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从第一位女天文台台长到中国原创新药带头人———

上海科创为何频出“女将军”

上海发展的源头，就有“她力量”

在“妇女能顶半边天”的中国，男女平
等的观念早已经深入人心。 然而， 直到
2017年，中国科学院中女性的比例也只占
到 6%。 但是在上海，女科研工作者的比例
却大得多。 根据市统计局一项统计表明，

2017年上海女科技工作者人数已占总数
的 1/3。

“上海这座城市从发展的源头，就离不
开职业女性的推动。”作家陈丹燕从城市发
展的角度解释这一现象。 上海是全国最早
出现职业女性的城市，在上海档案馆中，记
录着女性最早从事的两种职业， 电话接线
员和护士。 “当女性有了工作，有了经济来
源， 就可以更从容地去思考自己到底想要
过一种什么样的生活。 ”陈丹燕说。

在做科学研究时，女性的细心、耐心和
韧劲往往有助于她们在职业上走得更远。

中国首位诺贝尔科学奖得主屠呦呦带领团
队进行了 191次实验， 才从青蒿中发现了
真正的有效成分。 中电科二十一所电机事
业部高级工程师张艳丽说了这样一件事，

有一次她和同事走进一个车间， 出来后就
吐了，随后在床上躺了三天，因为人对车间
里的某些气味严重过敏。 想到今后经常要
和这个气味打交道， 和她一起的两位男同
学选择了辞职，但她留了下来。因为这份坚
持， 她现在已经是嫦娥三号、 嫦娥四号上
14个电机的“母亲”。

事业与生活，选择更多元化

作为一名女性科技工作者， 如何平
衡家庭与事业是个绕不过去的问题，上
影集团科教电影制片厂导演孙嘉翊发
现，比起老一辈的女科学家，当代年轻女
性对于这个问题的答案更丰富多彩。 “有
的老师会直接提出‘抗议’，认为这是性
别偏见；有的人则说这不是问题，完全可
以既做好工作又照顾好家庭； 还有人说
先生承担了更多的家庭责任。 ” 孙嘉翊
说，她认为，回答多元化体现出女性的自
主意识，在面对岔路的时候，女性知道自

己要什么，并能为之做出努力。

孙嘉翊还希望能破除人们对女科学家
的一种偏见———即一提到女博士、 女科学
家，就认为他们不修边幅，是“灭绝师太”，

但是她采访了许多女科学家发现， 科学界
里事业颇有成绩的女性， 一般也都拥有幸
福的家庭，各方面人际关系也不错。 比如，

她在拍摄复旦大学生命科学院遗传所教授
王红艳时，拍摄每进行一段，对方就要换一
套漂亮的衣服。 女科学家在生活上是如此
精致，在工作上又能做到一丝不苟。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恩多对此深有感
受，她说女科学家既服务好了大家，也照顾

好了小家，她们了不起。

面对公众，女科学家更有优势

作为媒体人， 新民咖啡馆负责人董纯
蕾发现一个现象， 女科学家出场的科普活
动，公众参与热情更高，认为这是女性表达
能力更强， 且更能以平等的姿态与公众沟
通的结果。

比如新民咖啡馆最近获得的一期 “爆
款”节目是采访中科院院士叶叔华，当问到
要建一座什么样的天文馆时， 她用平缓的
语调娓娓道来： 天文可以给人以更深的启
迪，让我们知道在宇宙中的位置、知道我们
在地球上的处境、 知道我们下一步应该往
哪里走……所以我拜托在座的各位一定要
把这个事情做好。 几句简单的话却有触动
人心的力量，甚至催人泪下。

当下科技工作者不仅要面对研究本
身，也要面向公众，女性善于沟通的能力在
这时就显得尤为重要，“许多时候， 让公众
理解你也是促进你研究的力量。 ” 董纯蕾
说。

“不会有人因为你是女性而照顾你，也
不会有人因为你是女性而为难你， 关键是
你自己要具备竞争力。”中科院院士王恩多
的话被许多在场的女性科研工作者复述，

在她们看来， 一个宽松包容的环境是激发
她们创新潜力的关键， 而如何发挥出更多
“她力量”， 则是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重要
课题。

她们不畏陡途险峰，用坚韧毅力取得
令世界瞩目的科研成果；她们不问付出得
失， 用热心热情为社会公众传播科学火
种；她们将改革创新的基因融入自己的血
液，感染更多有科研梦想的青年科技工作
者，耳濡目染间，已照亮了后起之秀的未
来之路。在日前举行的上海科技女性创新
文化研讨会上，上海市妇联主席徐枫的这
番话引起了许多人的共鸣。

