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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届中国知青春晚将亮相

2015年1月20日，未来论坛创立大会
盛大开幕。国内外顶尖科学家和科技领
袖走上讲台:美国未来学家、谷歌公司工
程主管、《奇点临近》一书作者雷·库
兹韦尔（Ray Kurzweil）、百度公司首席
科学家吴恩达、美国通用人工智能会议
主席本·格策尔（Ben Goertzel）、北京
大学讲席教授饶毅、清华大学教授施一
公、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资深研究员王
晓东等。极高水准的演讲和思想碰撞，
在当今中国可谓一时无两。

就在当天的创立大会的结束致辞
上，未来论坛创始理事、高瓴资本集团
创始人张磊发起了做中国自己的科学大
奖的倡导。

一个民间倡议的“科学大奖”就此
浮出水面。看似偶然，实际上必然会发
生。

早在此前一年半，张磊受了由俄罗
斯亿万富翁尤里·米尔纳等人设立的科
学突破奖的很大影响，萌生“做一个中
国的科学大奖”的愿望，为此他曾和施

导 语 ： 2 0 1 6 年 1 月 1 7
日，“未来”论坛年会上，
未来科学大奖正式宣布成
立，第一届未来科学大奖将
设立生命科学和物质科学两
大奖项，奖金各为100万美
金。

作为中国首个非官方、
非营利、民间发起的科学大
奖，这无疑是一项创举。

2015年1月20日，一个
名曰“未来”的论坛在北京
创立。一年走过，它聚集了
一批创新者，国内外顶尖科
学家和科技领袖，成为中
国关注“跨界交流、着眼未
来”、倾听“未来之声”的
一个高端科技平台。

一公讨论过可行性，也分头拜访了饶毅、
王晓东，但苦于没有实施和组织团队。如
今，看到未来论坛正是一个理想的平台，
张磊再次提起夙愿。

经张磊引见，武红和未来论坛创始理
事、水木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方方拜访了
施一公、饶毅、丁洪、王晓东等科学家，
得到了他们的一致支持。这些顶尖科学家
所组成的科学委员会的加入，使得未来科
学大奖具有了专业上的保障。

从诺贝尔奖、图灵奖、菲尔兹奖到科
学突破奖等挨个研究一过后，武红他们发
现，这些国际知名的科学大奖无一例外是
由个人或家族捐赠的，而政府背景的科学
奖项在学术界以及国际影响力上，往往难
以望其项背。

由此，未来科学大奖的民间性质被确
立。

但是，在科学大奖模式的建立上，
创始团队却遇到意想不到的困难。“最开
始的理想状态就是完全照着国外的模式，
建立母基金，然后用这个母基金投资回来

的钱作为奖金发放”，但这个想法很快被
证明行不通。“国外的模式不一定合适中
国。各种文化上的因素、人的因素、制度
上的因素都告诉我们，时机还未到，中国
没有这种土壤。”

之后，武红在创始理事们的建议下尝
试邀请功成名就的资深企业家参与，但均
以失败告终。“其中不乏意识尚未到位的
问题。而且我觉得大多数中国人都有一种心
理，不愿意第一个吃螃蟹，就是‘看’——
这事你们先做做看吧，做起来好了再说。”

“那个时候我其实挺沮丧的，”武
红对《知识分子》坦言。幸运的是，未来
论坛的创始理事们最终找到了适合的新的
模式：一个科学大奖基金会应运而生，其
下设立不同的奖项，每个奖项由一个人发
起，三个人一起参与。这种模式对捐赠人
来说，简单清晰，一人牵头，三人跟进，
协同性好。在资金上，未来科学大奖随即
迅速决策——奖金为100万美金，每个捐赠
人出25万。并且每个大奖、每个捐赠人都
承诺捐赠10年，这就在一定程度上保障了

习近平抵达开罗 埃及8架战机护航
20日下午，习近平主席乘专机抵达开罗

国际机场，开始对埃及进行国事访问，埃及
总统塞西亲自到机场迎接。专机进入埃及，8
架战机升空护航。

习近平于1月19日-23日开始他的新年首
访——中东三国：沙特、埃及和伊朗。

中国科学家率先发现埃博拉病毒感染人体机
制

近日，中国科学家率先发现了埃博拉病
毒感染人体的“另类”机制，为抗病毒药物
提供了新的设计依据。该研究结果15日在线
发表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Cell》上。

