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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业经教授生平
刘故教授业经，字易之，1914 年 3 月 1 日出生於广西武宣，自幼即聪颖过

人，酷好读书，此习惯终其一生孜孜不倦，而未有稍改、对植物分类学极为专注，

并作为一生之志业，1939 年曾深入广西徭山进行调查、采集；1941 年以优秀之

成绩自国立广西大学毕业后，即追随林学泰斗林渭访博士，服务於福建省农林

研究所，研究树木分类及林木繁殖，并应用试验技术於育苗试验；1947 年林渭

访博士来台接掌台湾省林业试验所，遂力邀刘教授前来协助，从事林业及树木

分类研究；1951年受聘於国立中兴大学前身—台湾省立农学院，迄1987年退休。

刘故教授毕生贡献于台湾植物分类之研究与人才之培育，目前台湾主要之

分类学者，殆直接或间接受其熏冶，蔚为光复后分类研究之另一高峰，并奠下

深厚之基础，故自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设置学术研究奖助后，每年均荣获此

一殊荣，并荣获教育部学术奖、中华林学会森林学术奖等各重要奖项不计其数；

发表重要论文五十余篇，发表新种及新纪录种多达六十余种，同时由於对各树

木习性之了解，并应用於林学相关领域，而对於台湾之造林等各项工作均著有

功勋，包括泡桐之分根繁殖、杉木品种及授粉研究等。

刘故教授於教学研究之暇，深感无专业书籍之憾，为方便莘莘学子，更为“科

学中文化尽一点心力”，乃决心将多年之研究成果撰写成教科书，并博览群书，

华编三绝，先后完成《树木学》、《台湾木本植物志》、《育林学各论》、《台

湾重要树木彩色图鉴》、《台湾树木志》等重要大著，尤其《台湾木本植物志》

於 1972 年甫经出版，便深获各界之佳评，当年 9 月日本植物分类学家山崎敬氏

更於《日本植物研究亲志》47 卷给予极大之肯定，认为该书不仅集金平亮三、

李惠林及刘棠瑞诸氏著作之大成，且有精辟独特见解，乃研究台湾树木分类之

绝佳典籍。

刘故教授三十余年之杏坛风化 , 不但著作等身，桃李遍布，成为台湾林业

经营的中坚；同时刘故教授本身亦长於林业经营，1962 年受时任中兴大学校长

的汤惠荪博士器重，出掌实验林管理处，时财政极为拮据，然刘故教授在不数

年间，便将所辖之能高林场（后为纪念汤故校长，更名为惠孙林场）、新化林

场经营得有声有色，奠定日后两林场发展之宏基；旋踵复接掌农学院，1971 年

复荣任教务长乙职，襄助罗云平校长，使中兴大学跻身为影响台湾农林政策最

重要之学府。

刘故教授秉持教育家之大爱与热诚，身教重於言教，受教之门生普及台湾

各政府机关、企业及大专院校，虽哲人已远，唯其门生子弟迄犹缅怀不已；古

人云：“立德、立功、立言”为三不朽，考刘故教授一生可以尽括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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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颁奖 20 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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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豫生先生

祁豫生先生生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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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豫生夫人为祁豫生先生所写生平简述（张帝树先生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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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帝树先生缅怀祁豫生先生赋诗一首

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颁奖 20 周年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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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颁奖 20 周年纪念

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简介
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是在原刘业经教授奖励基金的基础上建立的。刘业

经先生是台湾中兴大学森林系已故教授，曾为培养林业人才和推进林业发展作出了重

要贡献。以祁豫生先生为代表的学生们为纪念恩师的功绩，特于 1995 年出资设立刘

业经教授奖励基金。自 1996 年至 2005 年已颁奖 10 届，共奖励 54 名做出重要贡献

的林业教学和科技人员，在大陆产生了较大的影响。2005 年 10 月，在北京林业大学

隆重召开颁奖 10 周年纪念大会和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会，与会期间，根据刘业经先生

家属和有关人士的建议，决定进一步扩大基金的奖励范围，从下一届起更名为海峡两

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自 2007 年起至 2016 年已评选 9 届，46 人获得奖励。20 年时

间里共有 100 人获得奖励。

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挂靠在北京林业大学教育基金会，由基金会秘书处

负责基金的各项管理工作。2013 年 10 月捐赠人祁豫生先生不幸故去，祁先生生前为

该基金项目做了信托基金，捐资 115 万美元做为项目的留本基金，以确保该项目能

永续发展。

基金奖励的对象主要是热爱林业、工作勤奋、并做出重要贡献的林业教育工作

者和科技人员。获奖人选由基金评委会依据评选条件，通过严格评审，以无记名投

票形式产生。评委会原则上每年评选一次，每次 5 名，奖励金额每人 3 万元人民币。

欢迎各界、各单位向评委会推荐获奖候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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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颁奖已经 20 周年了。前 10 周年基金命名为刘

业经教授奖励基金，是以台湾祁豫生先生为代表的中兴大学刘业经教授的学生，

为了纪念恩师的功绩而设立的，主要奖励在林业建设中做出重要贡献的教学和

科技人员，以推动中国林业的发展。刘业经教授奖励基金自 1996 年至 2005 年

颁奖 10 届，共奖励了 54 名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林业教学和科技人员。在 2005 年

奖励基金颁奖十周年时，基金会隆重举办了纪念活动，制作了回顾十届评选历

程的纪念册《弘扬业经志，永葆松竹心——刘业经教授奖励基金颁奖 10 周年纪

念》，同时大陆学者与台湾学者共同召开了海峡两岸学术交流会。在纪念活动后，

根据刘业经教授亲属的意愿，为扩大该奖励基金的影响范围，基金更名为海峡

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此后大陆企业家上海邵一飞先生也向基金会进行了捐

资。

自基金设立 20年来，一共奖励了 100名在林业行业做出了重要贡献的教学、

科技工作者和生产第一线的科技人员：从专业覆盖面来看，获奖人所涉及的学科、

专业、或主要学科方向有 30 多个，基本上覆盖了与林业密切相关的所有专业和

学科领域；从地域分布来看，获奖人遍布全国 20 来个省、市、自治区，基本上

覆盖了大陆的主要林区和生态脆弱地区；从单位分布来看，获奖人来自近 40 个

单位，包括了大陆的主要林业院校、科研和设计院所和生产管理部门；从获奖

人的年龄结构来看，是老、中、青都有，老一辈的科技工作者占比相对较大。

所以，基金奖励的范围很宽，面很大，正因为如此，在林业行业中产生的影响

也比较大。

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的评选，也受到了媒体的广泛关注。二十年来，

人民日报海外版、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国科学报、科学时报、科技日报、

中国绿色时报、北京日报、北京晚报、中国花卉报等十多家媒体都进行了报道。

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已成为林业教育界、科技界共同瞩目的一项特殊荣

誉。近年来由于网络媒体的发展，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的评选和颁奖也

受到人民网、搜狐、新浪、中国园林网、花卉网等网络媒体的争相报道，影响

范围正在进一步扩大。

本纪念册是《弘扬业经志，永葆松竹心——刘业经教授奖励基金颁奖 10 周

年纪念》的续集，主要介绍后十年的获奖人情况。 

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颁奖 20 周年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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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委员会成员、获奖人和台湾学者合影