对女性来说，这是最好的创新时代。

说起创新文化， 上影集团科教电影制片
厂导演孙嘉翊说了这样一个故事，70年
前， 有一位从事文化研究的学者整理了
世界上许多民族的神话故事， 结果发现
女性在其中总是扮演着三种固定的角
色：善良的助力者、邪恶的诱惑者和被毁
灭者被牺牲者， 那时的人们是无法想象
女性和男性一样，执宝剑、斗恶龙，最终
成长为保家卫国的英雄， 而现在的电影
中，“神奇女侠”们比比皆是。

笑称“数学成绩不好”的著名作家陈
丹燕表示，独生子女家庭让父母在女孩身
上投入的教育资源和男孩一样多， 这种
“全力以赴”有助于她们成才。在陈丹燕看
来，随着独生子女成长为社会中的骨干力
量，中国女性科学家会越来越多。

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教授雷群英
表示，大学里的女
研究生、女博士生
很多，但真正深入
科研领域统领一
个项目的女性相
对来说还是少数，

这并不是因为女
科学家在工资待
遇、 申报课题、争
取经费等方面受
到了性别影响，而
是科研女性在职
业生涯中依然会
遭遇 “透明天花
板”———生理条件

和社会对高学历女性的某些偏见，比如
是不是要读博士、是否选择科研等。 她
认为，时代发展已经让女科学家从跟随
者到伴随者，许多原创的科研成果是女
性提出的，拿诺奖的女性人数比例也在
上升。

上海市科技工作党委书记刘岩表
示， 上海科技女性们用智慧和汗水建设
创新之城的奋斗精神已经深深的镌刻在
上海的文化基因之中。 在这份优异的答
卷中，有三点宝贵的品质值得弘扬：一是
果敢担当，在重大任务时刻，巾帼不让须
眉，以具有前瞻性的眼光，用女性的力量
撑起科技半边天；二是善于创造，在漫长
艰辛的科研过程中勇于突破， 又能乐观
豁达地面对失败和挫折；三是兰心慧质，

策划的每场科普活动， 讲述的每个创新
故事，是对科学丰富深沉的热爱，也是为
社会厚植创新土壤的真情期许。

在过去三十年里，上海的女科学家
们勇攀高峰， 为上海的科技创新撑起
了“半边天”，未来要让更多的上海女
科学家们积极投身科技创新主战场，

在扬帆启程、逐梦远方的“中国号”巨
轮上，闪耀靓丽身姿和智慧之光，共同
谱写“巾帼建新功、共筑中国梦”的华
彩乐章。

女科技工作者
逐梦新时代

▲女科技工作者诗歌创作活动颁奖。

▲

中科院院士叶叔华、中国第一位女天文台台长在会上讲话。

上海市女科学家联谊会成立于 1989年，经
过三十年的发展壮大，已经成为拥有 340多名高
知女性的社会团队。作为上海女科学家的集聚地，

联谊会一直以科学报国、奉献社会、服务会员为中
心， 团结和引领广大女科技工作者在聚力科技创
新、服务知识女性、植根社会公益等方面发挥了重
要的桥梁纽带作用。

在过去的三十年里，这个集体中产生了四位院
士，获得过省部级以上科技进步奖，省部级以上“三
八红旗手”“巾帼建功标兵”等各类奖项荣誉上百个。

值得高兴的是，联谊会理事长耿美玉团队的抗阿尔
茨海默症新药 GV971也于近期批准上市， 这项老
年痴呆症的世界级创新新药，凝结着耿美玉团队 22

年的心血，也是这个集体共同的期盼与骄傲！ 春风
化雨、润物无声，女科联的接力棒传承了整整三十
年，女科联的精神也正在星火相传，发扬光大。

从中国第一位女天文台台长叶叔华、 到突破
激光聚变装置关键元器件材料的胡丽丽， 再到最
近拿出治疗阿尔茨海默病“中国方案”的耿美玉，

上海许多原创性科研成果背后， 往往有一个靓丽
的身影。日前，上海市女科学家联谊会成立三十周
年纪念大会暨上海科技女性创新文化研讨会在科
学会堂举行， 会上为人们揭秘了上海这座城市为
何能源源不断孕育出“她力量”的秘密，而科创中
心建设如何用好“她力量”，也成为热议的话题。

