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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化供给侧改革，繁荣原创科普精品 

科普中国创作大会暨 2022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年会在西安开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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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8 月 18 日，由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科普中国发展服务中心主办，主题为“深化供给侧改革，

繁荣原创科普精品”的科普中国创作大会暨 2022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年会，以线下线上结合方式在西安开

幕，并通过网络平台进行直播。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理事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周忠和，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党委

书记、常务副理事长王挺研究员等线上参会。会议特邀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粒子天体物理中心主任、

国家天文台空间科学部首席科学家张双南研究员，西安交通大学程海教授，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

韩喜球研究员，中国纪录片导演、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行业委员会副主任李成才作主旨报告。陕西

省科协常务副主席李肇娥主持开幕式，陕西省科协党组书记李豫琦和王挺分别致辞。 

李豫琦说，截至“十三五”末，陕西省公民具备科学素质的比例达到 10.13%。近年来，陕西省科协

大力推进科普宣传和科普创作，通过组织开展优秀科普作品征集等活动，发现培育优秀科普科幻创作人

才，涌现一批优秀科普文章、科普摄影、科普短视频以及科幻作品。 

王挺表示，近年来，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年会逐渐发展成领域内有广泛社会影响力和专业权威性的品牌

活动，在促进科普创作理论与实践交流方面发挥重要作用。科普创作是新时代科普事业的重要方面，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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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 2022 年第三期会员作品沙龙活动纪实 

第七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获奖作品公布 

我会会员和团体会员单位榜上有名 
据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官方微信号 8月 18 日发布的信息，根据《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评

奖条例》规定，经评审委员会专家评审，组织委员会审定，第七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

共评选出科普图书类特别奖作品 2种，金奖作品 10种，银奖作品 19种；科普影视动画类特别奖作品 1

种，金奖作品 5 种，银奖作品 10 种；青年短篇科普佳作类金奖作品 9 篇，银奖作品 20 篇（名单详见中国

科普作协网站及微信公号），现予以公布。 

上海市科普作协会员和协会团体会员单位在此份获奖名单中亦有上佳表现。其中本会会员乔志远发表

在《科学画报》杂志上的作品《动物世界，亦有江湖》获青年短篇科普佳作类金奖；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

出版的《深海浅说》（汪品先著）、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的《寻找失去的星空》（上海天文馆、上海童书

研究中心编）获科普图书类金奖；上海光锥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出品的《寻觅自然》（本会会员汪诘编

剧）、上海睿宏文化传播有限公司等出品的科普特效电影《黑洞探秘》获科普影视动画类银奖。 

经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工作办公室批准，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于 2008年 5月设立“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

秀科普作品奖”。该奖项是中国科普创作领域的最高奖项，每两年评选一次。用于表彰奖励全国范围内以

中文或国内少数民族语言创作的优秀科普作品的创作者和出版制作机构，参评作品主要分为科普图书类，

科普影视动画类、青年短篇科普佳作类（从第五届开始新增）三个类别。此前六届评奖活动累计评出科普

图书奖优秀奖（金奖）104种，提名奖（银奖）206种，影视动画优秀奖（金奖）44 种，提名奖（银奖）

81 种，短篇科普佳作金奖 14 种，银奖 29种。评选产生的特别奖和金奖作品将直接获得被推荐进入国家科

技进步奖评审的资格。迄今为止，已有 18种获奖作品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 

 

快新时期科普创作高质量发展，一要大力推动全社会高度重视科普原创，支持原创科普；二要大力推动

科学家积极投身科普原创，涌现更多“高士其”式的科普创作领军人物；三要大力推动广大科普创作者

尤其是广大会员积极回应时代命题和人民需求，创作出无愧于我们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伟大经典。 

大会主旨报告环节由周忠和院士主持，张双南、程海、韩喜球、李成才分别以《慧眼如炬：活捉黑

洞、号脉中子星——我们为何仰望星空？》《亚洲季风与文明》《海底两万里——从科幻到现实之旅》

《自然影像背后是什么》为题作主旨报告，分享各自领域科研进展和亲历感受。 

当天会上还公布了第七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获奖名单和第五届王麦林科学文艺创作

杰出人物。经作品申报、初评、终评、公示等多个环节，第七届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优秀科普作品奖共评