据报道，该研究加深了人们对埃博拉病
毒入侵机制的认识，为应对埃博拉病毒病疫
情及防控提供重要的理论基础，也为抗病毒
药物设计提供了新靶点。

埃博拉病毒是引起人和灵长类动物发病且
致死率很高的生物安全四级烈性病毒。据世界
卫生组织统计，自1976年首次被发现至今，埃
博拉病毒已经在非洲肆虐了近40年；2014年3
月开始，一场以几内亚、利比里亚和塞拉利昂
为中心的扎伊尔型埃博拉病毒疫情迅速在整个
西非蔓延开来，共导致了28000多人感染，死
亡人数接近11000人。

“春运”模式本周日正式开启 至3月3日结束
本周日（1月24日），2016年春运就将正

式拉开帷幕。《北京晨报》记者从春运工作动
员会上获悉，春运期间，包括航空、铁路等运
输方式在内，北京市进出京客流预计将达4182
万人次，比去年春运增长约4.5%。

e租宝引爆行业多米诺 新年将迎大清理
经历两年多野蛮生长之后，互联网金融行

业前期所积累的风险开始逐渐暴露出来。纵观
2015年网贷行业，从年初的里外贷爆雷，到年
中的泛亚危机，再到年终的e租宝事件、大大
集团被调查，负面新闻不绝于耳。故事的结局
无非是，一方面，投资者艰难维权；另一方
面，正规企业被负面所累。负面阴云笼罩在每
个人的心头，整个行业神经都处于高度紧绷的
状态。

在此背景下，决策层也开始逐渐加大监管
力度。去年年底，银监会会同公安部、网信办
等部门起草的《网络借贷信息中介机构业务活
动管理暂行办法》正式公开征求意见，以负面
清单形式划定了业务边界，明确提出12项禁止
行为，并要求实施备案登记。

中国成立首个民间科学大奖

新 闻 瞭 望 台 一 览 晓 中 国
1952年500万元寿险保单现世 
保险公司：最好收藏

武汉新洲凤凰镇的曹先生反映，他在翻
新家中老宅时，在一本旧书中发现一张爷爷
留下的500万元人寿保单，距今已有64年时
间。爷爷过世已经近20年，他不知道这份保
单是否还能兑付？

楚天都市报记者看到，这份中国人民保
险公司武汉分公司的人寿保单仅有一张纸，
大小不到A4纸的一半，颜色泛黄，边角已出
现破损，但上面的字迹内容仍清晰可辨。

保单的正面写明，保险人为曹某如，保
险金额为500万元，时间为1952年9月23日。
保单的反面标明了四条注意事项。

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武汉分公司，一位工
作人员表示 他们已将情况上报到省公司，
正等待省公司答复。他还表示，如果保单为
真，这是一份团体性寿险保单，因当时的一
万元相当于现在的一元，如果兑换的话也只
能兑换500元，而其收藏价值远不止这个价，
建议当事人收藏保单。

股民状告证监会主席肖钢 称其乱作为致股市
暴跌

“由于被告的渎职和不作为，甚至乱作
为……造成股市暴跌。”近日，一位名叫徐
财源的股民一纸诉状递交法院，起诉证监会及
主席肖钢，称其行为构成“行政违法”。2016
年来，A股遭遇暴跌后“双熔断”，虽然熔断
机制被紧急叫停，但7万亿市值已蒸发。

单独二孩意外遇冷：去年出生人口不增反降
2015年中国出生人口总数为1655万人，

比2014年减少32万人。
国家统计局19日公布的数据，大大出

乎此前各有关机构的预料。多位人口学者
称，2015年出生人口不升反降，说明单独二
孩政策确实已经遇冷，应该高度警惕。全面
二孩政策如果实施不到位，也有可能遇冷。

中国32城平均薪酬6070元 6成雇主计划涨薪
6%以上

2015年冬季，全国32个主要城市职位平
均薪酬6070元，北京以9227元稳居首位，其
次为上海（8664元）和深圳（7728元），杭
州以7097元的月薪超过传统的一线城市广
州，排名第四。

1月20日，澎湃新闻记者还从国内知名人
力资源机构了解到，在刚刚到来的2016年，
调查显示中国有60%的雇主计划涨薪超过

【本报综合】2016年民族和谐中国知青春节联
欢晚会将会亮相除夕夜（2月7日）！据搜狐娱乐消
息，2015年12月1日下午，2016首届中国知青春节联
欢晚会新闻发布会在北京中青大厦成功举办。由中国
民间春晚总导演杨志平发起、组织、策划，共有13个
省市和六个专业联盟代表参加。为寻找失去的记忆，
找回上山下乡“那些年”的感觉，经组委会研究决定
创办首届中国知青春晚。这是组委会成员及众多知青
艺人献给全国电视观众的新春贺礼，也是由中国知青
春晚剧组联合多家机构首次承办的大型知青春节联欢
晚会。