▲上海科技女性创新文化讨论。

■本报首席记者 唐闻佳
通讯员 王心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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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沈湫莎）

何梁何利基金 2019 年度颁

奖大会昨天在北京举行。 中

国探月工程总设计师吴伟仁

获何梁何利基金最高奖项

“科学与技术成就奖 ” ， 20

位科技工作者获 “科学与技

术创新奖”， 35 位科技工作

者获 “科学与技术进步奖”。

上海共有 8 人获奖， 其中刘

真、 樊春海、 常兆华、 王华

平 4 人获 “科学与技术创新

奖”， 杨辉、 耿美玉 、 范先

群、 刘中民 4 人获 “科学与

技术进步奖”， 上海获奖比

例占全国 14.3%。

在 2019 年度何梁何利

奖的 56 位获奖者中 ， 有两

位年龄在 35 岁以下 ， 均来

自上海 ， 而且都来自中国

科学院神经科学研究所 ，

分别是 31 岁的刘真研究员

和 34 岁的杨辉研究员 。 刘

真还成为何梁何利奖有史

以来最年轻的获奖者 ， 他

是我国完全本土培养的优

秀科学家 ， 作为团队核心

成员参与完成了非人灵长

类遗传修饰技术的研发和

模型构建 ， 培育出世界首

例体细胞克隆猴 “中中 ”

和 “华华 ” 。 杨辉从 2014

年建立独立实验室以来 ，

已 在 《 科 学 》 《 自 然 》

《神经科学》 等国际学术期

刊上发表论文 12 篇 ， 他创

建的基于全基因组的脱靶检

测技术———GOTI 技术 ， 在

精度、 广度和准确性上远远

优于世界其他同类技术， 有

望建立新的行业标准。

从何梁何利奖获奖情况看， 在医学药学、

生命科学等学科领域 ， 上海持续保持领先优

势 。 2019 年何梁何利科技进步奖在医学药学

领域全国有 6 位获奖人， 其中 3 人来自上海，

分别是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研究所耿美玉研究

员、 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范先群教授、 同济大

学附属东方医院刘中民教授。 经统计， 从何梁

何利基金设奖以来， 医学药学、 生命科学领域

全国获奖人数 259 人 ， 其中上海获奖 70 人 ，

上海的获奖比例占全国总数 27%， 凸显上海

在这两个学科领域的优势。

何梁何利基金是由何善衡慈善基金会有限

公司、 梁銶琚博士、 何添博士、 利国伟先生之

伟伦基金有限公司出于崇尚科学、 振兴中华的

热忱， 各捐资 1 亿港元于 1994 年 3 月 30 日在

香港注册成立的社会公益性慈善基金， 也是目

前国内规模最大的民间科技奖励基金 。 自

1994 年该奖项设立以来， 已奖励 1362 名优秀

科技人员， 上海累计已有 154 人获奖， 为激发

我国科技发展活力、 培养自主创新人才发挥了

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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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老龄化加
剧 ， 老年骨折日益常
见 。 在医生看来 ， 家
属理解 、 绿色通道 、

麻醉配合 、 微创理念 、

护理康复 ， 是老年人
髋部骨折手术成功的
五大要素

■ 股骨粗隆间骨
折是老年人最常见的
骨折之一 ，病理基础主
要是骨质疏松 ，一旦发
生将严重影响生活质
量。 医生建议老年人一
定要积极规范进行骨
质疏松防治 ，同时注意
预防跌倒

荨上海市第六人民医

院东院骨科主任于晓巍(左

二)看望术后的百岁老人。

（医院供图）

百岁老人人生马拉松上再获“补给”

