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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伟九，重
庆文理学院院
长，教授，新世纪
百千万人才工程
国家级人选。承
担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重点项目等项目65项，获发明
专利55项、省部级科技奖13项，研究
解决了高性能特种玻璃纤维领域的

“卡脖子”难题，研究成果产生数百亿
元直接经济效益和显著的社会效益。

2021年重庆市“最美科技工作者”

王智彪，重庆医
科大学教授，超声医
学工程国家重点实验
室主任、国家杰出青
年科学基金获得者。
获何梁何利基金“科
学与技术进步奖”、全

国创新争先奖、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二等
奖等。坚守原创之路33年，研制出全球首
台聚焦超声肿瘤治疗系统大型医疗设备
——海扶刀®，该设备已出口28个国家，
2020年被中国国家博物馆收藏。

陈红，西南大
学心理学部部长，
国家重大人才工程
项目人选，教育部
高等学校心理学类
专业教学指导委员
会副主任、国务院

学位委员会第八届学科评议组成员。
扎根教育事业30余年，服务地方心理健
康工作成绩突出。获国家教学成果二
等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三等奖
2项。

陈结，重庆大学
资源与安全学院副
院长、教授。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优秀青
年基金获得者，重庆
市青年拔尖人才。
他身残志坚，坚持科

研，承担10余项国家级科研项目，获省
部级科技进步1项、发明专利30余项，
为矿山滑坡灾害防控提供有力技术保
障。

陈泉，重庆三峡
农业科学院蚕桑研
究所副所长、高级农
艺师，重庆市科技特
派员，重庆市科技专
家库专家。主持参
与国家、重庆市自然

科学基金等项目10余项，研发成果获重
庆市科技进步一等奖1项。研究成果在
西南地区累计推广278万亩，增效106.8
亿元，成为当地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
支撑。

陈娟，重庆医
科大学感染病教育
部重点实验室副主
任、研究员。国家
优秀青年基金获得
者、重庆英才·创新
领军人才。获中国

青年女科学家奖、第五届重庆市十佳科
技青年奖、重庆市“五一”劳动奖章。成
功研发基于化学发光的新冠病毒抗体
检测试剂盒，并第一个获批上市，为全
国疫情防控发挥重要作用。

陈卉丽，大
足石刻研究院保
护 工 程 中 心 主
任、研究馆员，全
国劳动模范、全
国三八红旗手标

兵。历时8年攻坚克难，完成大足石
刻千手观音保护工程，开创全国大
型不可移动文物修复的先河。总结
出石质文物病害诊断“望闻问切”四
诊法，为保护世界文化遗产作出了
突出贡献。

李儒章，中电
科技集团首席专
家、研究员级高级
工程师，模拟集成
电路国家级重点实
验室副主任，重庆

市英才计划名师名家，国务院政府津贴
专家。长期从事模拟集成电路技术和
产品研发，主持国家重大专项和“863”
计划课题3项及国防科研项目20余
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10余项，为我
国模拟集成电路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周建庭，重庆
交通大学副校长、
教授，省部共建山
区桥梁及隧道工程
国家重点实验室主
任，国家杰出青年
科学基金获得者、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长期从事桥梁
病害诊断与加固领域研究，获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3项、省部级特等奖和一
等奖9项，研究成果应用于国内15个
省市4000多座桥梁，推动了桥梁管养
的科技革新。

赵爽，重庆市
合川区人民医院呼
吸与危重症医学科
副主任，合川区区
级学科带头人，合
川区“卫生系统青
年骨干”，重庆市

“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主持完成重庆
市卫健委科研课题1项。新冠肺炎疫
情期间，不畏艰难、勇担重担，作为援鄂
医疗队队员，在湖北孝感连续工作25
天，圆满完成救治任务。