管委会成员与获奖人合影

活动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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祁豫生先生在颁奖会上讲话

2009 年合影

历届颁奖仪式合影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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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颁奖仪式合影照片

2011 年合影

2010 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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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 年合影

2013 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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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颁奖仪式合影照片

2015 年合影

2014 年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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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基金获奖人

1996
1997
1998
1999
2000
2001
2002
2003
2004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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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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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 年基金获奖人

洪菊生 （1935-2012），福建福州人，

中共党员，毕业于北京林学院，本科学历，研究员，

博士研究生指导导师，林木遗传育种学家。先后

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副所长，中国

林业科学研究院副院长，《林业科学研究》编委

会主任，《林业科学》常务副主编，国际林业研

究组织联盟执行委员会委员等职。曾获国家“有

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享受国务院政府

特殊津贴。

主要参与了甘肃省小陇山天然次生林综合培

育研究。制定了次生林抚育间伐规程和栎类、山

杨抚育间伐技术标準。成果于 1983 年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三等奖；

主持了文本杉木良种选育技术。主持召开了南方 14 省（自治区）杉木良种选协

作会。在工作中提出“先建圃，后建园”的技术路线，解决了杉木嫁接偏冠问题。

1978 年获广西科学大会优秀成果奖。

主持了杉木地理种源研究，提出了杉木是一个存在地理变异的树种的论断，第

一次揭示了杉木地理变异及其趋势；第一个将杉木分布区内种源划分为 9 个种源区。

主持的“杉木地理变异及种源区划分”项目于 1987 年获林业部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989 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先后发表论文和著作 60 余篇（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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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祯元 1936 年生，河北石家庄人，陕西省治

沙研究所研究员，1962 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水保专

业，63 年建议用林带包围沙漠，后来成为征服沙漠的

首要工程负责人；为搞好樟子松引种深入大兴安岭林

区和“三北”11 个省（区）调查，直至引种成功并营

造万亩试验林和推广 20 万亩，都郁闭成林，2002 年

3 月 27 日江泽民率省市主要领导视察试验林 , 并挥毫

书写“再造秀美山川”题词，孙祯元被誉为“榆林樟

子松之父”；开发神木煤田造成严重水土流失 , 孙祯

元四年承担林草治理，一跃成为全国能源开发与生态

建设的先进典型；修建神延铁路穿越流动沙漠 , 孙祯

元承担防护治理，铁路畅通无阻，减少绕行 30 多公里；在沙漠钻探天然气井 , 风

沙危害严重，逐井进行防沙设计，确保安全生产，提前为北京、上海供气；四次

在世界沙漠大会宣读论文 , 论文在日本、澳大利亚、美国岀版，在国内外发表论

文数十篇；主持多项科研项目获奖 ,“榆林沙荒造林扩大试验”获国家科技进步三

等奖 ,“樟子松引种及扩大试验”获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 2007 年获林业敬业奖；

参加编写《黄河志》,《陕西省水土保持志》治沙部分和《陕西主要树种造林技

术》；被榆林地委授于“科技拔尖人才”称号。受日本邀请参加日本沙漠学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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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定国 博士，南京林业大学二级教授，博导，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留学德

国和奥地利。长期从事木材科学与技术领域的教学和科研工作，是我国木材加工和人

造板领域的知名专家。培养博（硕）士研究生 60 余名，承担国家级省部级科研课题 20

余项，出色完成了国家863项目，国家林业公益项目等多项科研项目。授权专利100余项，

其中发明专利 50 余项，获江苏省十大优秀专利发明人的称号，发表论文 200 余篇，出

版专（译）著和教材 10 余部，获国家级省部级科技奖励 13 项，其中包括国家级科技

进步二等奖 2 项，省部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5 项，获得海峡两岸林业敬

业奖和江苏省“五一”劳动奖章。

2007 年基金获奖人

在人才培养、教学创新、为人

师表方面成绩显著，获省优秀教学

成果一等奖 1 项，国家优秀教学成

果二等奖 1 项，被授予全国优秀教

师，全国百优博士论文指导教师，

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享受国务院

特殊津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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骆有庆  1960 年 10 月生人，浙江义乌市人，中

共党员。

现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创新团队带头人，林

学院院长，教育部北京市共建森林培育与保护重点实验室

主任。先後获全国新世纪首批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

北京市高校教学名师，北京市先进工作者，北京市五四青

年奖章获得者等荣誉称号。

以第一完成人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省部级科技

进步一等奖、中国林学会梁希奖、霍英东高校青年基金项

目奖等。兼任中国林学会森林昆虫分会副主任委员、北京

昆虫学会副理事长等学术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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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方（1931-  ）江西上饶市人。1954 年 8 月华中农学院林学系林业专业本科

毕业，同年参加工作。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学林学院教授、博导。2005 年退休。

1958 年在湖南林学院，何方教授和另一教师创建全国第一个经济林业专业，同年

招本科生。从此，何方教授毕生从事经济林教学科研。

1982 年招经济林专业硕士研究生，1992 年招博士研究生。

出版教材、专著 10 部。另于 1998 年，出版《何方文集》（143 万字），2011 年，

出版《何方文集》二卷（215 万字）。获国家、省、部科技进步奖 16 项。

1982 年林业部授

予有突出贡献专家，

1989 年获评全国优秀

老师，1992 年享受政

府特殊津贴，2014 年

获评学校优秀党员。

2009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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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文毓 南卫乡山底村人，现年 79 岁。1963 年底从北京林学院水土保持专业

毕业后，分配到山西省水利厅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工作。1982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

