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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吉红，女，1967年出生，1992

年在吉林大学化学学院获取硕士

学位，1995年在吉林大学化学学院

获取博士学位。现任吉林大学化

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

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在分子筛多

孔材料的结构设计与定向合成方

面作出了重要创新性贡献，中国青

年女科学家奖和全球华人无机化

学奖获得者。

于吉红说：“当选院士，不仅是

一份荣誉，更是一份责任。当前，

吉林省正处于经济加快发展的关

键时期，作为一名科技工作者要更

好地发挥自己的作用。在科研方

面，瞄准最新国际前沿，面向国家

和地方重大需求，做出更多创新型

成果；在人才培养方面，更好地发

挥教师教书育人的职责，培养出更

多的优秀青年人才，为我省的科技

创新聚力，为国家、为东北经济振

兴作出更大贡献。”

1989年，于吉红毕业于吉林大

学化学系。毕业后，对科学怀有无

限热爱的于吉红又在吉林大学继

续求学，1992 年获取硕士学位、

1995年获取博士学位。

研究生毕业后，于吉红长期从

事无机多孔功能材料的合成与制

备化学研究工作，并凭借着扎实的

理论基础，取得了不凡的成绩。特

别是在分子筛多孔晶体材料的结

构设计与定向合成研究中作出了

重要的创新性贡献，她创建了限定

禁区设计分子筛结构的新方法，解

决了特定孔道结构设计的难题，预

测了分子筛的可能结构，发现并提

出了判断分子筛结构可行性的局

域原子间距规则；提出了基于模板

诱导、杂原子取代、计算机辅助设

计合成特定孔道结构多孔晶体材

料的若干新途径，合成出JU（吉林

大学）系列50余种在不对称催化和

大分子催化等方面具有重要应用

前景的手性孔道和超大孔道等新

型多孔晶体材料，其中多种新型分

子筛被国际分子筛协会收录、命

名。近年来，面向环境和能源的重

大需求，扎根于科研的于吉红还在

分子筛多孔材料的实际应用方面

取得重要进展。

天道酬勤，捷报频传。于吉红

的荣誉、职务和成就逐年增加，获

得国家杰出青年基金、受聘为教育

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担任国家重

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项目（973）首

席科学家、“万人计划”首批科技创

新领军人才、英国皇家化学会会

士、国际分子筛协会理事会秘书

长、英国皇家化学会《Chemical

Science》杂志副主编。在国际著

名学术期刊上发表SCI检索论文

240余篇，荣获国家自然科学二等

奖、中国青年科技奖、中国青年女科

学家奖和全球华人无机化学奖……

2015年12月7日，一个令吉大人更

加兴奋的消息传来，于吉红当选中

国科学院化学部院士。

“在课堂上秉承着严谨的治学

精神，耐心细致地讲解每一个知识

点”是学生们对于吉红的评价；“拥

有着科学家应有的智慧和毅力，在

追求真理的路上，从未停下脚步”是

科研团队成员对她的评价；“作为一

名女性，她和很多人一样，追求内

涵、修养、气质、善良以及一切美好

的事物”是同事们对她的评价。

面对荣誉和赞扬，学习在吉

大、工作在吉大、情系吉大的于吉

红说：“能够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离不开学校的培养、学院的支

持、恩师的教导、同事和团队的扶

助。今后，在科研方面，更要勇于

担当、攻坚克难，瞄准最新国际前

沿，面向国家和地方的重大需求，

做出更多创新型成果，注意和其他

学科进行交叉，发展新的增长点；

在人才培养方面，通过言传身教，

培养出更多的优秀青年人才，同时

还要及时发展、提携和凝聚青年人

才，为他们的发展铺路搭桥，时刻

牢记吉大化学学科优良传统，像老

一辈化学人学习，学为人师，行为

世范，发扬淡泊名利、为科学无私

奉献的精神，再创辉煌、作出最大

的贡献。”

