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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科学大奖颁给青年学者
刚刚过去的这个周末， 聚光

灯再一次投射到科学家的身上，
只不过这次的主角， 并非白发苍
苍、功成名就的老科学家，而是 50
位平均年龄 40 多岁的青年科学
家。 他们中，有 17人的年龄在 36
岁到 40 岁之间， 有 9 人在 35 岁
以下，最年轻的，不过才 32岁。

11 月 2 日，首届“科学探索
奖”在北京颁发，这 50 张洋溢着
青春气息的面孔集体亮相。 在此
之前， 他们之中的绝大多数，对
公众而言只是个陌生的名字，其
中不乏既未戴学术“帽子”也不
属于任何学术“圈子”的年轻学
者———50 人中，有 8 人在此之前
没有任何获奖的背景和经历。

这样的结果，不管是在我国
以往的科技奖励体系中，还是在
诺贝尔奖等国际科学大奖的统
计中，都实属罕见。

在 11 月 2 日的颁奖现场，
“科学探索奖”监督委员会主席、
清华大学教授钱颖一给出这样
的评价：这个奖，与很多其他成
就奖、成果奖不同，它不是奖励
过去，而是支持未来，鼓励青年
才俊探索科技前沿。

事实上，这个新生的科学大奖
甫一面世，就打上了“青年”烙印。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 北京
大学教授饶毅与腾讯董事会主
席兼首席执行官马化腾， 携手
杨振宁、毛淑德、何华武、邬贺
铨、李培根、陈十一、张益唐、施
一公、高文、谢克昌、程泰宁、谢
晓亮、潘建伟，共同发起设立这
个名为“科学探索奖”的奖项。
其中的 14 位科学家，都是当代
顶尖的科学家， 他们却将眼睛
瞄向了“下一代顶尖科学家”：
这个奖， 要奖励的是青年学者
的“未来可能”。

“爱迪生发明留声机时 29岁、
发明电灯时 31 岁， 牛顿发明微
积分时 22 岁， 爱因斯坦提出狭
义相对论时 26 岁、 提出广义相
对论时 37 岁……”

颁奖当天，腾讯主要创始人
陈一丹在致辞中一遍遍提及这
些人类科学史上赫赫有名的人
物，他说：“世界上许多科学家的
重大发现或发明，都产生于精力
旺盛、思维活跃的青年时代。 我
们最应该做的，也是他们最需要
的，就是通过实际的支持，为他
们创造一个可以心无旁骛、忘我
投身科研的外部环境。 ”

他所说的“实际支持”，对“科
学探索奖”来说，就是连续 5 年给
这 50位获奖者， 每人每年 60 万
元、总计 300万元的奖金资助。

更为重要的是，获奖的青年
科学家将享有奖金支配权———
不必每年都向资助方提交经费
使用情况，奖金即便不用于科研
工作本身也仍被允许，比如“还
房贷”。 这一做法，在国内以往的
科技奖励中也并不常见。

颁奖前夕，在接受中国青年
报·中国青年网等媒体集体采访
时，多位“科学探索奖”获得者谈
及奖金用途，并不讳言地提到了
“要支持家庭”。

“我的奖金使用，可能要用
在家里。 ”北京大学研究员刘颖
回答这句话后， 很快补充了一
句，“毕竟我们还有房贷。 ”

“我可能也会用于年轻人压
力最大的地方———还房贷，可能
还会在我原来的中学设立一个
奖学金，鼓励他们做更多科学探
索。 ”清华大学教授吴华强说。

这些朴素的答案，在一定程
度上道出了人在青年时期做科
研以及其他工作的辛酸与不易。

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
究所研究员付巧妹说起她刚回
国的那段经历： 上下班交通不
便、距离也远，每天要花 4 个半
小时在路上， 而且孩子还不到 3
个月，非常影响人的心态。

“我们年轻人，在打拼过程
中，其实有很多诱惑，这些都或
多或少会影响你的工作。 ”付巧
妹说。 一个理想状态下的科研状
态，是心无旁骛———不必为了经
费，为了生活而焦头烂额。

300 万元奖金的设计在很大
程度上考虑了这一点。 马化腾
说，推出这一奖项，就是希望帮
助那些从事基础科学研究的青
年科学家，让他们在“寻求创新
又尚未最终突破” 的关键时期，
得到“雪中送炭”的帮助。

今年年初，发起“科学探索
奖”的 14 位科学家，对外发布一
封公开信， 其中提到：“300 万元
奖金不算是小数目，但获奖人不
需要说明用途， 无论是用于科
研，还是舒缓生活压力，都不会
受到任何干预。 科学探索奖在意
的是人，是忘我的境界，是一往

无前的精气神，而不是投资一个
项目，奖励一项成果。 ”

32 岁的浙江大学教授李铁
风，就是这次“科学探索奖”最年
轻的得主。 站在领奖台上，他说
自己就像回到儿时的欢乐时光。
这欢乐就是郊区机场看飞机，还
能在大草坪抓各种飞虫，和许多
“熊孩子”一样，他那时也有“夺
命三连问”：“飞虫为什么能飞？ ”
“有翅膀就能飞？ ”“飞机怎么不
像虫子那样飞？ ”

后来， 他知道了阿基米德撬
动地球、牛顿苹果落地、莱特兄弟
的飞机翅膀都关系着“力学”这二
字，再后来他知道了伯努利原理、
空气动力学和仿生， 于是他学了
力学，直到现在研究力学。

“或许我们的探索仍然初步
或笨拙， 仍可当作是对自然、生
命以及科学之美的谦卑致敬。 ”
李铁风说，希望自己做力学的前
沿交叉研究，能从技术科学层面
为人类探索贡献“轻舟济沧海”
的一个螺钉。