1997 年 5月退休后，举家返回老家居住。看到光秃秃的荒山，心中总是满心纠结。

人老了，头发白了，但不能让山这么荒下去。经过反复考虑，决定发挥自己的专业特长，

回乡实现绿化荒山的夙愿。面对家人的反对和村民们的非议，因为我觉得自己做的是

造福后人的好事，作为一名共产党员，受党的培养教育几十年，完全应该为社会为人

民再做贡献，就要敢于担当，就要顶着种种压力迎难而上。 

从 1999 年 11 月跟南卫乡政府签订了中条山以虎庙为中心的近万亩荒山承包绿化

合同后。我倾注毕生所学，发挥水土保持林业的专长，发扬科学求实、艰苦奋斗、知

难而进、锲而不舍的精神，带领全家和乡亲

们，以及在有关部门的大力扶持下，经过

16 余年的辛勤劳作，终于实现了播绿万亩

荒山的“绿色梦”。栽植各种林木160万余株，

绿化面积达 8300 余亩。同时，还在道路两

旁修建蓄水窖 30 眼，整修道路 15 千米，

为芮城县的造林绿化、建设国家级生态文明

先行示范区做出了突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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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伟 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

津贴专家、福建省优秀专家，於 1994 年、2000 年和 2004 年分别被聘为国家林业部普

通高等林业院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家林业局高等

学校林学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教育部森林培育学科教

学指导委员会成员，以其为学科带头人的“林学”一级

学科博士点及“林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于 2006 年、

2007年获批准建设，为福建省“211”重点建设学科－－

森林培育学科带头人。1991年获“福建省优秀共产党员”

称号，1993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1996 年被人

事部表彰为国家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1997 年被柏宁顿

（中国）教育基金会授予“孺子牛金球奖”之荣誉奖，

1999年被评为“福建省优秀科技工作者”，2003年授予“福建省先进工作者”荣誉称号，

2009 年被评为“福建省教学名师”。培养指导博士后、博士及硕士研究生 121 人。现

任省林学会副理事长，兼任学术刊物《森林与环境学报》执行主编委等职务。

洪伟教授率领的“森林生态学科”团队被评为省高校创新科研团队二等奖 9 项、

三等奖 31 项，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三等奖 5 项。主持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

多项课题研究工作，在《林业科学》等刊物上发表论文 300 余篇，出版《马尾松人工

林经营模式及其应用》等专著 5 部，1 部（独著）获国家林业部优秀教材中青年奖，

获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1项、二等奖 7项、三等奖 25项，获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

三等奖 5 项。

2009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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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广杰 满族，1953 年 2 月 1

日生，辽宁人，留日博士，北京林业大

学教授（二级），博士生导师，北京林

业大学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带头人，北

京林业大学学位委员会委员，北京林业

大学材料科学与技术学院学术委员会主

任，《北京林业大学学报》编委。学术

专长：木材学，木材流变学，木质纤维

材料学，木质环境学，木文化学等研究

领域。



26

周国模  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长期从事森林碳汇与应对全球气候变化、

森林可持续经营理论和技术等。现为中国林学会理事，中国林学会森林经理分会副理

事长，教育部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浙江省森林生态系统碳循环与固碳减排

重点实验室主任。主持完成省部级以

上科研项目 30 多项，在国内外发表学

术论文 220 多篇，其中被 SCI 收录 75

篇。出版科技专著 4 部，获得国家发

明专利 4 项。研究成果获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 2 项，浙江省科学技术一等

奖2项。获得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

获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海峡两岸林

业敬业奖。入选浙江省特级专家、浙

江省“151 人才工程”重点资助培养人

员、浙江省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2009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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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基金获奖人

马建章 1937 年 7 月生，辽宁阜新人，1995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马建章

院士是我野生动物管理高等教育的奠基者，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核心思想的提出者，

编著了我国第一部《野生动物管理学》和《自然保护区学》，

主讲课程“野生动物管理”被评为国家级精品课程，2008

年获国家级教学名师。主持调查规划我国第一个国际猎场，

主持规划我国第一个湿地自然保护区。获包括国家科技进

步二等奖在内的多项奖励，主编、主审专著及教材20余部，

在国内外发表论文 280 余篇。



28

张绮纹 生于1939年，研究员，

林木遗传育种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

院特殊津贴专家，曾赴意大利、加拿

大、美国进行高访交流，主要从事杨

树遗传改良研究工作，获得国家科技

进步奖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1 项，林

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林业部科

技进步二等奖 1 项，能源部科技进步

三等奖 1 项，中国林学会第四届“梁

希奖”，培育出的欧美杨 107 杨和

108 杨，比老品种增产 60% 以上，推

广种植面积超过 3000 万亩，产生了

巨大的社会、经济和生态效益。

2010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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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博光 南京林业大学林学院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1992 年以来已主持 15 项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包括重点项目 2 项 , 国家 948 项目 2 项，国家发改委项目（总

经费 1.1 亿元）等。先後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近 300 余篇，已经获得国家发明专利

12项，实用新型专利 3项，出版中、英文专著 2部，获省部级二、三等科技进步奖多项，

2010 年获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奖。于上世纪末提出并证明松材线虫病为线虫与

致病细菌的符合侵染的新学说，2009 年作为大会主

席主持了国际林联南京松萎蔫病大会。



30

孙润仓 陕西岐山人，1955年 2月出生，博士，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学科带头人，

国家杰青，“长江学者”特聘教授，“973 计划”项目首席科学家，英国皇家化学会

Fellow。长期致力于生物质转化为新材料及新能源方面的研究，发明了木质素高强度

耐候胶黏剂制备等技术，实现了产业

化。发表 SCI 论文 648 篇，其中 168

篇发表在 JCR 一区 Top 期刊上，8 篇

论文入选 ESI 高被引论文，正面引用

15800 余次 ( Google Scholar h 因子

63)，连续二年入选 Elsevier 中国高被

引学者，主编 / 参编英文专著 28 部，

授权发明专利 55 件，获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 1 项（排名 3）、省部级自然

科学/科技进步一等奖 5项（排名 1)，

培养全国优博 3 名、提名 2 名。任 7

种国外 SCI 期刊的执行主编、副主编及编委。

2010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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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鹏 1958 年生，研究员，青海省首批自然科学与工程技术学科带头人，享受

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扎根青藏高原 30 多年来，先后就职于青海省水土保持局、