发扬“两弹一星”精神 创造更多一流成果
——记我省四位新当选院士

姜会林，男，1945年7月出生。

1964年在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毕

业后留校任教，1978年考入中科院长

春光机所攻读硕士学位，师从薛鸣球

院士，1983年攻读博士学位，师从王

大珩院士。现任长春理工大学学术委

员会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

姜会林长期从事应用光学技术

研究，曾主持国家“863”重点项目、

“995”高新工程专项、“973”重大基础

研究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等

20多项，为国家作出了突出贡献。

古稀之年，获悉被遴选为中国工

程院院士，姜会林教授激动地说：

“我是长春理工大学培养的毕业生，

在长春学习工作51年半，是省委、

省政府的厚爱和支持，理工大学师

长同事们的帮助，成就了我今天的

荣誉，我要感谢党，感谢母校和许许

多多帮助过我的朋友。”

姜教授扎扎实实钻研，他的研

究成果在学术界有目共睹，有口皆

碑。在光学系统设计理论方面，姜会

林在薛鸣球院士、史光辉研究员指

导下，提出了“衍生二级光谱理论”，

得到王大珩院士等专家高度评价。

他又在王大珩院士、翁志成研究员

指导下，提出了“光学系统技术经济

公差理论”，该论文被国际光学工程

学会收入“里程碑丛书”，在美国出

版发行，其研究成果被广泛应用。

1996年，该成果荣获国家科技进步

三等奖。在武器动态性能测试方面，

他带领团队研制成功“火控动态性

能测试系统”和“激光压制与报警性

能测试系统”。其中，火控性能测试

指标优于美国“试验操作规程”要

求，成果入选国家军事标准，2009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由此定

型的武器参加了 2014年“和平使

命”五国联合反恐军演和 2015年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70周

年”阅兵仪式。在自由空间激光通信

方面，姜会林率领团队研制成功两

代机载光端机和“一对多”同时激

光通信装置，在国内首次实现了强

干扰下高速率双动态激光通信。其

中，飞机间高速率（2.5Gbps）激光

通信距离高于国外报道的最好水

平，2010 年获国家技术发明二等

奖。“一对多”同时激光通信室内实

验成功，被评价为“在国内外首次提

出并具有原创性”。

除了上述三项国家科技奖（均排

名第一）外，姜会林还荣获何梁何利

基金科技进步奖，部省级科技一等奖

9项（7项排名第一）；获授权发明专利

53项（18项排名第一）；出版学术著

作9部（2部排名第一，为科学出版社

和国防工业出版社出版）；发表学术

论文301篇（四大检索收录183篇）。

虽然科研工作繁重，但姜教授

一直坚持高质量教学，高水准育人。

他曾主讲五门本科生及研究生课

程，获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排

名第三），省教学成果一等奖1项（排

名第一）。他与学校其他领导和老师

一起努力，创建了长春理工大学第

一个博士学位点、国家重点学科、国

家重点实验室、国家地方联合工程

研究中心等。2002年至2006年，姜

会林任长春理工大学校长。现任长

春理工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

姜会林曾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

和国家教委授予“作出突出贡献的中

国博士学位获得者”，享受国务院“政

府特殊津贴”；被中组部授予“中央直

接掌握与管理的高级专家”；被教育

部授予“全国优秀教师”；被中国科协

授予“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被吉林

省授予“吉林省高级专家”、“优秀教

育工作者”、“特等劳动模范”、“优秀

共产党员标兵”等荣誉称号。

姜会林坦言，能够安心从事科

研，是省内诸多领导给予了大力的

支持和厚爱。当前，正值全省经济转

型发展关键时期，经济发展的重点

在于创新，在于人才，更在于成果的

转化。巴音朝鲁书记勉励我们要做

振兴吉林的科技领头羊，我定当不

辱使命，带好科技团队，培养好人

才，把光电信息产业做大做强，积

极为吉林发展继续努力奋斗。

金宁一，男，1956年出生。1982

年于延边农学院获得学士学位，分别

于1985年和1995年获硕士和博士学

位。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医学科

学院军事兽医研究所病毒学研究室主

任，全军基因工程重点实验室主任。

对于吉林这片土地，金宁一独

具感情，在吉林省延边朝鲜族自治

州出生，在延边农学院牧医系兽医

专业读本科，深造后又回到吉林工

作。59岁的金宁一说：“自己把大半

辈子给了吉林。”

