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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在京颁奖
9位优秀女科技工作者折桂

� � 2015 年 12 月 22 日，中华全
国妇女联合会、中国科学技术协
会、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
委员会及欧莱雅中国共同举办
的第十二届“中国青年女科学家
奖”颁奖典礼在京举行，全国人
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全国妇联主
席沈跃跃以及全国妇联副主席、
书记处第一书记宋秀岩，中国科
协常务副主席、书记处第一书记
尚勇出席。

9 位取得重要研究成果的青
年女性获此殊荣，从宇宙空间的
物理探索到神经细胞的基础研
究，从量子计算、利用流星余迹
通讯到情绪解码以及癌症的攻

克与治疗，她们满怀对科学的执
着与信仰，依靠科学的力量让世
界更美。

中国科协常务副主席、书记
处第一书记尚勇代表主办方向
获奖青年女科学家致以热烈的
祝贺，并通过她们向全国广大女
科技工作者表示诚挚的问候和
崇高的敬意。 他希望广大女科技
工作者以各位获奖者为榜样，紧
紧围绕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
进一步增强自主创新的决心和
信心，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
主义自主创新发展道路；积极投
身、主动融入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的时代浪潮， 弘扬创新文化、

激发创新活力，在加快建设科技
强国、人才强国的征程中奋发有
为、再建新功。

据悉,本届“中国青年女科学
家奖” 评审委员会共由 38 位院
士、专家组成，中国科协荣誉委
员、教育部原副部长韦钰院士担
任主任。 共有 98 个单位和 17 名
专家提名有效候选人 172 位。 经
过严格评审，9 位女科学家获得
“中国青年女科学家奖”。

为推动科学精神的传承和
发展，本届首次表彰了“未来女
科学家计划”入选者，以激励处
于博士及博士后阶段最具潜力
的女性科研人员， 为中国的科

学事业不断输送新鲜血液 。
2015 年和 2016 年欧莱雅-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杰出女科
学家成就奖” 获得者谢毅教授
和陈化兰研究员为 5 位入选者
颁奖。 颁奖典礼后，主办方还首
次打造了女科学家与高中女生
以及广大网友实时交流的数字
化在线平台， 以科学启迪年轻
一代。

中国科协副主席、书记处书

记张勤，中国科协副主席、国家
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副主任、中
国科学院院士沈岩，清华大学化
学工程系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
费维扬, 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全国委员会秘书长杜越，法国驻
华大使馆科技专员白沙潍，欧莱
雅中国副总裁兰珍珍出席并为
获奖女科学家颁奖。 全国妇联副
主席、书记处书记焦扬主持颁奖
典礼。 （韩笑）

由苏州市妇女联合会和东
吴证券共同发起的“We 爱 爱
Ta” 苏州市妇女儿童公益众筹
平台在 12 月 28 日正式上线。
该平台落地在东吴证券子公司
东吴在线（苏州）互联网金融科
技有限公司， 公众可通过东吴
在线平台为经过苏州市妇联筛
选审核的众筹项目进行捐助。
苏州市妇联主席谢建红、 东吴
证券董事长范力等出席了上线
仪式。

据介绍， 该平台的搭建以
“聚焦互联网公益，传播温暖正
能量”为主旨，希望通过由各级
女性社会组织、巾帼志愿团队、
爱心团队所组织开展的形式多
样的妇女儿童公益项目， 传达
出网络公益“We 爱 爱 Ta”的
理念。

苏州市妇联副主席陈丽艳
在上线仪式上介绍， 苏州市妇
联和东吴证券敏锐捕捉这一契
机， 就如何利用互联网思维和
技术，探索“互联网金融+妇女
儿童公益事业” 的跨界融合展
开积极磋商。 希望通过互联网

方式集聚东吴在线在全国的各
方资源， 切实解决妇女儿童公
益事业资金缺乏问题。

据了解， 东吴在线是在苏
州市委、 市政府和东吴证券的
大力支持下，于 2015 年 6 月 10
日注册成立。截止到今年 12 月
底， 东吴在线累计注册用户已
经超过 10 万。

东吴在线总经理李健表
示，以互联网技术创新公益方
式，参与“We 爱 爱 Ta”互联
网公益众筹平台建设是为传
播爱的理念，让特殊儿童在互
联网+时代能共享经济成果，
成长得更好。 也希望通过互联
网的方式让更多的正能量传
递出去，让更多的公众参与到
公益行动之中来，形成爱心接
力。 他也补充说，今后将推出
更多的网络众筹公益项目，在
公司成长的同时积极履行社
会责任。

据介绍， 该平台将由苏州
市妇联负责组织架构搭建和相
关制度建设， 对由各级女性社
会组织、巾帼志愿团队、爱心组

织推荐的妇女儿童公益众筹项
目进行筛选和审核， 并将符合
众筹要求的项目推荐给东吴在
线。 众筹的善款直接由苏州市
儿童少年基金会接收， 后续款
项使用信息将持续在东吴在线
官方网站上公示。

陈丽艳表示， 苏州市妇联
将和东吴在线加强沟通， 指导
支持苏州市儿童少年基金会和
苏州巾帼公益园不断完善机
制，规范流程，建立健全众筹项
目公开制度、 众筹资金监管制
度和项目成效评价制度等，对
每一个妇女儿童公益众筹项目
资金做到严格监管、有效利用，
使每一笔众筹款都能发挥它最
大的公益价值。

记者了解到， 在平台上线
当天， 即为苏州市金阊培智学
校的特殊儿童发起了一笔 5 万
元公益众筹。这笔善款，将用于
支持学校帮助特殊儿童活动的
开支，比如作为教师“爱生圆梦
基金”，帮助家庭困难学生解决
实际困难等等。

（张雪弢）

“We爱 爱 Ta”
苏州市妇女儿童公益众筹平台正式上线

� � 作为国内首个以闲置物品
再利用为主题的“互联网+公益”
的在线捐赠平台，12 月 21 日下
午，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希
望微物” 公益项目在北京启动。
即日起， 公众可登陆官方网站
hopeitems.cydf.org.cn 捐 出 自 己
的闲置物品，满足欠发达地区乡
村师生实际需求，让闲置物品焕
发新的生命力，温暖乡村孩子的
童年。

“希望微物”是实物捐赠模
式的创新，是“互联网+公益”的
探索和实践，通过让捐赠人和受
助人线上直接建立联系， 实现

“捐者愿捐、 学生所需、 教师所
选、双向匹配、直达手中”，规避

线下实物捐赠存在的诸多问题；
实现了精准扶贫，为更多乡村学
校和学生送去爱心和帮助。 让社
会闲置资源的浪费现象得到很
好的解决，让闲置物资再次发挥
它的社会价值。

该项目由中国青少年基金
会联合全国 33 家省级青少年发
展基金、广西壮族自治区扶贫开
发办公室、广西中烟集团等单位
共同发起。

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副
秘书长姚文介绍，希望工程实施
26 年来致力于通过筹集善款支
持乡村教育，从硬件捐助到软件
扶持，推动乡村教育从起点公平
转向过程公平。 （张明敏）

“希望微物”互联网 +公益
捐物平台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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