当天，97 岁高龄的物理学家
杨振宁，以“科学探索奖”发起人

的身份，出席了颁奖仪式，并在
仪式最后上台给这个奖项“点
赞”。 他说：“‘科学探索奖’特别
是为比较年轻的学者（而设），这
是一个非常有远见的想法。 ”

作为 1957 年的诺贝尔物理
学奖获得者，杨振宁熟稔科学探
索和科研工作的规律。 他说，一
个科学研究工作者，一生有两个
“最困难”时期，一个是做研究生
的时候，一个是得了博士学位之
后的 5~10 年。

做研究生的时候，要选研究
题目。 杨振宁说：“这时候的我
们，学习的是已有的知识，但做
研究，（却）要改变，要发展一个
新的方向，这个是困难的。 ”他坦
言，1947 年就是他一生中“比较
不开心的一年”———那一年，他
正在美国攻读博士学位。

至于得了博士学位之后的
5~10 年， 则要选择研究领域，并
要在这个领域里做出一个能够
站得住的成果，这在杨振宁看来
同样是“一个新的挑战”。

在这些青年学者“最困难”的
时期， 如果能够得到更多的关注
和支持，他们之中，就有可能诞生
新的爱迪生、牛顿、爱因斯坦……

值得一提的是，杨振宁不仅
是科学探索奖的 15 位发起人之
一，还主动要求参与评审，担任
了数学物理组的评委。

“科学探索奖”执行委员会
秘书长、腾讯副总裁王妩蓉向记
者透露，执行委员会考虑到杨振
宁年事已高，建议他“做顾问就
可以了”， 但杨振宁却主动要求

“参与得更深入一点”。
“他对中国最大的青年科学

家资助奖项寄予厚望，更对中国
的青年科学家充满期待！ ”王妩
蓉说。 （据《中国青年报》）

科学最具普惠性的推动力，
让人类生活更加美好。

纵观人类历史，科学始终提
供着基础性的原动力，由科技革
命带动产业革命，浪潮式地塑造
了文明的基本面貌，刷新了人类
的日常生活。 电气化、电子化、数
字化使各方面基础设施更加安
全、舒适、便利，生命科学和医疗

技术帮助人类减轻了病痛、延长
了寿命，汽车、火车、飞机等现代
交通极大加速了社会节奏和要
素流动。 同时，科学无国界，科学
最具普惠性的推动力。 全球的重
大发展进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
不同国家科学家的集体智慧和
贡献，使得当今我们生活的地球
村，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的命运共同体，使得科技成果可
以持续地为各国带来福祉。 更为
可贵的，科学也孕育和塑造了伟
大的科学精神， 求真与向善、理
性与逻辑、创造与批判、好奇与
想象，这些都是属于全人类的精
神财富，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人
们，去努力寻求基础研究的突破
与前沿技术的创新。

青年人才决定科学的未来，
珍视青年人才在科技创新中的
宝贵价值。

科学发展中最重要、最具能
动性的因素，是人才。 无论是领
军性人才，都是从青年人才中成
长起来的；还是基础性人才队伍
和发展梯队，都是由青年人才组
成的。 青年人才决定科学的未
来。 青年是人生中的黄金期，爱
迪生发明留声机时 29 岁、 发明
电灯时 31 岁， 牛顿发明微积分
时 22 岁， 爱因斯坦提出狭义相
对论时 26 岁、 提出广义相对论
时 37 岁， 世界上许多科学家的
重大发现或发明，都产生于精力
旺盛、思维活跃的青年时代。 我
们感到，支持科学和创新，要从
源头上用力，所以我们热忱地聚
焦那些正处于探索期的青年科
学家，倾听他们的声音。 从中我
们发现，我们最应该做的，也是
他们最需要的，就是通过实际的
支持，为他们创造一个可以心无

旁骛、 忘我投身科研的外部环
境，帮助他们在通向重大成就的
漫长道路上，真正把潜力发挥出
来，把人生最美的时光运用好。

支持科技事业是腾讯应尽
的社会责任，腾讯基金会长期支
持“科学探索奖”。

腾讯是一家由一群青年人、
大多是青年工程师创办的互联
网科技企业。 我们自身的发展历
程，也是得益于科学进步的大环
境，得益于我们坚持不懈的研发
创新。 时至今日，我们已经非常
明确，科技驱动是腾讯的战略方
向，“科技向善”也成为腾讯的使
命愿景之一。 因此，我们始终怀
有对科学的信仰和情怀，想为科
技事业的发展做一点贡献。 我们
把对于“科学探索奖”的支持和
投入，看作腾讯应该承担的社会
责任。 这方面投入，一方面完全

是公益性的，另一方面我们是有
恒心的，会坚持不懈地把奖项长
期办下去，腾讯基金会长期支持

“科学探索奖”。
希望各位获奖人能够珍惜

荣誉、勇攀高峰，既胸怀自己的
科学梦想，也做好启迪大众的科
学使者， 把科学精神的种子，播
撒到更多人心中。 期待“科学探
索奖” 能够打造成一个多元化
的、机制化的、开放性的交流平
台，汇聚科技、教育、产业、公益
等各方力量，持续为青年科学家
做好服务，我们也欢迎和呼吁更
多有共识的机构、企业和个人参
与进来。 我们相信，“科学探索
奖”作为社会奖项迈出的“一小
步”， 将有助于众多青年科学家
向未来探索的“一大步”。 （摘自
陈一丹在首届 “科学探索奖”颁
奖典礼上的致辞）

腾讯主要创始人、腾讯基金会发起人兼荣誉理事长

陈一丹：青年人才决定科学的未来

“科学探索奖”发起人之一、1957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
宁在颁奖礼上讲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