6月29日，在重庆市科技英才庆建党百年华
诞报告会暨2021年重庆市“最美科技工作者”表
彰大会上，共青团重庆市委兼职副书记、云阳县
大果水晶梨种植协会理事长杨大可，重庆交通大
学副校长、省部共建山区桥梁及隧道工程国家重
点实验室主任周建庭，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
有限公司高级专家李婷，陆军特色医学中心消化
内科副主任王斌，中国科学院重庆绿色智能技术
研究院微纳制造与系统集成研究中心主任史浩
飞，重庆医科大学附属第二医院教授胡丽娜，重
庆邮电大学党委副书记、校长高新波，重庆华森
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刘小英8名科技工作
者代表依次作先进事迹报告，他们用朴实的语
言、真挚的情感，生动讲述了各自在科研道路上
创新创造的奋斗故事，充分展现了我市科技工作
者在党的领导与关怀下，砥砺爱国之情、笃行报
国之志，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建功立
业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杨大可：

你对一棵树好，它就会给你回报

“我们家算是种梨世家，从爷爷开始，就种了
几十亩梨。从小我就听爷爷说，‘你对一棵树好，
它就会给你回报。’”杨大可说。

22年前，大学毕业的他，回到地处偏僻的老
家——云阳县双土镇无量村，在一片狐疑的眼光
中开荒种梨。

面朝黄土背朝天，他带领乡亲们开垦出3万亩
果园，通过打造高效生态经济园，让过去的荒山赚
回“真金白银”，让乡亲们走上致富路。

2018年，杨大可组建了重庆聚牛兴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通过在“重庆市三变改革示范村”乌牛
村的实践，打造了总计3251亩包含“农旅”“文旅”

“商旅”一体的田园综合体，为乡村振兴摸索了一
条有预期、可复制、能推广的路径。

“作为一名党员，我只是做了一点点力所能
及又微不足道的贡献。”杨大可说，在党的百年华
诞即将到来之际，回望自己22年的创业历程，他
更加感恩党的教育和培养，不忘初心、牢记使命，
脚踏实地地奋斗，把汗水洒进土地，希望的田野
就一定会给予回报。

周建庭：

做桥梁“医者”，助推“桥梁强国”
“桥梁久经风霜，每天承载大量车辆穿行，

桥梁内的隐蔽病害不易察觉、难以诊断，成为
‘桥梁杀手’。”重庆交通大学副校长周建庭说，
做桥梁的“医者”，是他近30年来一直在做的事
情。

在研究过程中，他取得了很多首创的成
果。比如，他在2001年首次提出了“基于可靠
性理论的桥梁监测系统的安全评价技术”，成
功地解决了桥梁安全监测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目前成果已经应用于国内36座大型桥梁。在
国内首次提出并构建了“钢筋混凝土套箍封闭
主拱圈加固拱桥成套技术”，一系列桥梁加固
技术成果成功应用于西部地区特别是重庆数

百座桥梁，为国家节约了大量的管养资金，并
带来了巨大的环保和社会效益。

“回望过去，我国的桥梁事业从无到有、从
弱到强，在重大工程方面遥遥领先世界各国，
并且实现了技术和项目输出。这样史无前例
的辉煌成就，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可能实
现。”周建庭说，作为桥梁“医者”，他将带领团
队在助推“桥梁强国”的征程上砥砺前行，永不
懈怠。

李婷：

只为这颗“中国芯”

“为推进数模混合集成电路的自主可控，我
们声光电公司持续耕耘数十年，并取得了很多国
际先进的技术成果。”李婷表示。

她解释说，自然界的信号都是连续的模拟信
号，而计算机等电子设备只能处理数字信号，需
要把“自然界的连续的模拟信号”和“计算机可以
处理的离散的数字信号”互相转换。数模混合集
成电路就担任这个转换的角色，实现模拟世界和
数字世界的连接。

在声光电公司，李婷找到了自己的舞台。她
的多项研究成果获得了国家专利和重庆市技术
发明奖，以及中电科技集团的专利金奖。2013
年，中国电科首次获得授权的美国发明专利，也
是由她提出并完成。

