路。炸掉
它，是最佳方案。

消息一出，咨询者一波接一波

地涌入珠海，却又一波接一波都走
了。这次爆破的难度实在太大：爆
破总方量超过1000万立方米；要求
一次性爆破成功；一半的土石方要
被定向爆破抛入大海，另一半要松
动破碎；必须确保1000米内两处村
庄的安全……

一筹莫展之际，钱七虎带领团队
7赴珠海，反复试验，最终设计出科学
可靠的爆破方案。那一年的12月28
日，1.2万吨炸药在38秒内分33批精
确起爆。

直到今天，被称为“亚洲第一爆”
的炮台山爆破，仍保持世界最大爆炸
当量的爆破纪录。

钱七虎在苦难中艰难成长。新
中国成立后，他依靠政府的助学金，
顺利完成中学学业。

1954年，钱七虎成为原哈尔滨军
事工程学院成立后选拔保送的第三
期学生。毕业时，他成为全年级唯一
一个全优毕业生。

1965年，钱七虎在获得副博士学
位后，从苏联留学归国。此后，防护
工程成为他毕生为之奋斗的事业。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世界军事
强国开始研制新型钻地弹、钻地核
弹，动辄数十米的钻地深度和巨大威
力让人不寒而栗。为此，钱七虎创造

性地提出建设深地下超高抗力防护
工程的总体构想，并攻克一系列关键
技术难题，为抗钻地核武器防护工程
的选址、安全埋深、指标体系的建立
和抗爆结构的设计提供理论依据，实
现了防护工程的跨越式发展。

有人曾在某地下防护工程内当
面表达对钻地弹的担忧，钱七虎的
回答掷地有声：“我们的防护工程不
仅能防当代的，也能防未来可能的
敌战略武器打击，什么钻地弹来了
都不怕。”

这是一位科学家的豪气，更是一
个国家的底气。

钱七虎
他铸就共和国“地下钢铁长城”

“这件事可能要干一辈子，不光
我自己，要集结全系的力量，甚至更
多的力量。”刘永坦说，相对于一些短
平快的科研项目，新体制雷达是个十
足的“冷板凳”。

雷达调试初期，系统死机频频出
现。几十万行的大型控制程序，再加
上发射、接收、信号处理、显示等诸
多设备，任何一个微小的故障都可
能导致整个系统无法运行。“不能给
科研留死角。”刘永坦就率领团队每
天工作十几个小时，从系统的每一
个程序开始检查，发现一个问题就
解决一个问题。

1990年4月3日，对于团队来说
是刻骨铭心的日子——这一天，新体

制雷达技术终于使目标出现在屏幕
上。团队所有成员都流泪了，是成功
后的狂喜，也是多年压力的释放。

40年里，刘永坦的团队从最初的
6人发展到30多人，他建立起一支雷
达科研“铁军”。“围绕一个方向，聚焦
一个领域，刘永坦一干就是40年。不
以困难为断点，不以成就为终点，这
种科研精神对后辈来说是激励，更是
向导。”哈尔滨工业大学副校长、中国
科学院院士韩杰才说。

刚领完奖，这位“80后”老院士又
许下了新的愿望，继续带领团队向小
型化雷达进军，让技术造价更低，让
功能性能更优，更好保卫祖国海疆。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1953年，刘永坦以优异的成绩考
入了哈尔滨工业大学，大三时，他作
为预备师资到清华大学进修，开始接
触无线电技术，返回哈工大后组建了
无线电工程系。

1978年，被破格晋升为副教授的
刘永坦作为国家外派留学生，到英国
深造。1981年秋，毅然回国的刘永坦
带回了一个宏愿——开创中国的新
体制雷达之路。

然而，要建新体制雷达，在当时
的中国简直是异想天开。20世纪70
年代中期，中国曾经对此进行过突击
性会战攻关，但由于难度太大、国外
实行技术封锁等诸多原因，最终未获

成果。
面对重重质疑，刘永坦始终坚

信：新体制雷达一定能做出来，只是
时间和实践的问题。

1983年，经过10个月连续奋战，
刘永坦完成了一份20多万字的《新体
制雷达的总体方案论证报告》，在理
论上充分论证了新体制雷达的可能
性，得到原航天工业部科技委员会的
认可。