水利水电科学研究所、水文水资源勘测局，在水土保持、水文水资源、生态保护、农

林科技研究等方面成绩显著，先后主持或承担国家和省级科技攻关项目 30 多项，取得

科研成果 20 多项，其中多项科研成果获省部级科技进步奖并在生产实践中推广应用，

为青藏高原水土流失防治、农林产业结构调整、生态建设与保护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获青海省先进工作者、全省优秀共产党员、全国水利科技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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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武 1921 年生，中国林科院研究员，造林学家，中国治沙造林学创始人

之一。中国林学会科普委员会第五至七届副主任，中国林学会造林专业委员会第一届

副主任，林业部科学技术委员会第二、三届委员，中国科学院兰州沙漠研究所第二届

学术委员会委员，至今仍担任中国治沙暨沙产业协会副理事长、中国防治荒漠化协调

小组、国际防治荒漠化公约中国执

行委员会高级顾问等职务，是全国

林业系统中被国务院聘任的第一位

参事。

主要成果 : 曾获新疆自治区科

技进步二等奖，林业部科技进步一

等奖、二等奖，新闻机构设立的环

境科技大奖，国务院授予全国民族

团结进步先进个人称号。

2011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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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正平  1934 年生，北京林业大学教授，林业机械专家。1960 年毕业于苏联

列宁格勒林业技术大学机械系。曾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召集人、国际林联

林区作业与环境学组副主席。是中国林业机械学科的创建人和学术带头人之一；出版

专著、教材 8 部，发表学术论文 50 余篇；获得林业部科技进步二等奖和三等奖；被

授予林业部直属单位优秀领导干

部、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等称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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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世袁 南京林业大学教授。主要从事林产资源生物化学加工利用的研究，包

括木质纤维素的生物炼制、纤维素乙醇、功能性低聚糖、工业酶制剂等。主持完成的

科研、教学项目获国家技术发明奖二等奖、梁希林业科学技术奖二等奖、国家教学成

果二等奖等。曾任南京林业大学校长（1997-2010），现任国家林业局林产化学工程

重点开放性实验室主任、教育部林木遗传与生物技术重点实验室学术委员会主任、国

际木材科学院会员（Fellow, International Academy of Wood Science）等。

2011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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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涌智 汉族，1952 年 9 月生，四川绵竹人。西南林业大学教授、云南省森

林保护学省级重点学科负责人。

从事林业、森林保护科研、教育工作30余年，先后承担《昆虫学》、《植物检疫》、

《专业英语》等课程的教学工作，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

主要研究方向为森林害虫、林木种实

害虫研究。研究项目 2 项获国家林业局科

技进步三等奖，5 项获云南省科技进步三等

奖。 

潘涌智教授长期扎根云南边疆，工作

在林业教学和科研一线，倾心教育事业，

并获得了相关的荣誉。



36

吴义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教授、留日博士、博士生导师、校学术委员会主任、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际木材科学院院士。入选国家“万人计划”、

国家百千万人才等国家级人才工程。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六、七届林业工程学科评

议组成员，中国林学会木材工业分会副理事长、生物质材料分会副主任委员等。主要

研究方向为木材科学、生物质复合材料、生物质纳米材料。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国家教学成果二等奖等科研教学奖励 20 余项。

2011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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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炜彤 1933 年 11 月出生于江苏省海门市，1956 年毕业于南京林学院。曾

任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室主任、副所长；中国林学会生态分会理事长。

1994—2009 年任国务院参事，现任国家林业局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院刊《林业科学

研究》主编、《林业科学》常务副主编、

中国林科院研究员、博士生导师。

盛炜彤长期从事森林培育和森林

生态方面的研究，特别为人工林发展

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对我国森林立地

分类、人工林培育及人工林长期生产

力保持等方面有深入系统的研究。他

共发表论文 70多篇，编写著作 11部，

获奖成果 9 个，获林业部科技进步一

等奖 1个、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2个。

2012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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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嘉雨  1942 年生。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首席科学家、

热带林业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

导师。曾任热带林业研究所所长

16 年，从事热带林木育种和营林

研究工作。80-90 年代主持的中

澳合作项目“澳大利亚阔叶树种

引种栽培”取得显著成果，其中

子项目“桉属树种引种栽培研究”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为我国

桉树人工林的发展和产业化起了

重要作用，促进林浆纸一体化。

任所长期间领导的热带林业研究所建立

了较完善的学科及研究基地，为热带林

研究打下扎实的基础，并连续 6 年获国

家科技进步奖六项（其中一等一项二等

五项）。注重人才培养、为热带林业研

究所及相关领域培养了一批人才。

2012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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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坚 1943 年 2 月生，教授，中国工程

院院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林业工程学科评议

组召集人、教育部林业工程学科教学指导委员

会主任、木材科学与技术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

人、博士生导师、木材科学家、著名教育家。

主持完成 20 余项国家、省部级科研项目，获

国家技术发明二等奖、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等奖励 20 余

项，出版学术著作 30 余部，发表学术论文

300 余篇，为我国木材科学事业发展做出了杰

出贡献。



40

王立 汉族，博士、副教授、副院长，甘肃甘谷人。1986 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

学水土保持专业，2012 甘肃农业大学生态学博士研究生毕业 , 获生态学博士学位。

历任甘肃农大系主任、院长助理、副院长。全国高等学校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专业

教材编写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土保持学会规划设计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水土保

持学会科技协作委员会委员。2003

年获甘肃省第十届高校青年教师成

才奖，2007 年获甘肃省防沙治沙

先进个人，2012 年获海峡两岸林

业敬业奖励基金奖。1986 年至今

从事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等方面

的教学与研究工作，获得省、厅级

科研成果多项，发表论文40余篇，

参编教材 3 部。

2012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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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建章 北京林业大学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林学会木

材工业分会副理事长，木竹产业技术创新战略联盟理事，中国林产工业协会专家咨询

委员会专家；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国家“百千万人才工程”人选。

致力于木质复合材料与胶黏剂的教学与科研工作，毕业及在读研究生 60 多名；主持

并参与完成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科

技支撑计划等课题 30 多项，发表论文

180多篇，获国家发明专利授权40多件，

多项科技成果在企业应用推广，获国家

及省部级等科技奖励 6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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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铨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北京人，1934 年生，1958 年北京林学

院毕业。1961 年南京林学院研究生毕业。20 世纪 60 年代在北京林学院从教，任

遗传育种教研室副主任。“战备疏散”时段，曾到基层锻炼和任职。1978 年调入

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曾任林业科学研究所所长。1987 年後，专事研究工作，获