“这次成功的经历，让我在之后的科研工
作中把创新摆到了更为重要的位置。”李婷说，
面向未来，她将把自己的事业和国家的发展结
合起来，胸怀“中国芯”，带领团队全力推进高
端芯片的技术研究、产品开发、市场应用，为加
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贡献
力量。

王斌：

做一名消化系统肿瘤“猎手”

“我的研究也正是‘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专
心做好一件事——致力于攻克消化系统肿瘤。”
王斌说。

长期以来，他和团队聚焦恶性肿瘤发生演进
的“种子”细胞，即肿瘤干细胞，探讨“种子”与“土
壤（肿瘤微环境）”相互对话这个重要科学问题，研
究“肿瘤发生”“肿瘤转移”和“肿瘤耐药”的调控机
理。他们所提出肿瘤干细胞促进肿瘤发生、转移
和耐药的学术新观点，发现多种调控新机制，鉴定
一系列针对肿瘤干细胞的治疗新靶点，多项研究
成果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去年年初，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王斌于除夕
之夜主动请战，作为军队援鄂医疗队第一批军
医，随队飞赴武汉，在金银潭医院和火神山医院
重症监护室奋战80余天。

“医疗医务工作者必须走在科技创新的前
线。因为我们的每一项创新，都关系着万千生命
和健康。”王斌表示，他和他的团队将致力成为消
化系统肿瘤的“猎手”，在科技创新的道路上砥砺
前行，不负青春，不负这个伟大的时代。

史浩飞：
在重庆圆一个“石墨烯之梦”

“一部手机充满电仅需5秒时间，一层薄膜
能使黑夜变得看起来像白天般光亮，一块电脑显
示屏可任意弯曲折叠……这就是石墨烯的魔
力。”史浩飞说，作为一种新型材料，石墨烯具有
迄今人类所发现的最薄、强度最大、导电性最强、
导热性最好等诸多“世界之最”，它的应用可谓前
景无限。正因如此，10年前来到重庆的他，就树

立了这样的目标：做出国内最高水平的石墨烯。
2013年初，他们成功制备出国内首片15英

寸的单层石墨烯，这样大的尺寸达到了当时国内
最高水平。

多年来，他和他的团队以推动“石墨烯新材
料”的产业化为目标，目前已突破了石墨烯薄膜材
料规模化制备技术，实现成果转化2.1亿元，建成
全球首条年产100万平方米石墨烯薄膜生产线，
推动了全球首批石墨烯触控屏手机量产。

“我是一个‘80后’，‘科学发展、富民兴渝’，
我还能做很多工作。”史浩飞表示，在伟大的新时
代，他们将以与时俱进的精神、革故鼎新的勇气、
坚韧不拔的定力，为加快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实现
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而砥砺前行。

胡丽娜：

照顾女性全生命周期是义不容辞的
责任

“作为一位妇产科医生，对女性进行全生命
周期的照顾与关怀是我义不容辞的责任。”胡丽
娜说。

她表示，在健康中国的今天，妇产科医生除
了解除妇女疾病的病痛以外，更要关注妇女全生
命周期健康的关爱和照顾，因为妇女健康可以保
证是人类健康的基石。而她作为学科带头人，除
了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更重要的是应该有社会
责任担当。

她曾带领相关专家制定了重庆市高危妊娠
预警、分层救治流程，并在市卫健委的支持下，建
立市级危急孕产妇救治中心和助产培训基地，为
二胎政策以后降低孕产妇、新生儿死亡率起到重
要作用。

“所有女性，加上新生儿，数量大大超过了总

人口的半数。关注她们，就是关注人类的现在和
未来。”胡丽娜说，作为一名党员，她将继续投身
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奋斗的伟大
事业；作为一名妇产科医生，她将继续投身关爱、
照顾女性全生命周期这一关系人类未来的伟大
事业，为关爱、照顾女性全生命周期这一伟大事
业尽心竭力、鞠躬尽瘁。