选出科普图书类特别奖作品 2 种，金奖作品 10种，银奖作品 19种；科普影视动画类特别奖作品 1种，

金奖作品 5 种，银奖作品 10 种；青年短篇科普佳作类金奖作品 9 篇，银奖作品 20 篇。继金涛、叶永烈、

郭曰方、李毓佩、谈祥柏、张景中等之后，王晋康获得第五届“王麦林科学文艺创作奖”。 

科普中国创作大会暨 2022中国科普作家协会年会还围绕“优化科普内容资源、助力科学教育改革”

“生命科普创作座谈”“繁荣科普文化，提升创新能力——文化与科普创作论坛”“应急科普融合创新”

“激发环保科普创新能力，共建清洁美丽世界”“繁荣生态科普原创精品，记录与自然同行的故事”等

主题，同步开展 6个特色分论坛，邀请国内科普科幻创作和科学传播等领域知名专家学者、行业领军人

物，通过主题演讲、圆桌对话等方式进行分享交流。    （全文详见协会网站 http://www.shkpzx.com）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第三期会员科普作品沙龙于 2022 年 7月 2日以线上方式成功举行。本次会员科

普作品沙龙以“《骨健康必听必看》科普丛书创作与医学科普”为主题，特别邀请到了医学界、科普传

播界的几位重量级专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任、复旦大学医学科普研究所所长董健教授作

为本期沙龙的主讲嘉宾，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骨科主任医师、复旦大学医学科普研究所办公室主任林

红主任医师担任助讲嘉宾；中华医学会科普专家委员会唐芹副秘书长、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贾永兴副总

编辑、《健康教育与健康促进》杂志编辑部李文芳主任以及《解放日报》王艳辉记者应邀担任本期沙龙

互动嘉宾；著名医学家、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前院长、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终生名誉理事长杨秉辉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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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四届上海市大众科学传播人物选树结果名单公示 

十位上榜者中我会会员占五席 
据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官方微信“上海科协”8月 19日发布的信息，根据《关于开展第十四届上海市

大众科学传播人物选树活动的通知》(沪科协〔2022〕21 号)要求，由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和上海科技发展

基金会联合主办的第十四届上海市大众科学传播人物选树活动已完成推选工作。本着公平、公正、公开的

原则，经第十四届上海市大众科学传播人物选树评审委员会评定，现将选树结果名单予以公示： 

第十四届上海市大众科学传播杰出人物（按姓氏笔画排序） 

杨志根   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 

◆赵晓刚  同济大学附属上海市肺科医院 

◆姜雪峰  华东师范大学 

◆程蕾蕾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 

◆褚君浩  中国科学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 

第十四届上海市大众科学传播新锐人物 

◆刘夙    上海辰山植物园 

汤康敏   上海中医药大学 

李志玲   上海市儿童医院 

李晶     波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傅昇岽   上海广播电视台东方广播中心  

（有◆者为本会会员）              

 

）有◆者为本会会员 

 

 
新 会 员 名 单  

陈爱华   何祝清   景   雯   李   晓   刘   华   卢   漪   濮阳蓁   孙明轩   王西敏  徐   浩   薛   斌    

周韧刚   代   丹   潘   亮    

    

 

 

 

 