省部级科技进步奖 4 项，国家科技进步奖 1 项。其中，“沙棘遗传改良的系统研

究”获 1998 年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同时还获大北农科技基金奖、美国杜邦科技

创新奖。2013 年获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发表论文 80 余篇，独自著述或主

要参与著述的著作 8 部。被评为全国“五一”

劳动奖章获得者，全国农业科技先进工作者。

2013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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贺庆棠 教授，1993-2000 年任北京林业大学校长。现任联合国工业发展组

织绿色专家委员会专家、中国新农村建设杂志编委、澳门城市大学学报编委、美国纽

约科学院专家委员会委员、北京林业大学老教授协会会长，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1960 年获“北京市优秀教育工作者”称号，1997 年获“北京市高校十佳校长”称号。

长期从事森林气象学和森林环境学方面的研究，发表论文 100 多篇，主编全国

林业院校统编通用教材《气象学》并两次获部级教材二等奖，一次部级科技进步三等

奖。主编出版了面向21世纪国家级重点教材《森林环境学》等著作10余部。参加“七五”

国家科技攻关项目“黄土高原水土保持林生态效益

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主持“三北防护

林体系区域性生态效益研究”等“八五”课题，获

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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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连生 汉族，教授，博士生

导师。1939 年 11 月生。山东省泰安

市人，中共党员。1963 年毕业於内蒙

古林学院林学系，毕业後即留校任教。

1982 年至 1984 年在联邦德国弗赖堡

大学森林培育研究所留学，获理学博

士学位。1995 年至 1999 年任原内蒙

古林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1999 年

至 2000 年任内蒙古农业大学巡视员。

任职 40 多年来，郭连生教授一

直耕耘在教学第一线，先後主讲《林木种苗学》、《造林学》、《树木生理生态学》、

《林学基础》等课程。并在组建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森林培育和林学一级学科

博士学位授权点过程中做出了重要贡献。

2013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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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季森 中共党员、南京林业

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原副校长。现

任林木遗传与生物技术省部共建教育部

重点实验室主任，国家林业局南方林木

种子中心主任。中国遗传学会理事、中

国林木遗传育种学会副理事长、江苏省

遗传学会副理事长。1992 年入选国家

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有突出贡献专家；

1998 年入选江苏省“333 人才工程”跨

世纪人才工程第一层次，2002 年入选江

苏省“333 新世纪人才工程”第一层次；

2007 年入选江苏省“333 高层次人才工程”首批首席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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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凯夫 1955 年 4 月生，工学

博士，教授，博士生指导教师。长期

从事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教学科研工

作。主持和参加的科研项目 25 项，

获国家科技进步二奖 1 项、省科技进

步奖 6 项、厅局级科技进步奖 5 项。

出版著作 17 本，其中 9 本为主编。

发表论文 224 篇，其中 SCI、EI 收录

论文 36 篇。获国家发明专利 7 项，

实用新型专利 5 项。被评为原林业部

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分别获“全

国林业产业突出贡献奖.先进个人”等荣誉称号、“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奖”、

华南农业大学“本科教学十佳

教师”称号、华南农业大学教

学优秀教师、广东省家具协会 

“最具行业影响力奖项”教育

工作特别贡献奖和“最具行业

影响力奖项”杰出人物奖。

2013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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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基金获奖人

尹伟伦 院士，1968 年毕业于北京林业大学，曾任

北京林业大学校长，中国工程院农业学部主任，国际杨树

委员会执委，中国林学会副理事长、法人，中国杨树委员

会主席，北京市科协副主席，国家级重点学科森林培育及

生物学学科带头人。

主持 “六五”～“十二五”国家攻关、自然科学基

金及部重点等课题 43 项 ; 获国家发明奖、国家科技进步

奖 5 项，国家教学成果奖 2 项，省部级科技奖 17 项，专

利 4 项；获国家级突贡专家、政府特贴、全国优秀科技工

作者、全国优秀教师、全国模范教师，首都五一劳动奖章

等。多次连任国际杨树委员会执委等多个学术组织负责人，

系国家林学及生物学带头人。培养研究生 200 余名，发表

论文 200 余篇，专著 14 部。

尹伟伦院士主持和参加的许多工程解决了造林工程诸多难题，在推进我国造

林良种化上成就显著。主编 3 届“中国国家杨树报告（科技与造林工程）”提交

联合国，赢得良好国际声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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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传平 1957 年 4 月生，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林业大学校长，林木遗传

育种国家级重点学科带头人，国务院特殊津贴获得者，国家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

国家级教学名师。主持承担了国家科研项目 20 余项，先后获得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省部级科学技术一等奖 3 项、二等奖 5 项，省部级教学成果一等奖 3 项，梁

希学术奖 2 项，发表论文

300 余篇，其中 SCI 收录

40 余篇，出版专著 7 部。

完成了白桦基因组的全序

列测定，使我国在白桦分

子育种方面的研究水平居

于国际领先地位。 

2014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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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立钦 湖州师范学院校长，

二级教授，生物农药高效製备技术国

家地方联合工程实验室主任，森林保

护学国家级教学团队带头人。先後

获省部级科技奖 13 项，其中主持获

省一等奖 1 项、二等奖 1 项，省部级

三等奖 3 项，参与获省二等奖 2 项、

三等奖 6 项。主持获国家教学成果二

等奖 1 项、省级一等奖 2 项。指导学

生获全国挑战杯金奖 1 项。发表论文

105 篇，出版专著教材 11 部，获国

家发明专利 13 项，国际 PCT 专利 1

项。开发了农药新产品 3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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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正会 汉族，1962 年 7 月生，

云南安宁人。西南林业大学森林保护学二

级教授，硕士生和博士生导师，从事森

林保护教学和科研工作。云南省学术和

技术带头人，云南省昆虫学会第九届理事

会副理事长，国际蚁类学专业期刊 Asian 

Myrmecology（亚洲蚁类学）和国际昆

虫学专业期刊 Halteres（平衡棒）编委，

现任西南林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委员。

2014 年 10 月 15 日获得海峡两岸林业敬

业奖励基金奖。

2014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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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英 毕业于北京林业大

