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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春之花在祖国海疆绽放

于萌，女，中共党员，中海
油田服务股份有限公司采油工
程师，主要从事提高采收率用
化学产品的自主研发工作。她
带领团队以保障祖国海上油气
增储上产为使命，聚焦突破提
高采收率关键技术，成功自主
合成了可在线注入分散调驱体
系，实现了海上高矿化度油田
的低成本调驱，为助力中国海上油气增储上产贡献智
与力。曾荣获“中国海洋石油集团有限公司第三届青
年科技英才”“第二届渤海地区十大杰出青年”“第四
届中海油服青年先锋”荣誉称号，并多次在SPE国际
会议宣讲海上油田提高采收率技术。

育“津原”稻种端稳中国饭碗

于福安，男，中共党员，天津
市优质农产品开发示范中心研究
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
他深耕农业育种38年，先后承担
国家和天津市重大科技项目30
多项，育成水稻品种40个，大幅
提升了天津水稻的产量和品质。
他攻坚克难，完成了水稻机插育
苗、配方施肥、极端气候防御等40
多项技术改造，科研成果覆盖天津水稻面积80%，并推
广到全国多省市，创造经济效益。他先后荣获天津市科
技进步特等奖、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全国先进工作者、
天津市优秀科技工作者标兵、天津市劳动模范、天津市
五一劳动奖章、九五立功奖章等荣誉。

擦亮“心灵窗户”的白衣天使

王雁，女，中共党员，天津市
眼科医院教授、主任医师、博士生
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
家。她潜心研究新理论新技术，
在我国开展第一例微创型全飞秒
手术并在全国成功推广 350余万
例，并不断提高诊疗精准度和效
率，引领我国屈光手术走向国际
前列。她响应习总书记关于青少
年近视防控号召，投身各种公益和科普宣传，受众上千
万，为我国视觉健康事业做出重要贡献。她曾荣获全
国五一劳动奖章、中国女医师协会五洲女子科技奖、亚
太眼科杰出贡献奖、天津市杰出人才、首届海河医学
学者、中华医学会奖等多项荣誉。

求真务实 探针灸奥秘

王舒，男，中共党员，天津市中
医药研究院教授、主任医师，享受
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他扎根针
灸科研一线 30余年，在针刺作用
机理研究、针刺手法规范化及量效
规律研究等方面取得了重要成
果。在石学敏院士指导下，他带领
团队成功申报国家中医针灸临床
医学研究中心，确立了天津针灸在
全国领先地位。他多年致力于针刺技术推广，促进针灸
国内国际学术交流，推动针灸技术向世界的传播。作为
国家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他主持国家及省部级课题
30余项，荣获中国青年科技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荣誉。

坚守在平凡工作岗位上的
“检验人员”

王玉娥，女，中共党员，蓟州区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检验科主任技
师。在抗击新冠疫情的战斗中，她
带领团队第一时间请战，每天与病
毒“零距离”交锋。随着疫情进入
常态化管理，为应对核酸检测量剧
增的现实困难，她不断优化PCR
实验室的检测流程，第一时间实现
了待检标本的“0库存”。在日常
检验工作中，她不断拓展检测项目，提升检测能力，实现
了全区无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发生的卫生目标。她曾荣
获天津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三八”红旗手称号。

将大跨桥梁论文
写在祖国大地上

王海良，男，中共党员，天津城
建大学土木工程学院教授。他立足
国家重大基础设施建设需求，在大
跨桥梁施工技术领域广泛开展社会
服务，先后承担百余座大跨桥梁技
术服务工作，解决施工过程中技术
难题，确保桥梁建设安全质量，有力
提升了我市在大跨桥梁施工技术领
域国际国内声誉。他将社会服务取
得的成效反哺教学，在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等方面取得突出
成绩。他主持、参与的项目获得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3
项、二等奖2项，获天津市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荣获天津
市劳动模范、天津市五一劳动奖章等称号。

追寻“公能”初心
践行报国使命

牛志强，男，中共党员，南开
大学化学学院应用化学与工程研
究所研究员。他面向国家的重大
需求，瞄准“卡脖子”的关键核心
技术难题，主持国家重点研发计
划子课题和国家级项目7项，带领
团队在水系电池领域取得重要进
展，推动了水系锌电池在大规模
储能领域的产业化进程，服务国
家“双碳”战略。他曾荣获国家优
秀青年基金、天津青年五四奖章、科睿唯安全球“高被
引科学家”等荣誉，2021年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得天津市
自然科学一等奖。

知行合一 勤耕不辍
助力科教兴国

艾玎，女，民盟盟员，天津医
科大学生理学与病理生理学教
授、博士生导师。她长期致力于
我国代谢性心血管疾病发病机制
及规律的研究，并通过药物筛选
的方法发现潜在药物治疗靶点，
其研究成果对于认识糖脂代谢紊
乱在心血管稳态中的作用具有重
要的理论意义和临床实用价值，
在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取得了广泛的影响。她曾获得霍
英东青年教师教育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优秀青
年科学基金、杰出青年科学基金、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
计划青年学者项目、天津市青年科技奖等。

