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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拔公心：谁将获得第一个科学探索奖

青藏高原下无可窥探的神秘世界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科院广州
能源研究所研究员陈勇说：最好的
办法，就是公开，公开对被评者是
一种监督，对提名者也是一种监
督。至于评委能否提名，回到学者
以声誉背书的承诺，大家同意，举
贤可以，但须回避。

要不要国际评审？秘书处反
馈，基础研究领域的青年科技人才
特别提倡国际评审，认为公平、公
正、信任度高，但工程技术领域情
况则大为不同，于是决定权再次交
给各领域评审组。

至于被提名人需要提交秘书
处的评审材料也一律从简，简介主
要学术成就，简介未来5年研究计
划，提交5篇代表论文，5项已获授
权的相关专利，3项重要荣誉。

“我们的原则能不能让候选人
越少参与越好？甚至于不要答辩，
尽量不要骚扰年轻人，谁能得奖让
评委会起重要作用。”上海交大教
授季向东惜才心切。

中科院院士、南方科技大学校
长陈十一则表示：这个奖跟其他奖
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要看候选人
的proposal，找出有理想、想做事情
和有想法的人，因此不仅要看过去
的工作，还要看今后做什么，在最
后一个环节答辩可以让评委更好
地了解他，而各个领域到这个环节
只有 10 位候选人，几乎已经做到
了最小的扰动。

“人看不看是不一样的，问他
几个问题就可以感觉出这个人是
自己弄出来的还是抄来的，这个步
骤少了以后我担心变味，答辩对于
我们选出最好的人和最有思想的

人有帮助。”陈十一说道。
清华大学教授毛淑德也认为：

作为探索奖，面试的交流还是需要
的，希望有些年轻人静下心来，有
勇气做一些跟以前不一样的东西，
鼓励这种探索精神，更符合大奖设
立的本意。

张益唐则主张根据不同领域
灵活掌握，“数学现在越分越细
了，一个人做的东西世界上看得
懂的可能没有几个。数学还有一
个特点比较简单，首先标准就是
对和错，审查时比较好办，但这个
结果到底有多少价值，特别重要
的是只有少数专家能从研究中看
出他（她）到底有多大潜力。如果
得到他们认可的候选人，终审环
节还必须来答辩，恐怕就流于形
式了。”

学者们言之成理，各抒己见。
科学探索奖管委会最终决定，

评审机制、流程和结果，都由科学
家评委们决定。

14位发起科学家 还发表了一
封公开信，寄语青年科技工作者：
我们期待在奖项的鼓励下，有越来
越多的年轻人闯入“无人区”，以兴
趣为舵，以雄心为矛，披荆斩棘，坚
定前行。我们希望“科学探索奖”
成为精神上的启明星，激励更多人
选择那些“坐冷板凳的专业”，无怨
无悔。

2019 年 9 月，第一批 50 位科
学探索奖得主将揭晓。评审结果
能否奖拔公心，汇聚智慧、眼光和
专业判断，不唯出身、帽子和派系，
未来将告诉我们答案。

据《知识分子》

青藏高原是世界屋脊，也是
全人类最为关注的地方，这里稍
有一点不同寻常，全世界的眼睛
马上就会聚焦这里。

青藏高原是全世界海拔最高
的高原，也是众多探索家们心中
的圣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
粹德国派出了两支探险队，前往

世界屋脊，寻
找“ 地 球 轴
心”。遗憾的
是，他们并没
有取得进展。

如 今 在
高 科 技 仪 器
的支持下，国

际科学研究小组已经有确实的证
据证实喜马拉雅山下面存在着一
个巨大的地下空间，如果喜马拉
雅山是空心的，青藏高原下面又
是一个怎样的广袤世界呢？

颠覆物理经典的惊人发现
板块学说一直是地球科学中

大陆形成的主要观点，山脉被普

遍认为是两个大陆板块撞击而产
生的。青藏高原的形成也一直被
这种假说统治着。可是当科学家
进行大量的实地勘探以后，却有
了一个惊人的发现：在我们现在
的物理学认知中，质量守恒是一
切变化的最终解释。可是通过精
密的探测仪器和复杂的运算后，
青藏高原撞击前后的物质居然不
守恒了，这是用现代科学无法解
释的现象。