学，国家林业局西北林业调查

规划设计院教授级高级工程师。

先後主持完成了“西北区薪炭

林发展战略研究”、“全国防

沙治沙综合示范区规划”、“丝

绸之路经济带防沙治沙规划”、

“北京市沙化土地动态监测和土

地沙化预警项目定位监测技术

方案”、“全球环境基金 - 联

合国粮农组织干旱地区土地退

化评价项目”、“山西省京津风

沙源治理工程效益监测”、“六

盘山生态补偿示范区建设研究”等多项规划。2006 年荣获全国防沙治沙先进个人称

号，受到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的接见；2007 年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2009 年获得

注册测绘师资格；2012 年当选中国共产党陕西省第十二次代表大会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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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一凡 1935 年生，中国林业

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研究员，著名

林木遗传育种学家。首次在树木中发

现了 B- 染色体，致力于抗虫、抗旱、

耐盐碱等抗性育种。在国内首先通过

杨树杂交育种手段，获得抗天牛的南

抗杨系列品种，该品种已在中国江淮

天牛泛滥地区大面积推广；首次获得

抗虫转基因欧洲黑杨，大田试验表现

出对食叶害虫明显的抗性。发表论文

近 80 多篇，撰写专著 10 多部，培育

林木新品种 20 多项。曾获林业部科技

进步二等奖、三等奖和国家科技进步

三等奖。

2015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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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鼎 1939 年 1 月出生于江苏大丰县的一户贫农家庭，兄弟姐妹 6 个。由

于当时家庭生活困难，一度辍学，但他没有放弃学习知识，边劳动边自学，高中毕业

时以优异的学习成绩和突出的表现，被保送至南京林学院，木材加工专业。

1963 年 8 月大学毕业，在林业部林产工业司、林科院木材所担任技术员工作，

後历任林业部林产工业局副处长（工程师），林业部林产工业公司副总经理，林业部

林产工业设计院院长（高级工程师）。曾兼任中国

林产工业协会理事长，中国林学会木工学会副理事

长，中国林业工程建设管理协会副理事长，中国国

际工程咨询公司理事，北京市木材加工、家具协会

高级顾问，1993 年被南京林业大学聘为兼职教授。

朱元鼎先生几十年从事林产工业生产和技术管

理及林产工业工程设计等组织和

管理工作，为中国林业发展做出

了贡献。他先後组织和编制了重

点林区、省发展人造板生产的规

划；主持制定林产工业中长期发

展计划和规划，组织编制林产工

业引进设备规划工作并多次参与

项目引进的计划任务书的编制工

作；主持制定林产工业发展的行业政策工作；主持和组织制定林产工业的技术改造规

划和计划并组织实施。在任林产工业设计院院长期间，他主持制定院“七五“发展规

划，实施经济责任制，推行全面质量管理，支持新技术开发和加强信息工作，改善技

术设备，加强国内外横向联合，大大推动了设计院的快速发展，培养了大批林产工业

技术人才，为推动行业的技术进步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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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基金获奖人

谭晓风 教授长期从事油茶、油桐、

梨等经济树种栽培育种和生物技术研究近

30 年，在基础理论和应用开发研究等方面

都取得了一批国际领先或国际先进的科研

成果。

2013 年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和湖南

省先进工作者称号。2012 年荣获全国生态

建设突出贡献奖先进个人，2011 年荣获国

家林业局（中国林业产业协会）颁发的林

业产业（油茶）突出贡献奖，2010 年获全

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奖——林木种苗先进

工作者，2007 年被国家林业局授予“全国

优秀林业科技工作者”。 1998 年获国家

林业局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 1993

年获国务院特殊津贴。2006 入选湖南“121

人才工程”第一层次人才，2008 年被聘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树人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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冯仲科 二级教授，博士学位，博士

生导师，地理信息学科学术带头人，北京林

业大学测绘与 3S技术中心主任，精准林业北

京市重点实验室主任，空间信息智能感知国

家测绘地理信息局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主任。

任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副秘书长，《北京

林业大学学报》副主编，国际测绘杂志《GIM》

中国编委等学术职务。在森林经理学、林业

与广义 3S 技术、数字林业、精准林业等领

域进行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工作。近十几

年来，主持数项国家 863、国家自然基金等

项目，发表SCI、EI、ISTP收录论文50余篇，

出版精准林业、3S 技术及应用等专著。授权

发明专利、实用新型专利多件，软件著作权

百余件。以第一完成人荣获国家科技进步二

等奖 1 项，国家技术发明奖 1 项，北京市及

省部级一、二等奖若干项。享国务院政府特

殊津贴。获北京市有突出贡献的专家、科技

北京百名领军人才、新世纪国家百千万人才

计划国家级人选、全国生态建设突出贡献者、2014 中国十佳绿色新闻人物等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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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基金获奖人

薛建辉 同志现任南京林业

大学二级教授，副校长，国家级生

态学重点学科和江苏省生态学一级

重点学科带头人，兼任中国生态学

会副理事长，《生态学杂志》副主

编。先後主持国家“973”课题、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十五”、

“十一五”和“十二五”科技支撑

计划课题、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

项重大项目等 20 多项国家级科研

项目。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 150

多篇，出版《森林生态学》、《保

护生物学》等专著和教材 5 部，主

持完成的科研成果先後获“梁希

林业科学技术奖”一等奖、二等

奖各 1 项，江苏省科学技术进步

奖 2 项，并获“第六届中国林业青

年科技奖”。2016 年被中国科协

评为“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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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得祥 1966 年生，博士，西北农林科技大学三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林

业教育和科研工作 30 年。曾任西北农

林科技大学林学院副院长，现任甘肃

小陇山森林生态系统国家定位观测研

究站站长。

承担完成“森林经营”等 5 门课

程的教学任务，培养博、硕士研究生

77 名。

主持完成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

项“干旱区城市森林质量评估及空间

配置技术研究”、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秦岭中山带松栎混交林健康及维护

机理研究”等项目 8 项。正在开展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秦岭松栎林建群种更

新格局对种子扩散过程及影响因素的响应（31470644）” 和国家科技支撑计划课题“环

境友好型城镇景观林构建技术研究与示范（2015BAD07B06）”等项目 4 项。

近年来，发表论文 160 余篇，其中 SCI、EI 收录 12 篇；出版“秦岭山地森林健

康经营理论与实践”等学术著作5部，参加完成“退耕还林工程生态效益监测国家报告”

编写任务；获省部级二等、三等奖各 1 项，被国家林业局认定科技成果 3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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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世锴 1932 年生，研究员，林木栽培专家，