践行健康中国战略
引领脊柱脊髓学科发展

冯世庆，男，中共党员，天津医
科大学总医院骨科教授、主任医
师。从医三十年，他将全部精力聚
焦于脊髓损伤的病理机制阐明和
修复手段研发，带领团队历经 10
余年，建立了脊髓损伤分子病理数
据库，填补了我国在国际脊髓损伤
流行病学方面数据的空白，并制定
了一套适合中国患者的脊柱脊髓
损伤规范化诊疗体系，显著提高了
我国脊柱脊髓损伤诊疗水平，有效降低致残率和并发
症率。他曾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及省部级科
技进步特等奖1项、一等奖2项。

守赤诚奋斗之心
为航空事业奋斗终身
任金茹，女，中共党员，成立航

空股份有限公司高级工程师。她从
事航空技术研发工作四十余年，曾
参加了国家重点工程及多个型号的
设计、研制工作。发表技术论文20
多篇，其中3篇入选中国国防科技
报告中。她带领团队自主设计飞机
火焰抑制器，自主设计40兆瓦级双
燃料喷嘴，填补了国家空白；主持研
发“航空发动机燃油喷嘴等增材制
造”获得工业和信息化部科学技术成果认定证书。她曾
荣获航空工业总公司科技成果二等奖2次、三等奖1次，
获得中航发西安航空发动机有限公司重大科技成果一
等奖1次、二等奖3次，荣立航空工业三等功。

让花椰菜拥有世界一流的
“中国芯”

孙德岭，男，中共党员，天津
市农业科学院研究员、“国家新世
纪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享受国
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天津市杰出
人才、国家大宗蔬菜产业技术体
系的菜花岗位专家。扎根田间30
多年，完成世界上首次花椰菜全
基因组测序，开发“花椰菜育种专
家系统”，填补了国内外菜花育种
技术信息化领域的空白；在国内
率先建立了菜花TuMV及黑腐病苗期人工接种抗性鉴
定方法和标准，创建了国内规模最大的菜花种子资源
库，破解了菜花种子“卡脖子”难题。主持国家及省部级
项目50多项，作为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二
等奖1项、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6项。

牢记教书育人初心
践行科技创新使命

杨海波，男，中共党员，天津师
范大学心理学教授。入选天津市
“131”创新人才第一层次人选、天津
市课程思政优秀教学团队负责人。
研究开发心理健康监控与调适系列
设备，获得发明专利授权6项、实用
新型专利授权7项。连续9年在四川
震后灾区（绵竹）义务开展心理咨询
服务。抗击疫情期间带领团队编写
《新冠肺炎疫情心理防护手册》并获天津市优秀出版物奖
（网络出版物奖）。先后获天津市首届创新能手、天津市
课程思政教学名师、天津市优秀科技志愿者等称号。

倾心农技 扎根乡村
造福农民

肖建中，男，中共党员，武清区
农业发展服务中心蔬菜站推广研究
员、武清区农业领域肖建中名师工
作室领衔专家、东西部扶贫协作柔
性专业技术人才、武清区南蔡村镇
丁家村“乡村人才振兴大院”示范服
务基地牵头人。30余年，始终扎根
农业生产第一线，一心扑在农技推
广上，书写了一位基层农技推广人
员的精彩人生。先后主持参与各级
科研项目12项，先后获得农业部丰收奖、天津市科技进
步二等奖、“天津市结对帮扶困难村优秀驻村干部”称号、
“天津市优秀共产党员”称号等。

用“天津方案”
护佑雪域高原百姓健康

宋振强，男，中共党员，天津医
科大学主任医师，天津援西藏昌都
市藏医院院长。援藏期间，创新
“一二五十 X”医疗援藏“天津方
案”，深入开展对昌都市藏医院实
施深层次帮扶。在他的带领下，
2022年，昌都市藏医院被列为“十
四五”西藏两个省级区域医学中心
之一，这是全国唯一一家民族医院
获此殊荣。他深入农牧区建立基层慢性病防治体系，建
立起西藏第一个慢病管理中心，用医疗技术灌溉民族团
结之花茁壮成长。

扎根畜牧一线
助力乡村振兴

张效生，男，中共党员，高级畜
牧师，天津市农业科学院畜牧兽医
研究所养羊创新团队首席，累计主
持和参与国家生物育种重大专项、
国家重点研发、国家自然基金及省
部级科研项目50余项，获国家授
权专利9项。他扎根肉羊产业20
年，开展良种肉羊胚胎移植产业、
优质肥羔工厂化生产等技术研究
应用，构建了高效的育繁推一体化技术体系。曾获天津
市“131”创新型人才第一层次人选、天津市农业科学院
“脱贫攻坚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倾情奉献
让中国饭碗装上更多“天津粮”

