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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在加拿大温哥华举

行的第十届世界清洁能源部

长级会议（The Tenth Clean

Energy Ministerial）暨第四届

创新使命部长级会议（The

Fourth Mission Innovation

Ministerial）上，我所陈萍研究

员荣获大会首次设立的“创新

使命领军者（Mission Innova-

tion Champions)”称号。

创新使命（Mission Inno-

vation）计划创始于 2015年巴

黎气候大会，由 22个国家和

欧盟联合发起，致力于加速全

球清洁能源领域的科技创新

和推广。Mission Innovation

Champions 旨在表彰在清洁

能源领域做出突出贡献的科

研人员和企事业领袖。经过国

际同行与专家小组多轮严格

的评审，全球共有 19位人士获奖。陈萍因

其在储氢材料研究中取得的开创性成果

而成为唯一获此殊荣的中国学者。

（文 /图 谢冬 何腾）

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工作汇报会
在辽宁省政府举行

近日，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工作汇报

会在辽宁省政府举行。辽宁省政府副省长

卢柯、副秘书长佟昭，省科技厅厅长王大

南，中科院沈阳分院副院长马越红，大连市

政府副市长张志宏、科技局副局长于晓丹，

我所所长刘中民、副所长蔡睿等出席会议。

会议重点围绕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

申请与建设，《院省市共建洁净能源国家

实验室合作协议书（征求意见稿）》等有关

工作及内容进行了交流与讨论。

刘中民在讲话中对辽宁省、大连市政

府及有关部门长期以来给予的

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并汇报了

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推进工作

进展，以及对辽宁省及大连市

发展发挥的作用，后续重点安

排等。

张志宏指出，大连市政府

高度重视科技创新工作，近年来

加快重大科技创新平台建设，在

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等方面

发挥了积极作用，大连市将全力支持大连

化物所牵头筹建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

卢柯指出，大连化物所是科学院的排

头兵，在科研、人才、产业化工作等方面成

绩优异。大连市科技资源丰富，科技创新

工作成效显著，并积极融入全省的科技发

展布局。辽宁省会大力支持大连化物所牵

头筹建洁净能源国家实验室，希望大连化

物所能够为辽宁科技发展和产业振兴，助

力新一轮东北振兴作出更大的贡献。

（文 /曹恒 图 /肖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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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生物质制氢和柴油领域取得新
进展

近日，我所王峰研究员团队在生物质

制氢和柴油领域取得新进展，相关成果发

表在《自然 - 能源》（Nature Energy）上。

（文 /图 罗能超）

●二维有序介孔材料应用于微型超
级电容器研究取得新进展

近日，我所二维材料与能源器件创新

特区研究组（DNL21T3）吴忠帅研究员团队

与上海交通大学麦亦勇教授团队合作，发

展了一种通用的界面自组装策略，制备出

一系列面内平行柱状的有序介孔聚合物 /

石墨烯复合纳米片，并将其应用于平面微

型超级电容器，相关成

果发表在《德国应用化

学》（Angew. Chem. Int.

Ed.）上。

（文 /图 秦洁琼 侯丹）

●在 Chem上发表甲烷温和条件下
直接催化转化研究综述

近日，我所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室

邓德会研究员和包信和院士团队在 Chem

上发表综述文章，系统总结并展望了热催

化、电催化、光催化技术在甲烷温和条件

下直接转化方面的研究进展。

（文 /图 孟宪光 高鹤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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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所党委在行政办公楼召开学习