中共党员。1953 年毕业於北京林学院林业专业。 现

从事专业为林木栽培。1953–1958 年，在北京林学

院任苏联专家翻译室主任及在森林改良土壤教研室

任教。1958–1978 年，在内蒙古林学院讲授造林学

及水土体保持学，任林学系副主任。1978 年后在中

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从事杨树丰产栽培的

研究 , 曾任用材林研究室主任 , 曾任中国林学会及

中国杨树委员会的秘书长及副主任。曾受聘为国家

科学技术进步奖林业行业组评审委员。

郑世锴先生主持和参加了许多科研项目，并多

次获得林业部奖。如“干旱地区杨树深栽的研究及

推广”项目、“山东临沂地区杨树丰产栽培中间试

验”项目、“杨树水分生理

及其应用研究”项目。其参

与的世界银行贷款的国家造

林项目“杨树研究与推广”(一

期及二期 )、杨树引种栽培项

目，多次获得国家科技进步、

林业部科技进步和地方科技

进步奖。共发表的著作及论

文 60 多篇。1992 年，被国务

院批准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2016 年基金获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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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帝树 1937 年生，北京林业大学教授。1964 年毕业于北京林学院，留校

任教。1985-1986 年赴美北卡州立大学进

修。为家具设计、工艺的教学专家和研究专

家。培养了该校首批家具专业硕士研究生和

我国首批家具专业博士生，该生也是该校首

批外籍博士。主编、合编专著译著共 4 部。

主持、联合编绘家具图集 4 册。主持完成国

家“八五”科研子专项 1 项。被聘为多家家

具企业的定期入厂指导顾问、多地家具展评

委，是国家与北京市政府采购家具评标资深

专家。历任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秘书、

评委。



60

2016 年基金获奖人

寇文正 1941 年 2 月 2 曰生于辽宁省兴城市，中共党员，农学硕士，教授级

高级工程师，博士生导师。

1963年 12月毕业于北京林学院林学系林业专业。

1964 年 1 月起在林业部调查规划局第二森林调查大队

工作，历任助理调查员，调查员，小队长，大队技术员。

1978 年 9 月至 1981 年 7 月在南京林产工业学院就读

测树学硕士硏究生。1981 年 9 月起在林业部调查规划

院工作，历任副处长，室主任，中心主任，总工程师。

1994年 10月调林业部机关工作，历任科技司副司长，

资源司司长，监督办主任（兼），木行办主任（兼）。

2002 年 10 月退休，任中国林业产业协会副会长，中

国老科技工作者协会林业分会副会长至今。

先後获得林业部科技进步奖二等奖三次，三等奖

一次（均为主持人）。发表科技论文百余篇，出版专著三本（林火管理信息系统，中

国林业图集，中国林业发展区划）。1992 年起享受政府特别津贴，同年被人事部授

予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科学家称号。共培养博士 15 人。参加工作以来，主要从事森

林资源调查，森林经理研究与实践，森林资源管理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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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建民 1956 年出生，北京林业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曾担任北京林业大

学工学院木工系主任，材料学院副院长等职务。现任中国林产工业协会纤维板分会副

理事长、中国生物质能技术开发中心理事、中国可

再生能源协会生物质能专业委员会委员、中国林产

工业协会专家咨询委员会专家委员等。1975 年在黑

龙江省伊春市带岭林业局永翠林场工作（知青），

1982 年 1 月东北大学毕业先後在东北林业大学、哈

尔滨建筑大学博士後流动站及河北工业大学工作，

1998 年到北京林业大学工作至今。

在高校 30 多年来，在林业教学和科研一线兢兢

业业，勤奋进取，开拓创新。在教学方面：为本科生、

硕士生、博士生主讲热工学、传热学、木材干燥学、

流体力学、木材科学与技术进展、木质生物质材料与能源等10余门课程；在科研方面：

长期致力於木材科学与技术、农林剩余物热裂解炼制及高值化利用的理论基础和应用

技术研究，主持承担了国家科技支撑、863、自然基金、科技部农转金、国家林业局

948、北京市科技计划项目等纵向科研课题 30 余项，主持承担了欧盟第七框架、兰州

石化、北京太尔等横向课题 10 余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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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 年基金获奖人

赵雨森 教授，博士生导师，东北林业大学副校长，

水土保持与荒漠化防治学科带头人。长期从事水土保持与

荒漠化防治及林业生态工程学的教学和科研工作，被授予

黑龙江省突出贡献优秀中青年专家、全国防沙治沙先进个

人、全国治沙暨沙产业先进科技工作者，享受国务院特殊

津贴。先後参加和主持国家“七五”重点科技攻关课题半

干旱风沙草原区防护林体系综合效益研究”；国家“八五”

重点科技攻关课题“区域性防护林体系综合效益评价”、

“半干旱防沙草原草牧场防护林营建技术”；国家“九五”

重点科技攻关课题“退化草牧场防护林营造技术”；国家

“十五”科技攻关项目“祁连山水源涵养林结构与功能的

研究”；国家“十一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黑龙江漫川

漫岗黑土区农林复合系统可持续经营技术研究”； 国家

“十二五”科技攻关重点项目“重度退化生态系统恢复与

重建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林业公益性行业科研专项项目“东北黑土区林业生态工

程构建技术集成与示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重要水源地水源涵养林在化学防

护过程中对污染物的净化过程、机理及调控研究”；黑龙江省重大科技攻关项目“林

业生态工程构建技术的研究”等课题。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 3 项、三等奖 1 项，省

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 2项、二等奖 4项、三等奖 2项，黑龙江省教学成果一等奖 1项、

二等奖 1 项，发表学术论文 60 余篇，主编、参编学术专著或教材 5 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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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惠 1961 年出生，教授，硕士生导

师。一直在西南林业大学教授本科、研究生生

物化学、高级生物化学等课程，目前主要从事

植物生理生化、资源微生物学及植物病理学相

关研究工作。

获得云南省科技进步二等奖 1 项，三等奖

2 项，发明专利 2 项，发表研究论文 60 余篇，

参编专著 1 部。曾被评为西南林业大学优秀教

育工作者，云南省优秀老师，云南省高等学校

教学名师，云南省首届高校教师中国梦教书育

人星光奖优秀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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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反响

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每届的

颁奖典礼，都有多家新闻网络媒体报道。

20 年来，作过报道的主要传媒有：人

民日报、人民日报海外版、人民网、中

国林业网、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中

国科学报、科学时报、科技日报、中国

绿色时报、中国林业报、北京日报、中

国花卉报等，其报道在社会上产生了较

大的影响。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

已成为林业教育界、科技界共同关注的

一项特殊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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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业敬业奖励基金颁奖 四位林业专家获得殊荣
http://www.sina.com.cn 2007 年 10 月 28 日 08:20 光明网 - 光明日报