郑爱军，女，中共党员，天津市
农业发展服务中心农业技术推广
研究员，主要从事水稻栽培技术研
究。2018年发起天津小站稻地方
标准构建行动，主持建立了国家小
站稻栽培标准化示范区和国家水
稻农业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平
台。目前天津小站稻已经建立标
准化示范区 10万亩，标准化引领
天津小站稻实现了高质量发展。先后推广水稻新品种
35个，主持及参加省部级科技项目 30余项，获得省部
级科技进步奖10项。

穿江越海无止境
从此天堑变通途

贺维国，男，中共党员，中铁隧
道勘测设计院有限公司首席专家，
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主持
完成了数十座穿江越海水下隧道
工程，提出了内河沉管隧道修建关
键技术及标准体系、复杂条件超长
深埋水下暗挖隧道安全保障体系
等理论方法，主编完成国内首部沉
管法隧道技术规范。先后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1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6项、全国勘
察设计行业建国70周年科技创新带头人、中华国际交
流基金会杰出工程师青年奖、天津市中青年科技领军人
才等称号，并当选中国科协十大代表。

以爱之名 温柔守护

校海霞，女，中国科学院天
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副研究
员，主要从事分子病毒学、疫苗
和抗体的研究。她带领团队开
展新型冠状病毒的抗原表达纯
化工作，为一线医院的临床血
清学检测提供了珍贵的抗原，
正是利用这些抗原，筛选获得
了可以中和新型冠状病毒的中
和抗体，为新型冠状病毒的防
治做出了积极贡献。曾入选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
促进会、天津市滨海新区“131”创新型人才培养工
程，获中华预防医学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天津市
2020年“最美科技巾帼”等称号。

计算驱动创新路上的守望者

康波，男，中共党员，国家超
级计算天津中心正高级工程
师。主要从事高性能计算与智
能计算应用研发，负责天河超算
应用生态与产业链创新工作。
担任中国计算机学会、中国人工
智能学会等多个专委会委员。
他赓续“天河”精神，实践计算驱
动创新模式，在超算应用环境、
共性技术、行业平台建设方面带
领团队集中攻关，担当新时代科技创新使命，为新一
代超级计算生态建设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曾荣
获天津市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深耕人工合成淀粉“无人区”
为端牢中国人饭碗开新路

蔡韬，男，中共预备党员，中国
科学院天津工业生物技术研究所研
究员。他带领团队在国际上首次实
现了从二氧化碳到淀粉的全合成，
得到国内外领域专家的高度评价，
被业内称为“典型的 0到 1原创性
突破”。他敢坐冷板凳甘坐冷板凳，
默默钻研，用 6年的时间在科学研
究的“无人区”留下了自己坚实的脚
印，为我国“双碳”目标和粮食安全
重大战略的实现做出了积极的贡献。曾获“2021中国
科技的青年力量”和“2021年中国科学院年度团队”等
荣誉称号，并入选“中国科学院青年创新促进会”会员。

为大力弘扬科学家精神，激发科技工作者的荣誉感、自豪感、责任感，团

结凝聚广大科技工作者以强大的创新自信奋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新征

程，市委宣传部、市科协、市科技局和市工信局联合在全市开展2022年天津

市“最美科技工作者”学习宣传活动。经广泛动员、组织推荐、专家评审、社

会公示，决定发布于萌等20名2022年天津市“最美科技工作者”优秀事迹。

获得2022年“最美科技工作者”称号的同志，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热爱

祖国、热爱人民，恪守科学道德，树立良好学风，自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

观，为我市科技创新和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作出了突出贡献，是全市广大科

技工作者的优秀代表。他们有的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在前沿领域和基础研

究上取得了重要成果；有的面向国家重大需求，勇于解决经济社会发展和国

家安全“卡脖子”问题，在攻克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实现了重要突破；有的面

向经济主战场，推动科技经济融合发展和科技成果转化应用，为构建新发展

格局作出了重要贡献；有的面向人民生命健康，为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

身体健康作出了突出成绩；有的扎根基层一线，为乡村振兴、共同富裕、全民

科学素质提升作出了积极贡献。他们的事迹，生动诠释了“爱国、创新、求

实、奉献、协同、育人”的新时代科学家精神的真谛，生动展现了全市广大科

技工作者坚定创新自信、勇攀科技高峰、勇于担当作为的精神风貌，是全市

广大科技工作者学习的榜样，全市广大科技工作者要向他们学习。全市各

级各类媒体要广泛宣传他们的先进事迹，大力营造比学赶帮超的浓厚氛围，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大都市汇聚强大合力，为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

贡献智慧力量，以优异的成绩迎接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