策划的知青春晚方案，要求体现知青元素，反
映知青岁月，展示知青风采，展现知青晚年生活。

                            （图片摘自搜狐娱乐）

6%，而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在日本63%的雇主
计划涨薪不超过3%，中国香港、新加坡和马
来西亚等地大部分的雇主计划涨薪3%至6%之
间。

文工团或迎裁撤潮
1月17日，《解放军报》披露南京军区政

治部文工团已在本轮国防和军队改革中撤编。
在该报道中，南京军区政治部文工团这一单位
之前已加上“原”字。

2015年9月3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
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在阅兵式上表示，中
国将进行第11次裁军，裁减人数为30万。

多部热播剧被下线
据悉，包括《太子妃升职记》、《心理

罪》、《无心法师》、《盗墓笔记》、《暗黑
者》、《探灵档案》在内的6部热门网剧近日
均被下架。

谙熟电视剧行业内情的网友“袖手2000”
在微博透露，这6部网剧是被举报后遭遇“事后
审查”，而这其中，有两部是“永久停播”，
其余则勒令删改后再审。网友普遍猜测，激情
戏、BL戏过多，因为“男穿女”设置带来性向
混淆的《太子妃升职记》，当属“永久停播”
之列。

有网友微博爆料，北京地铁有人穿内裤
穿梭。每年1月13日的 NO PANTS DAY（地
铁无裤日）起源于英国，主旨是“自由，不
束缚”。”今年北京也有人在地铁玩了一次
冬夏穿越，路人纷纷为之瞩目。北京当日最
低气温零下七度。

（来源：中国日报网）

未来科学大奖，图片来自未来论坛官网

（← 上接第2版，《蔡英文的私人秘密》）
她曾说自己的案例是很好的教材，从小功

课没有很好，爸爸请家教补习，很努力才一步
步越来越好。英文原本也不是很好，出国读书
后才变好。但蔡英文口中的没有很好，可能
有些含蓄，因为她不到30岁就拿到法学博士学
位，书读不好是不可能的，另一个原因，就是
爸爸一路的支持。

八年带领党脱胎换骨
这8年来，蔡英文主席和她带领的民进

党，都出现了极大的改变。民进党过去擅长的
悲情和激情，在蔡英文身上变成了慢慢地说
理。党内人认为刚开始大家真的不太习惯，觉
得场子容易冷下来，但是2012年时蔡英文输掉

总统大选，宣布败选时没有激情和悲愤，台
下的人却都泪流满面。

过去，民进党四大天王的时代，蔡英文
的崛起，让不少人跌破眼镜。其中除了谢长
廷和她亦师亦友、一路相挺；和较温和的游
锡堃有部份合作；关系不甚佳的吕秀莲、苏
贞昌，尤其蔡苏之间多年来冰冷相见，过去
蔡英文身边的人，都来自不同派系，如今，
全都成了“英派”。

说不清楚、立场不清楚，尤其是两岸关
系的维持现况，是她最让人质疑之处。不
过，从她带着民进党一路从低迷到高峰，只
花了短短8年的时间，这位下了山当总统的小
龙女，要如何带领一个“国家”走出低迷？
不只两岸三地，全世界都在看。

当地时间19日，习近平在利雅得同沙特
阿拉伯国王萨勒曼举行会谈。（来源：新华
网）

基金的持续性。
在捐赠人选上，武红表示将做严格的把控。“首先

要理念认同，我们强调他对整个科学大奖方方面面的认
同和投入，这是一个长期的事情；另外，具有良好社会
声誉、有理想、有思想并具有影响力，不仅仅是投钱的
事，还要有一个榜样作用。”

就大奖的设立、评审等诸多问题，饶毅、施一公
作为主席，王晓东、谢晓亮、田刚、夏志宏、丁洪等与
多位企业家创始理事一同专题讨论。武红介绍说，最终
仍然确保科学家是专业上的把关人。其中饶毅和丁洪作
为生命科学和物质科学两个奖项评审标准的核心的牵头
人，付出了巨大心血。初审、复审的章程，经过科学家
委员会几轮严谨讨论最终确定。

作为中国首个民间科学大奖，未来科学大奖有着自
己的野心：“我们要做全世界公认的大奖，这是我们的
一个终极目标”。不过，武红说，未来科学大奖的短期
目标还是以推动在大中华地区，包括香港、澳门和台湾
地区作出卓越研究的科学家。

（摘自《一个勇敢得开始：未来科学大奖诞生记》，作
者：李晓明、彭雯，来源：知识分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