授为沙龙活动作总结。 

  经过沙龙筹备组的多方筹

划以及多位嘉宾的精心准备，

本次沙龙吸引了本会会员、复

旦大学医学科普研究所、复旦

大学医学科普青年联盟成员、

上海市历届大学科普创作培训

班学员，以及来自全国各地的

科普爱好者等 100余人在线参

与。活动由上海市科普作家协

会理事、华师大孟宪承书院苏

振兴主持。 

受协会理事长钱旭红院士委托，协会副理事长兼秘书长江世亮在简短致辞中感谢各位嘉宾和科普同

道对协会这一品牌科普活动的支持和参与，并预祝本次沙龙取得丰硕成果。 

  丛书包含了颈椎病、腰突症、骨质疏松、髋膝关节病、老年人骨折等 5个分册，内容基本涵盖了临

床常见的骨科问题。本套丛书的一大亮点是书中呈现的知识会随着相关学科知识的更新迭代而作动态调

整，读者通过扫描书中的二维码，就可以获得不断更新的科普小视频，如此就使书中的知识与时俱进，

这也是在信息融媒体时代，推动科普出版物不断创新发展的一种全新尝试。 

在沙龙的互动问答阶段，主持人话音一落，就有多位听众举手提问，董健教授、林红主任医师等都

耐心地一一作答。沙龙自由交流环节，嘉宾充满热情地回应并与听众热烈互动 

（本次会员科普作品沙龙活动报道全文详见协会网站 http://www.shkpzx.com） 

http://www.shkpzx.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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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员风采

采 

 

关于筹办“吴家睿科普作品评论会”的信息 
为推动和繁荣科普原创，倡导和加强对国内具有影响力和代表性的科普作家的代表作的评论之

风，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在中国科普研究所、上海市科协、中国科普作家协会等单位的支持下，拟

在今年 10 月下旬的适当时候召开“吴家睿科普作品研讨会”。这也是本协会自 2016 年以来相继举

办了卞毓麟、杨秉辉、叶永烈、谈祥柏、顾凡及、汪品先等几位科普大家的科普作品研讨会后，拟

举办的又一位科普名家的作品研讨会。 

吴家睿现为中科院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员，从事复杂疾病的系统生物学研究。吴

老师深知科学普及、科学传播工作之重要，自 1997 年回国工作后，他就应《文汇报》《科学》杂

志等媒体之约，撰写、出版了一批跨科学、医学、哲学、社会、伦理等学科边界的高端科普文稿。

近年来他创办“吾家睿见”微信号，对涉及生命系统及生命本质、科研范式、科学伦理等话题发表

自己的见解。吴老师去年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生物学是什么》更是一本能呈现其科学素养、

洞见思辨和文字表达的代表作。 

协会希望通过吴家睿科普作品评论研讨会的举办，能引发更多的科学家关心并投身元科普创

作，激励更多科普作家更专业地参与重大科研成果科普化解读的本真意愿。 

协会在此向会员通报这一信息的同时也同时向会员征集对吴家睿老师作品的评论点评文稿，来

稿长短不限，重在对其作品的写作风格特色做探讨，更欢迎有不同意见的交流商榷。吴家睿近年的

作品通过微信订阅号上查询“吾家睿见”微信号即能收悉。因要在会前印制《吴家睿作品评论研讨

会文集》，有意投稿者希望能在 9 月 17 日前将您的文稿（附个人简介）发到协会邮箱：

shkpzx.vip.163.com 并同时抄送 jsl@whb.cn 

因疫情防控，线下会议对人数有控制，本次研讨会将邀请部分会员参加，投稿会员优先。 

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 

2022 年 8 月 20 日 

 

 

 

   

吴 健 生态学博士、环境损害司法鉴定人 

上海市环境科学研究院高级工程师 

上海市生态环境系统专业技术领军人才 

中国科普作家协会、上海市科普作家协会会员 

吴  健  生态学博士。先后主持或参与 UNDP、中意合作、国家

863 计划、生态环境部、市科委及生态环境局重大科研项目 50 余项，

在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 Soil Research 、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and Assessment、环境科学、环境科学

学报、生态学报等专业期刊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参与编写专著 8

部，申请专利 6 项，取得软件著作权 20 余项，先后获得上海市科学

技术一、三等奖各 1 项、上海市决策咨询一等奖 1 项。近年来，作为

主创人员，围绕城市湿地生态主题，为“上海国际自然保护周”活动

连续创作湿地生物系列绘本，唤起广大市民对自然的关爱。其中，上

海常见湿地水鸟绘本（2018 年）和上海常见鱼类绘本（2020 年）获评生态环境部“优秀生态环境宣传产

品”。2021 年，编写出版科普读物《上海城市湿地生态——自然与人文的交融》，该作品入选联合国

《生物多样性公约》缔约方大会第十五次会议（COP15）上海云展馆 3D 展示厅展示作品，并在 2022 年被

评为“上海市优秀科普图书”。上海市政府新闻办官微“上海发布”连续转载系列绘本主要内容，累计

阅读量超过 20万次，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