讨论会，全体党委委员参加会议，会议由

党委书记王华主持。

会议首先传达中科院 2019年党建工

作推进会精神，通报会议召开的基本情

况。会议集体学习了《中国科学院党的建

设工作领导小组关于以提升组织力为重

点加强和改进研究所党建工作的通知》，

深刻理解我院在决胜基本实现“四个率

先”的关键时期，提出坚持不懈加强党对

科技事业的全面领导，为科技创新工作提

供坚强保证的重要意义；学习掌握院党组

围绕提升政治引领力、组织推动力、文化

凝聚力、自我革新力等四个方面列出的

具体措施。会议要求结合我所实际工作，

按照巡视整改要求，找准存在的薄弱环

节，抓紧时间补齐短板，并抓好贯彻落

实。

会议集体学习了《中共中国科学院党

组关于贯彻落实 <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

请示报告条例 >的通知》，深刻认识党中

央出台《中国共产党重大事项请示报告条

例》的重大意义，认真学习所党委需向院

党组、院领导、分院分党组等请示报告事

项清单要求。会议要求抓紧制定贯彻落实

的具体措施，编制我所党委请示报告事项

清单，强化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以钉钉子

精神狠抓落实。

会议集体学习了《中国共产党党员教

育管理工作条例》，深刻认识《中国共产党

党员教育管理工作条例》对于提高党员队

伍建设质量，激发党组织的生机活力，推

动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发展，夯实党长期

执政基础，实现党伟大执政使命的重要意

义；学习掌握对党员教育管理的内容、方

式、程序等的规范要求。

会议学习《中共中国科学院党组关于

进一步加强人才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等

系列改革文件精神，分析当前人才引进工

作面临的形势与任务，要求利用好国家和

我院相关人才政策，吸引优秀人才到所工

作。

会议还审批通过了各党总支部（党支

部）选举结果，听取 2018年度组织生活会

情况报告，审批各支部民主评议党员结果

等事项。 （文 /图高杨）

日前，经所党委研究，同意：

傅强同志为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

室（五室）党总支书记，范峰滔同志为副书

记。

李勇同志为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验

室（五室）第一党支部书记。

吴忠帅同志为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

验室（五室）第二党支部书记。

韩洪宪同志为催化基础国家重点实

验室（五室）第三党支部书记。

任泽峰同志为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

重点实验室（十一室）党总支书记，孙巨龙

同志为副书记。

杨阳同志为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十一室）第一党支部书记。

江凌同志为分子反应动力学国家重

点实验室（十一室）第二党支部书记。

王晓东同志为航天催化与新材料研

究室（十五室）党总支书记，郑明远同志为

副书记。

张万生同志为航天催化与新材料研

究室（十五室）第一党支部书记。

李宁同志为航天催化与新材料研究

室（十五室）第二党支部书记。

许国旺同志为生物技术研究部党总

支书记，王方军同志为副书记。

徐兆超同志为生物技术研究部（十八

室）第一党支部书记。

王方军同志为生物技术研究部（十八

室）第二党支部书记。

周雍进同志为生物技术研究部（十八

室）第三党支部书记。

邵志刚同志为燃料电池研究部

（DNL03）党总支书记，王二东同志为副书

记。

孙树成同志为燃料电池研究部

（DNL03）第一党支部书记。

王二东同志为燃料电池研究部

（DNL03）第二党支部书记。

徐刚同志为所投资公司党总支书记

兼任中科化物公司党支部书记。

徐徜徉同志为天邦膜技术公司党支

部书记。

李彤同志为依利特公司党支部书记。

汪霞同志为新源动力公司党支部书

记。

刘金刚同志为凯特利公司党支部书

记。

王文军同志为凯华公司党支部书记。

霍兆东同志为科纳公司党支部书记。

杨学成同志为智鑫公司党支部书记。

王广阔同志为东方公司党支部书记。

杜国良同志为新兴能源公司党支部

书记。

田丽同志为离退休党总支书记兼任

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

陈庆道同志为离休干部党支部书记，

阎富望为副书记。

李桂华同志为一二九街退休职工第

一党支部书记。

傅桂芝同志为一二九街退休职工第

二党支部书记。

杨青林同志为南山退休职工党支部

书记。

姜英莉同志为二站退休（下转四版）

所党委召开学习讨论会

关于傅强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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礼赞 70年 感恩化物所
◎赵世开