渐渐浮出水面的空心之谜
这一部分没有对地壳增厚做

出任何贡献的物质到底去了哪里?
科学家意识到想要揭开这个谜团，
必须找到一个可以窥探青藏高原

内部结构的突破口。只有走进了
青藏高原的内部，才能知道那是一
个怎样的广袤世界。20 世纪 90 年
代，一个国际联合小组让青藏高原
的空心之谜渐渐浮出了水面。他
们利用了电磁学的相关知识，通过
超宽频带大地电磁探测剖面，探索
青藏高原所在地的地壳、地幔的电
磁信号，通过发射的信号频率“洞
穿”地层内部结构。

突然捕获的一条不寻常信息
一条突然捕获的不寻常的信

息，让国际联合小组兴奋起来。在
青藏高原 100 多公里深处，电导高
达 0.35 万至 2.1 万西门子，是普通
地壳的100多倍。更神奇的是青藏

高原自西向东导电性越来越强，说
明在地下有一种电阻极小的神秘
物质，在向东的方向越来越多。经
过多方面的分析和研究，科学家们
判断，这种物质可能是类似于水的
液态物质，且还含有很高的盐分，
但是至今为止这也只是猜测，没有
确切的证据可以证明。

据此，有科学家猜测青藏高
原巨大的内部世界是否充满了海
洋？那会有生命吗？在我们的地
下王国里是不是有其他的种族
呢？地下文明真的存在吗？这些
谜团可能还要留给后世不断的研
究和发掘。

据中新社

1 月 23 日是科学探索奖申报
指南发布的日子。遥想 9 月，谁将
获得她的青睐，捧走第一个奖杯
呢？

过去半年间，我有幸近距离
观察她从发起、历经数次激烈讨
论到壮大成形，这背后凝聚了上
百位科学家的智慧和公心。

如今申报指南出炉，尘埃落
定的一刻，我有点迫不及待地想
分享背后的故事。

这是一个志在奖拔公心、跳
脱窠臼的民间奖。跳出中国式评
奖的泥潭有多难？

2019 年起，每年将有 50 位青
年科技英才，获得科学探索奖。
每人每年的奖金是 60万元，连续 5
年发放。

也就是说，获奖者将累计获
得 300 万元，并且可以自由支配这
笔钱。马化腾率团队为此做了大
量的沟通，希望争取国家相关部
门支持，免征获奖者收入这笔奖

金的所得税。
用好这笔钱，为中国的未来

挑选真正的青年科技人才，让他
们在探索期抛却后顾之忧，潜心
研究——这是历次参加科学探索
奖评审规则讨论的科学家共同的
心声。

杨卫从杭州而来，李培根从
武汉赶来，潘建伟从上海飞赴北
京，张益唐从美国专程而来，在纽
约出差的谢晓亮，远程接入会议，
守在电话旁，听数小时讨论，做数
分钟发言……

资深科学家、科技界资深领
导者、一线青年科学家，先后参与
咨询、座谈和讨论的人数不下百
人。

讨论中，他们首先想到的是，
评审必须跳出中国式评奖的泥沼
——评审规则复杂、评审过程耗
时费力、部门利益作祟、论资排辈
搞平衡、走后门打招呼小团体桌
下交易……这些横行的潜规则令