“没有谁会告诉你关键技术，只有
咬牙向前走，不能向外面的封锁低头。”
一场填补国内空白、从零起步的具有开
拓性的攻坚战从此开始，刘永坦立志要
向国家交上一个满意的答卷。

如果说雷达是“千里眼”，那么新
体制雷达就是练就了“火眼金睛”的

“千里眼”，被称为“21世纪的雷达”。
它不仅代表着现代雷达的发展趋势，
更对航天、航海、渔业、沿海石油开
发、海洋气候预报、海岸经济区发展
等都有着重要作用。

早在1991年，经过十年科研，刘永
坦在“新体制雷达与系统试验”中取得
了重大突破，并建成我国第一个新体制
雷达站，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刘永坦在研究团队中表示，一定要
让新体制雷达走出实验室，走向海洋。

“解决不了抗干扰问题，雷达就
没有生命。”刘永坦说，各种各样的广

播电台、短波电台、渔船，发出强大的
电磁干扰是最大的难题。设计—试
验—失败—总结—再试验……他带
领团队进行上千次调整，终于找到了
解决方案。

这项完全自主创新的研究成果于
2015年再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
奖。它不仅破解了长期以来困扰雷达
发展的诸多瓶颈难题，更让我国成为世
界上少数几个拥有该技术的国家。

“依靠传统雷达，我国海域可监
控可预警范围不足20%，有了新体制
雷达，则实现了全覆盖。”刘永坦告诉
记者，给祖国的万里海疆安上“千里
眼”，国防才能更安全。

刘永坦
他为祖国海疆雷达打造“火眼金睛”

见证中国创新磅礴动能——

2018年度国家科学技术奖励 大看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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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量子反常霍尔效应是国际物理学界的前沿热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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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意味着我国基础研究近年来接连取得公认的重大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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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发现全球最大的整装砾岩油田到我国首个大型海上风电场
并网稳定发电，从汽车智能驾驶辅助系统打破国外垄断到永磁牵
引系统应用于350公里/小时的高速列车上，近年来，一系列技术创
新有力支撑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关键核心技术要不来、买不来、讨不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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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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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农业大学教授高俊平团队多年来针对月季、菊花和百合三
种主要花卉，创建了种植布局优化、良种筛选繁育、高质高效栽培、采
后贮运保鲜等全产业链技术体系，让更多鲜花走进千家万户。

从生态环保到灾害防治，从农业育种到卫生健康，2018年度科
学技术奖获奖项目中，面向改善民生和生态环境建设的科技创新
成果涌现，是对“科技让生活更美好”最充分的诠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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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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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民营企业数量超
过了国有企业，龙头骨干企业表现尤为突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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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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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点

1
磨“剑”砺“盾”，最高奖颁给大国重器铸造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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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永坦说，这一奖励是无上的光荣，更是沉甸甸的责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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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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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件大国重器、每
一项重大创新的背后，无不凝聚着一代代杰出科学家的心血智慧。

看点

2
“诺奖级成果”，基础研究连续第6年突破

看点

3
聚焦关键技术，用创新支撑“强国梦”

看点

4
民生“可感度”高，科技要让生活更美好

看点

5
更多企业“登台亮相”，创新主体地位需强化

5

给海疆装上“千里眼”矢志报效国家 他让钻地弹遭遇钻地难

急国家之所需 他创造世界爆破史上新纪录

引领学科发展 他把中国智慧变成世界潮流

“不能向外面的封锁低头”

把“冷板凳”坐热

对国家自然科学奖、国家技术发明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三大奖”
的奖金标准一并做了适当调整

调整原则为
奖金额度

提高50％

即 特等奖

一等奖

二等奖

奖金
标准

由

100万元／项

20万元／项

10万元／项

调

整

为

150万元／项

30万元／项

15万元／项

记者1月8日获悉
科技部、财政部印发了

《关于调整国家科学技术奖奖
金标准的通知》

对奖金标准做出调整

由500万元/人

调整为800万元/人

全部属获奖人个人所得
（据新华社北京1月8日电） 制图/陈海冰

刘永坦（右二）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实验室钻研雷达技术。新华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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