人生如登山，拾级而上，一步一步坚

持，只有不畏艰险，奋力攀登，才能登上光

辉的顶点。上学读书就好比登山之旅。书

本上的知识，就好像是前人为我们所开的

路。老师就好像是那先行者，为我们引路，

关键时候拉我们一把。而同学则是一起登

山的伙伴，或搀扶鼓励或争先恐后。有时

当我们气喘吁吁地爬上一座山峰时，发现

有人早已坐着缆车上来了。但登山的经历

会让我们有能力有胆量攀登更高的山峰，

甚至是缆车也到不了的高峰。

我是在中国科学院大连化学物理研

究所（以下简称化物所）读的研究生，读研

3年，虽一路艰辛，但也一路风景。化物所

纪念建所 70周年征稿，唤起了我对化物

所的美好记忆，激发了我对化物所的感恩

之情。

第一次听说化物所，还是在大学四年

级准备考研究生的时候。我从小到大没怎

么出过远门，考大学时从丹东考到了位于

沈阳的辽宁大学，后来考研时也不想走太

远，怕去外省旅途劳顿，就想在省内找个

地方读读。化物所对我来说，似乎门槛太

高，但我对工科又不感兴趣，只好孤注一

掷，在化物所的招生简章上仔细搜寻，选

择了顾以健研究员和曾宪谋副研究员为

我的导师。作为 1977年恢复高考后上大

学的第一批毕业生，我和来自全国各地的

同学于 1982年初来到了化物所，开始了

新的学生生活。

化物所的领导和老师对我们这一级

学生充满了期待和厚望，也对我们的学业

做了详尽的计划。开学伊始，所里就为我

们安排了丰富的课程，或在化物所上课，

或在大连工学院上课，充分利用了两个单

位的师资力量。课题组的老师们也给了我

们这些年轻学子以厚爱。实验室的条件比

大学又高了一个层次，课题组的老师们作

为长辈对我们的工作和生活关怀有加，可

以说课题组就是学生的家。曾宪谋老师引

领我开始了研究生的科研项目，教导我如

何做金属有机合成反应，开启了我的科研

生涯。205组的邹多秀老师、孙同升老师、

马兆兰老师和蒋筱云老师，在曾老师出国

进修时，对我的实验都给予了宝贵的指导

和帮助。我的实验室隔壁就是核磁共振室，

韩秀文老师耐心开导、细心点拨，我合成的

化合物的结构都得以解析。郭和夫研究员

和陈希文老师虽然不是我的研究生导师，

但都指导和帮助过我。随着学业上的进步

和实验技能的提高，我的第一篇文章也得

以发表在《科学通报》上。这么多年过去，现

在回想起来，每位老师的笑脸仍然历历在

目，205组的休息室还是那么温馨。

研究生同学来自于不同的学校，遍布

天南地北，专业是各干一行，但大家相处

融洽，很少有吵架的。我知道的唯一一次

吵架发生在我和师兄弟之间。可笑的是，

我们不是为了学术观点的不同，也不是为

了谁不扫地谁不打水，而是为了谁先看一

本新到的文学杂志，友谊的小船说翻就

翻。过后大家彼此尴尬了一段时间就又恢

复了交往，毕竟是师兄弟嘛。

同学之间科研上的交流我就不说了，

互相练英语口语我也不说了，只想说说当

时研究生的文体活动。刚入学的时候，有

那么几次同学们下午在一起打排球。我以

前从来没打过排球，但也上去凑热闹。可

想而知，我上去是搅局的。会打的同学特

别耐心，没有因为我打不好而让我坐冷板

凳。后来大家都进了各自的课题组做实

验，也就没人打排球了（或许高手们打球

时不再喊我了）。我再次摸排球，已经是

20年以后的事了，并且一打就停不下来。

十几年下来，我已经熬成我们当地排球队

的队长了。当初的偶尔为之，成为我现在

的最爱。每当有新手加入我们排球队，我

总是特别耐心，使劲儿鼓励，因为我相信，

当年的我如今都能当上队长，那么任何新

手都会成为高手。

还值得一提的是大导师顾以健研究

员。顾老师 1947年毕业于浙江大学化学

系。1948年赴美国圣母大学研究生院攻读

有机化学，1950年获理学硕士学位。回国

后，积极从事和推动基础研究和应用研

究，包括火箭推进剂等领域。顾老师是粉

碎“四人帮”后化物所的第一任所长，为化

物所科学事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顾

老师对学生和蔼可亲，虽然他后来到北京

担任中科院秘书长，但他对研究生的遥控

还是很紧。不论是他回大连，还是我去北

京，作为学生，我总是有机会得到顾老师

的耳提面命，接受他的谆谆教导。读研后

期，顾老师希望我能去国外见识见识，所

以安排我去中科院北京研究生院进修了

一个学期的英语，接着又推荐我去圣母大

学化学系读研究生，继续研究金属有机化

学。后来我又搞过一段药物化学，但最终

定位在碳水化合物的稳定性同位素标记

这个研究和生产领域。虽然我发表的文章

屈指可数，文章的质量入不了《自然》《科

学》，但仍尽己所能为糖化学、糖生物等领

域作出微薄但不可或缺的贡献。

顾老师于 2017年去世，享年 95岁。

曾老师夫妇身体依然健康，这几年回国见

到他们都倍感亲切。我现在的年龄比当年

刚进化物所时导师们的年龄还大。不记得

在哪儿见到一句话，“人到一定岁数，自己

就得是那个屋檐，再也无法另找地方躲雨