科学家们深恶痛绝。
在一次讨论中，有科学家义

正严辞：如果评审专家收到任何
短信或微信游说，立刻取消评奖
资格，而且要公开曝光，让全社会
知道。

不料旁边来一胳肢的：也可
能有人替自己的竞争对手发（短
讯）。

众人大笑，前俯后仰。
一位资深科学家感叹：“人如

果想要作假，怎么堵都是堵不住
的”。

大道至简。规则越少，越简
洁，可为人所乘的漏洞反而越少。

根据最新发布的申报指南，
45 岁以下在中国大陆工作的科技
工作者都可以申报科学探索奖，
需要三位正教授级别及以上的同
行专家推荐。

规则简明扼要，真正受考验
的却是握有提名权和投票权的科
学家评审委员。

马化腾出钱，科学家出声誉

“（科学探索奖）最初的计划
是每人每年 50 万元，后来马化腾
觉得不够，又加到了 60 万，这样总
奖金变成现在的 300 万”，作为联
合发起人，饶毅十分了解马化腾
支持科学探索奖的决心，那段时
间腾讯股票在跌，但支持青年人
的奖金不减反增。

“实干型企业家以经费作公
益，我们科学家也是作公益，捐献
自己的时间和专长”，饶毅提醒参
与发起和评审的科学家，“我们的
工作量也会比较大”，“希望能坚

持 5年做好这个工作”。
虽然科学探索奖在奖金总额

上已经是中国民间的第一大奖，
但想做成功却殊非易事。在饶毅
看来，其中有两个关键因素，一是
马化腾为国家和为科学着想，投
入资金支持青年科技人才；二是
评奖反映的是评审委员的水平、
品格和功劳，事关个人声誉，“评
得好是对（评审委员）自己的肯
定，评得不好大家都看得到，是对
自己的否定”，至于获奖人，是因
为有了前两个因素，才能得到“被

认可”的激励和荣誉。
让科学家们感佩的是，在中

国科技的阵痛期，马化腾承诺首
期出 10 亿元，并有计划长期作支
持，要让科学探索奖成为一个“雪
中送炭”的奖，真正为青年科技英
才提供特别的荣誉和资助。

马化腾表态，自己在幕后作
支持，这个奖应该让科学家说了
算。

而参与发起和评审的科学家
们也给出了承诺：用自己的声誉
为这个新生的大奖背书。

怎样才能选对人？

科学探索奖不是奖成就，而是
奖人才；不是看过去，而是看未
来，看潜力；奖励不是作为项目经
费，而是个人自由支配。

差异化的定位带来的挑战也
很大。支持青年科技人才，是科
学探索奖成立的初衷，但怎么才
能选对人，这是一个考验。

提名？还是报名？准备什么
申报材料？最后一个环节要不要
答辩？

科学家们坐下来，一项一项
过，认认真真“吵架”。

一位科技界资深领导者提出，
为去除部门利益干扰，不建议通
过行政部门或者学会、协会提名
或推荐，由此避免让这个奖变成
一顶新的帽子，落入论资排辈搞

平衡的窠臼。
最终大家达成共识：只认学者

个人推荐，学者声誉系之，谁推荐
谁负责。

是不是都要找院士，或者院系
主任、研究所长推荐？

一番讨论，推荐信应强调是同
行，学者身份，而不是头衔，于是
大家赞同，正教授级别，三个同行
推荐即可。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机械工
程学院院长雒建斌担心：如果是
自荐报名，机械领域可能有七八
千甚至上万人申报，这对评审而
言是巨大的工作量，是否应考虑
诺奖提名制路线？

中科院院士、清华大学化学系
教授李亚栋附议，探索奖本意是

让年轻人安心科研，做点大事，如
果有人为了评上奖，得到这 300 万
奖金，想方设法上下折腾，就变了
味了。

“这样的人是选不上的”，中国
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程泰
宁说，他力主双选，可以提名，也
允许自荐报名，也许就有不爱和
人打交道，自己闷头干的人，因此
错过了伯乐提名的机会，应该给
这些想做事的人留一个通道，当
然得到同行的推荐信是必要前
提。

于是大家折衷，提名和报名都
接受。各领域评审组就多干点
活，但给予各组更大的自主权，组
建专家库，覆盖更多领域，做那万
里挑一的努力。

评委名单要不要公开？
会不会被公关？评审委员本人能不能提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