1982年，金宁一在延边农学院

获得学士学位后，进入解放军农牧

大学（原解放军兽医大学）攻读硕士

学位，并在1995年获得预防兽医学

博士学位。从1990年到1994年，金

宁一先后赴日本京都大学病毒研究

所和韩国汉城大学遗传工学研究所

进行合作研究，并任在留资格教授

或共同研究员。回国后，金宁一将

智慧与努力抛洒向祖国大地，长期

坚持在科研和防控工作第一线，围

绕病原、流行病学、诊断和疫苗等病

毒病防控理论和关键技术进行科学

研究。

金宁一说：“我国动物疫情十分

严峻，在经常暴发的动物疫病中，病

毒病危害最重。”1982年以来，他结合

华南、西北和东北等地区疫情，开展

了禽流感、口蹄疫、SARS和甲型H1N1

流感等12种病毒的分离，丰富了病

毒特性、感染与致病相关极值理论认

识，拓展了病毒病病原学认知范围。

多年来，金宁一的科研脚步从未

停止。他重点对9种人兽共患、重要

动物病毒病进行了流行病学研究，发

现了重要病毒病的流行规律、分布状

况和危害程度，推进了病毒病预警及

科学防控；围绕国家和军队应急需

求，建立灵敏、快速和高效的检测技

术，提升了病毒病早期诊断及快速侦

检的技术水平。结合 SARS 突发疫

情，建立SARS病原快速检测技术，完

成了吉林省 SARS 病原学确认。此

外，金宁一还建立起多个疫苗制备技

术平台，加快了多联多价新型疫苗研

发进程，建立了应急疫苗快速制备体

系，带动了研发技术的产业化。

更难能可贵的是，金宁一还在

人才培养上不遗余力，为国家培养

研究生197名。作为病毒学和人兽

共患病学的学术带头人，他创建起

“吉林省人兽共患病防控科技创新

中心”和“吉林省病毒重组疫苗研发

工程研究中心”，培养了大批人才，

培育了创新活跃的研究团队，并带

领团队历经30年完成“重要动物病

毒病防控关键技术研究与应用”体

系。

凭借着扎实的理论基础和勤奋

严谨的科研作风，荣誉纷沓而至：金

宁一被评为“973”首席科学家，兽医

界第一个国家杰出青年基金（1998

年）获得者，被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

作者、感动中国畜牧兽医科技创新

领军人物，获军队杰出专业技术人

才奖、新中国60年畜牧兽医科技贡

献奖（杰出人物），被中央军委授予

个人二等功……

2014年 8月 28日，中央军委主

席习近平签署通令，给中国人民解

放军军事医学科学院军事医学科学

院研究员金宁一记二等功。同年10

月29日，何梁何利基金2014年度颁

奖大会在北京举行。在全国获奖的

52名科技人员中，有2人获科学与

技术成就奖，其中一名就是金宁一。

2015年 12月 7日，好消息再一

次传来——金宁一当选中国工程院

农学部院士。

然而，对金宁一而言，荣誉中也

夹杂着遗憾，因为与他分享成功与喜

悦的多是他的战友、同事。从事科研

的40余年来，金宁一醉心工作，心爱

的两个女儿在很小时就被送回了老

家，妻子也为了他的事业放弃自己的

工作。面对“中国工程院院士”的闪耀

荣誉，一身戎装的金宁一更显干练严

谨，却也流露着柔情，他说：“我很爱我

的家人，可现在事业让我不得不放弃

一些事情。一想到成功距离我们是这

样近，我就不会再有任何遗憾。”