本报讯 日前，林业敬业奖励基金首次举行颁奖。我

国四位林业专家成为首批获奖者，每人获奖金 3 万元。他

们是：中国林科院研究员、林木遗传育种首席科学家洪菊

生，陕西省治沙研究所研究员、沙漠治理专家孙祯元，南

京林业大学教授、木材科学与技术专家周定国，北京林业

大学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森林保护专家骆有庆。

据介绍，这项奖励基金是在台湾同胞出资、以台湾

林业专家刘业经教授之名设立的奖励基金基础上扩大建

立的。刘业经教授奖励基金自 1996 年起已颁奖 10 届，

奖励了大陆林业专家 54 人。为了进一步扩大基金范围，

鼓励广大林业科技人员爱林敬业，从本届开始更名为林业

敬业奖励基金。

据评委会主任、北京林业大学教授顾正平介绍，基金会日益受到海峡两岸关心林业

发展的有识之士的关注，除台湾企业界人士继续捐资外，大陆企业家也解囊相助。

曾任国际林联执委的洪菊生研究员长期活跃在林业科研生产第一线，在次森林经营、

林木遗传改良、森林培育等领域获得多项重大成果。他主持的“林木地理变异和种源区

划分”项目上获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还有大量论著公开发表。

孙祯元研究员在沙漠治理研究中度过了 45 个春秋。他从北京林业大学毕业后，几

十年如一日坚守在沙漠第一线，对榆林地区治沙事业的发展和推广作出了重大贡献。他

主持的“榆林沙荒大面积植树造林扩大试验”获得了国家科技进步三等奖。他把原产於

大兴安岭的森林树种樟子松引入干旱沙区，填补了榆林沙地造林没有常绿树种的空白。

国家级重点学科木材科学与技术学科带头人周定国教授，在人工林速生木材加工利

用、人造板甲醛释放、农作物秸杆人造板制造和

应用等方面取得了多项成果，主持了 10 多项国

家级重大课题，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等奖励，

发明的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达 22 项。

今年 47 岁的骆有庆教授是教育部森林保护

创新团队带头人，北京市教学名师，长江学者特

聘教授。他的主攻方向是林木钻蛀性害虫和林业

外来有害生物防治。他主持了 20 多项重大科研

项目，完成的“防护林杨树天牛灾害持续控制技

术研究”获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被列入国家“天

然林保护工程”的科技支撑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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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届基金获奖人名 

刘业经教授奖励基金获奖人名单  

获奖年度 获奖届数 姓名 工作单位 姓名 工作单位

1996 第一届

王  愷 中国林科院 申宗圻 北京林业大学

周以良 东北林业大学 李忠正 南京林业大学

杨忠岐 中国林科院 陈晓阳 北京林业大学

1997 第二届

王凤翔 上海木材工业研究所 朱政德 南京林业大学

董乃钧 北京林业大学 张建国 福建农林大学

史济彦 东北林业大学 唐小明 中国林科院

1998 第三届

汪振儒 北京林业大学 韩师休 林业部林产工业设计院

胡芳名 中南林学院 王性炎 西北林学院

张志毅 北京林业大学 陈道东 中国林科院

1999 第四届

梁永基 北京林业大学 郑均宝 河北农业大学

吴季陵 南京林业大学 陆仁书 东北林业大学

杨宇明 西南林学院 张星耀 中国林科院

2000 第五届

黄  枢 国家林业局科学技术委员会 周仲铭 北京林业大学

李永庆 北京市家具公司 向其柏 南京林业大学

惠刚盈 中国林科院

2001 第六届

黄毓彦 北京市家具公司 李文钿 中国林科院

周晓峰 东北林业大学 张奎壁 内蒙古林学院

王莲英 北京林业大学

2002 第七届

关毓秀 北京林业大学 周  崟 中国林业科学院

李中善 国家林业局林产工业设计院 慈龙骏 中国林科院

吴榜华 北华大学

2003 第八届

洪  涛 中国林科院 沈瑞祥 北京林业大学

单圣涤 中南林学院 薛树田 国家林业局调查规划设计院

苏  克 广西梧州三威林产工业（集团）公司

2004 第九届

王沙生 北京林业大学 朱国玺 东北林业大学

华毓坤 南京林业大学 张守攻 中国林科院

方  伟 浙江林学院

2005 第十届

李留瑜 林业部调查规划设计院 王礼先 北京林业大学

顾炼百 南京林业大学 温远光 广西大学

李智勇 中国林科院

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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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峡两岸林业敬业奖励基金获奖人名单  

获奖年度 获奖届数 姓名 工作单位 姓名 工作单位

2007 第一届
洪菊生 中国林科院 孙桢元 陕西省治沙研究所

周定国 南京林业大学 骆有庆 北京林业大学

2009 第二届

何  方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高文毓 山西省水土保持科学研究所

洪  伟 福州福建农林大学 赵广杰 北京林业大学

周国模 浙江农林大学

2010 第三届

马建章 东北林业大学 张绮纹 中国林科院

赵博光 南京林业大学 孙润仓 北京林业大学

严  鹏 青海水文水资源勘测局

2011 第四届

高尚武 中国林科院 顾正平 北京林业大学

余世袁 南京林业大学 潘涌智 西南林业大学

吴义强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2012 第五届

盛炜彤 中国林科院 白嘉雨 中国林科院

李  坚 东北林业大学 王  立 甘肃农业大学林学院

李建章 北京林业大学

2013 第六届

黄  铨 中国林科院 贺庆棠 北京林业大学

郭连生 内蒙古农业大学 施季森 南京林业大学

李凯夫 华南农业大学

2014 第七届

尹伟伦 北京林业大学 杨传平 东北林业大学

张立钦 浙江农林大学 徐正会 西南林业大学

姜  英 西北林业调查规划设计院

2015 第八届

韩一凡 中国林科院 朱元鼎 林产工业规划设计院

谭晓风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 王得祥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冯仲科 北京林业大学 薛建辉 南京林业大学

2016 第九届

郑世锴 中国林科院 张帝树 北京林业大学

寇文正 国家林业局 常建民 北京林业大学

赵雨森 东北林业大学 陈玉惠 西南林业大学

*

*

注：带 *号者为特别贡献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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