了”。我虽然不能像当年导师们那样为年

轻人遮雨挡风，但我也知道自己在家庭、

职场和社会上的责任和义务，尽力去担当

去影响。

如果说辽宁大学奠定了我人生的基

础，化物所多学科全方位的研究领域则让

我站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有了新的视野，

让我对科学研究不再有神秘感和畏惧感，

科学的珠穆朗玛峰不再是那么高不可攀。

如果不是因为化物所，我的人生也许会走

上另一条路径。花也许还一样香，路也许

还一样宽。但回头看看，我还是庆幸我所

走过的路。珍惜我的今天，也就由衷怀念

化物所的经历，感谢化物所老师们的教导

和提携。我由衷祝愿化物所的（下转四版）



50

化物生活4 通讯地址：大连市中山路４５７号１１６０２３

为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号召和

凝聚我所广大青年弘扬“五四精神”，展现

我所职工蓬勃的精神面貌和激扬的青春

活力，前不久，长兴岛园区综合处组织举

办了首届“科住杯”长跑活动。活动得到广

大在岛职工和学生的积极响应，园区 70

多人参加了本次跑步活动。

本次跑步活动全程 5公里，长跑开始

前参加人员在活动横幅上签下自己的名

字并合影留念。随着一声口令，参加人员

快速起跑，经过激烈的角逐，来自科住物

业的冯世界获得男子组第一名，用时 22

分 54秒；第二名 DNL906组邱永涛；第三

名 DNL 1202组张建明；第四名 1102组贺

志刚；第五名 1102组李博翰。女子组第一

名被长兴岛园区综合处王娜获得，用时

25分 25秒；第二名科住物业孙波；第三

名科住物业刘日芳；第四名 1102组芦慧；

第五名 1501组尹颖华。大家以饱满的热

情参与了长跑活动，不仅领略了园区内的

风光，更收获了跑步带来的愉悦。

（文 /王娜 图 /姜磊）

（上接三版）同学同仁继续发扬光大化物

所几代科学家坚韧不拔的精神，在科研工

作中不断取得新的成就，为人类社会的进

步作出更大的贡献。

作者简介：赵世开，大连化物所 81级

研究生，师从顾以健研究员和曾宪谋研究

员，后留学美国，获圣母大学博士学位。现

任 职 于 Omicron Biochemicals, South

Bend, Indiana, USA,从事稳定性同位素标

记碳水化合物的产品开发和生产。

科学赤子初心不忘

爱国情怀强国梦想

七十年奋勇登攀

累累硕果尽显荣光

新时代，建伟业

创世界一流率先领航

科学赤子初心不忘

报国使命强国梦想

七十年拼搏奉献

济济英才为国争光

新征程，立潮头

建科技强国再创辉煌

锐意创新，敢为人先有担当

协力攻坚，众志成城打硬仗

严谨治学，一丝不苟求真理

追求一流，砥砺奋进志昂扬

注：正值建国、建院、建

所 70周年之际，作者结合

化物所发展历史和精神传

承，创作了一首歌词，献礼

所庆，并已由我所回晓康谱

曲。现将此歌词刊登于《化

物生活》，欢迎广大职工、学

生提出宝贵修改意见，联系

信箱：ghzhao@dicp.ac.cn

（上接二版）职工第一党支部书记。

孙靖宇同志为二站退休职工第二党

支部书记。

孙以珠同志为二站退休职工第三党

支部书记。

冯亮同志为仪器分析化学研究室（一

室）党支部书记，张海军同志为副书记。

周永贵同志为精细化工研究室（二

室）党支部书记，吴波同志为副书记。

金玉奇同志为化学激光研究室（七

室）党支部书记，房本杰同志为副书记。

王峰同志 为 生 物 能 源 研 究 部

（DNL06）党支部书记。

丁云杰同志为化石能源与应用催化

研究部（DNL08）党支部书记，马怀军同志

为副书记。

王树东同志为节能与环境研究部

（DNL09）党支部书记，程 昊同志为副书

记。

田鹏同志为低碳催化与工程研究部

（DNL12）党支部书记，魏迎旭同志为副书

记。

张洪章同志为储能技术研究部

（DNL17）党支部书记。

何腾同志为氢能与先进材料研究部

（DNL19）党支部书记。

李振涛同志为办公室和监察审计处

联合党支部书记。

关佳宁同志为科学传播处党支部书

记。

肖宇同志为科技处和能源技术研究

平台（DNL20）联合党支部书记。

吴江同志为重大项目与质量处和保

密处联合党支部书记。

张晨同志为知识产权与成果转化处

党支部书记。

孙军同志为人事处党支部书记。

熊博晖同志为研究生部党支部书记。

赵金同志为综合管理处和长兴岛园

区综合处联合党支部书记。

申林同志为基建处党支部书记。

张书军同志为财务资产处党支部书

记。 （办公室）

长兴岛园区举办首届“科住杯”长跑活动

词：周光才、赵冠鸿

曲：回晓康

科学赤子关于傅强等同志任职的通知

mailto:ghzhao@dicp.ac.c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