不断打破高龄手术禁区，市六医院东院连续成功进行复杂骨科手术

人活百岁已属不易 ， 还要经历手术 ， 伤

筋动骨 ， 真是难以想象 。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

院东院最近发生的事却告诉大家 ： 老观念可

以改改了。

今年， 上海市第六人民医院骨科不断打破

高龄手术禁区， 连续为多名百岁老人成功进行

复杂骨科手术， 令百岁老人在人生马拉松上再

获 “补给”， 接力奔跑。

螺钉打在疏松的骨头上，就
像打在沙土上

曹阿婆今年 101 岁 ， 原来身体一直很健

康， 有天走路时不慎滑倒， 骨折了。

家人带着阿婆去了不少医院就诊， 但因为

年龄大、 风险高， 医院均不建议手术。 可眼看

着阿婆疼痛难忍， 子女将老人转到市六医院东

院骨科， 希望寻找治疗的可能。

由于疼痛实在剧烈 ， 老人家入院时很痛

苦， 无法翻身， 精神状态也变得很差， 家属很

担心老人的身体状况， 对完全治愈也不敢抱太

大希望。

“接诊这样的百岁老人， 手术难度大， 我

们确实感到如履薄冰。” 市六医院东院骨科主

任于晓巍说 ， 病人年纪大 ， 骨质疏松非常严

重， 再加上是粉碎性骨折， 因此骨折的复位和

固定难度很高， “螺钉钉在普通人骨头上就像

打在水泥墙上一样牢固， 但钉在骨质疏松的骨

头上就像打在沙土上一样； 加上老人合并有心

功能减退等慢性疾病， 麻醉及手术治疗的风险

相当大。”

选择手术， 还是保守治疗？ 这个选择摆在

医生面前， 也摆在家属面前。

对百岁老人来讲 ， 确实经不起折腾 。 为

此， 很多家庭会为老人选择保守治疗。 可是，

保守治疗需要持续牵引， 卧床至少两个月， 其

间可能出现褥疮、 肺部感染、 下肢静脉血栓和

肺栓塞等一系列并发症， 致死率、 致残率都很

高。 股骨粗隆间骨折又是老年人最常见的骨折

之一， 病理基础主要是骨质疏松， 一旦发生骨

折， 将严重影响生活质量， 甚至危及生命。

随着老龄化加剧， 老年骨折日益常见， 能

否给老年人一种新的可能？ 市六医院东院骨科

团队经研究讨论认为， 保守治疗并非曹阿婆的

最佳选择。

术后第一天，阿婆就能尝试
着“走几步”

鉴于病情的复杂性， 市六医院东院骨科团

队第一时间邀请麻醉科、 心血管内科等多科室

联合会诊， 进行手术评估。 其间， 医生跟病人

家属进行过多次沟通， 取得家属充分信任。 最

终， 患者家属决定尝试手术治疗。 手术团队在

征得家属同意后， 决定为老人进行股骨粗隆间

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

为减小麻醉对老人全身状况的影响和缩短

手术时间， 麻醉科采用神经阻滞麻醉， 麻醉过

程平稳， 手术历时一个多小时， 顺利完成。

术后 X 线片显示， 老人的骨折复位良好。

手术团队和家属提着的心这才放下来些。

“阿婆， 怎么样， 下地走走疼吗？” 术后

第一天， 骨科病房里， 护士长杨娟已扶着迫不

及待的曹阿婆尝试着 “走几步”。

术后第二天， 曹阿婆已可以在床上进行下

肢屈伸功能锻炼， 还可以翻身、 坐起， 并在拐

杖辅助下下地活动了。 告别疼痛的老人家， 露

出了久违的笑容。

看到老人这么快恢复行动能力， 家属对医

护人员特别感激， 一个劲地说： “谢谢医生，

让我妈妈再次拥有行走的权利。”

在临港实现 “病有所医、老
有所养”

这不是于晓巍主任团队接治的第一个百岁

老人了。 就在今年 4 月， 在多学科协作下， 市

六医院东院骨科为 100 岁的陆奶奶成功进行股

骨粗隆间骨折切开复位内固定手术。 术后， 老

人可以在床上自己翻身 ， 并用助行器辅助行

走。 当时， 陆奶奶的儿子看见母亲恢复得如此

好， 也是感慨万千， 连连道谢。

最新数据显示 ， 上海百岁老人已增至

2657 人 ， 最高寿者 112 岁 ， 女性占 75%。 于

晓巍也注意到， 这些年病房里的高龄老人逐渐

增多———百岁老人有 ， 八九十岁的老人更是

不少。

在于晓巍看来， 家属理解、 绿色通道、 麻

醉配合、 微创理念、 护理康复， 是老年人骨折

手术成功的五大要素。

为此， 市六医院东院骨科建议， 老年人一

定要积极规范地进行骨质疏松的防治， 同时注

意预防跌倒。 一旦发生骨折， 应积极预防骨折

引起的褥疮、 肺部感染、 下肢静脉血栓等并发

症。 如果条件允许， 应尽早手术治疗， 减轻疼

痛， 争取早期进行肢体活动， 避免或减少各种

并发症的发生。

从 2012 年开业至今， 市六医院东院已走

过七年光阴。 院方表示， 作为承载临港新片区

人民生命健康重托的东院人， 将持续不断提升

管理水平与服务能力， 让这里的奋斗者和他们

的家属 “病有所医、 老有所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