高新波：

立德南山 圆梦重庆

“2020年5月27日，我从‘八百里秦川’的古
都西安来到‘行千里·致广大’的重庆，来到美丽
南山上的重庆邮电大学。从此，我便成为一个生
活在长江南岸、南山之巅的重邮人，立德南山，圆
梦重庆。”高新波说。

他谈到，重庆邮电大学是一所有底蕴、有文
化、有理想的高等学府，学校传承着“通信报国”
的红色基因、“敢为人先”的创新基因和“舍我其
谁”的奉献基因。近年来，学校抢抓机遇，立足行
业，服务地方，以通信、人工智能为主要特色，稳
步推进高质量发展。

“我们目前正在推动‘一场所’‘两高地’，其中
一个载体就是要建设智能感知与认知计算省部共
建国家重点实验室，打造大数据智能化的实验场。”
高新波表示，当前，重庆正在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
的科技创新中心，重邮师生大有可为。

“千万别在最能吃苦的年龄选择了安逸”，这
是高新波笃信的一句话。在庆祝建党100周年的
时刻，高新波也以此勉励广大青年教师和学子，把
个人的青春和智慧融入城市梦想和国家蓝图。

刘小英：

造人民群众吃得起的好药

“作为一名新时代的医药行业的科技工作
者，我深知，为人类的生命健康保驾护航，是我毕
生的目标和追求，更是我一生最坚定要守候的事
业和使命。”刘小英说，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她就
立志今后要投身医药行业，研发更多的好药造福
人类。

1999年，她加入了华森制药，和一群志同道
合的人白手起家，为了一个共同的理想：造人民
群众吃得起的好药。经过20多年的发展，如今
的华森制药，已经发展成为一家集药品研发、生
产、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深交所A股上市
公司、国家企业技术中心。

“创新，不仅需要资金投入，更需要人才。”刘
小英说，在人才投入上，华森制药不惜成本。为
此，企业的研发人员也从最初的十几人发展到
200余人，并在推动企业自主创新方面发挥了至
关重要的作用。

刘小英表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华森
制药将继续践行时代和国家赋予的使命，为“做
国际一流医药企业，让天下没有难治之病”的华
森梦奋斗不息。

陆丰
图片由重庆市科协提供

2021年重庆市“最美科技工作者”揭晓
6月29日，重庆市科技英才庆建党百年华诞报告会暨2021年重庆市“最美科技工作者”表彰大会在重庆科技馆举行。10名2021年重庆市“最美科技工作者”及10名2021年重庆市“最美科技工作者”提名奖获得者受到表彰，以此引

导和激励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最美、争当最美，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以饱满的精神状态和昂扬的奋斗姿态迎接新时代、踏上新征程，汇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磅礴力量。

司荣军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
院有限公司工业安全研究分院副院
长、研究员

宁淑华 重庆市公安局江北区分

局刑侦支队民警
吕玉奎 重庆市荣昌区林业科学

技术推广站站长、正高级工程师
成映云 重庆市渝北区农业机械

化技术推广站高级农艺师
陈洁 重庆材料研究院有限公司

高级工程师
李婷 中电科技集团重庆声光电

有限公司高级专家、研究员
李忠盛 西南技术工程研究所副

所长、正高级工程师，重庆市热声电
控制功能材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副

主任
季平 重庆医科大学附属口腔医

院院长、教授
凌华 重庆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微生物检测所所长、主任技师，重庆
市新冠肺炎防治专家组成员

戴亦军 中建隧道建设有限公司
技术中心副主任，高级工程师

2021年重庆市“最美科技工作者”提名奖获得者

他们在科技创新路上的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科学家精神

重庆市科技英才庆建党百年华诞报告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