安立佳，男，1964年 11月出生，

吉林前郭人，祖籍山东东平，无党派

人士。1982年至1992年在吉林大学

化学系读书，分别获理学学士、硕士

和博士学位。现任中国科学院长春

应用化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

师，所长。

“我是生在吉林，学习在吉林，工

作也在吉林。”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

士，安立佳表示：“感谢家乡吉林对我

的培养，感谢母校吉林大学的培养，

感谢中科院和长春应化所对自己的

培养和锻炼。”

安立佳院士主要从事高分子复

杂体系多尺度模拟、高分子非晶态

液-固相转变、高分子统计热力学等

方面研究。自1992年到中国科学院

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工作以来，他坚

持理想、潜心科研、攻坚克难，取得了

一项又一项的新成果，培养了一批又

一批的科技人才，为我省科技创新发

展作出了突出贡献。

从助理研究员做起，历任研究

员、博士生导师、所长助理和副所长，

2008年10月，任中国科学院长春应

用化学研究所所长。安立佳的成长

轨迹，离不开他多年的卓越努力和锐

意进取。

多年来，安立佳勇于承担国家科

研任务，致力于国际前沿科学研究，

在高分子非线性流变学、高分子特性

粘度理论、高分子共聚物微相分离、

高分子薄膜动力学和高分子复合材

料结构与性能等领域取得了系列创

新成果。在SCI收录期刊上发表研

究论文260余篇，被他人引用2900余

次；在国内外学术会议作大会报告和

邀请报告40余次。授权中国发明专

利6件和美国发明专利3件。获国家

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项和吉林省科

技进步奖一等奖3项、吉林省自然科

学奖一等奖1项。2006年作为学术

带头人承担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创

新研究群体科学基金项目、2012年作

为首席科学家承担了国家重点基础

研究发展计划项目（973计划项目），

现已成为我国高分子物理研究领域

的主要学术带头人之一。

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

族进步之魂。在安立佳看来，国家的

发展、社会的进步、经济的腾飞都离

不开科学思想的引领、科学技术的支

撑、科技创新的驱动。

在追求卓越、勇攀科学高峰的过

程中，安立佳收获的不仅仅是科研成

果，还有业界内外的名气和影响力。

1995年至1997年，安立佳作为德国

洪堡基金会奖学金资助研究员在德

国 Mainz 大学物理化学研究所工

作。1998年以来，安立佳分别获国家

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

选、吉林省“五一”劳动奖章、吉林省

资深高级专家和全国优秀科技工作

者等，2014年入选国家万人计划百千

万工程领军人才。2011年当选吉林

省政协常委、2013年当选吉林省人大

常委。今年，更是迈入科学界最高殿

堂，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作为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

研究所所长，安立佳深感肩上的责任

越来越重，他也把目光更多地投向了

促进所内成果转化，推进产学研结合

项目落实的工作中。

任所长以来，安立佳坚持以出成

果、出人才为使命，系统谋划了研究

所的战略定位、战略重点和发展目

标。在他的组织推动下，研究所研发

出聚乳酸树脂、二氧化碳基塑料、稀

土异戊橡胶、交流LED、功能化聚烯烃

等一批具有引领作用的创新成果；培

育出异戊二烯单体、多元醇及聚氨

酯、分离膜材料、钨铝合金等新科技

增长点；建成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

中国科学院和吉林省重点实验室各2

个；发展出聚焦长东北和长三角新兴

产业培育发展的创新基地4个，加速

了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成为中科院院士，只意味着过

去的科研成果得到同行的认可。在

今后的学习和工作中，我还要加深学

习，扩宽自己的知识面和视野和调查

研究，真正地能为省委、省政府的决

策发挥自己应有的咨询作用。”在安

立佳看来，当选院士是新的起点，更

意味着新的职责。

于吉红：瞄准国际最前沿
本报记者 任爽 缪友银

安立佳：唱响国际高分子舞台
本报记者 董杰

姜会林：把光电信息产业做大做强
本报记者 李文瑶

金宁一:半辈子与病毒“打交道”
本报记者 任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