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 医 药 学 会
中会发 匚2020〕 37号

关于推荐中医药年度科普人物和年度科普
作品的通知

各分支机构、各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各有关单位 :

按照 《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开展
“
典赞·2Ⅱ0科普中国

”

宣传推选活动的通知》(科协办发普字匚⒛⒛〕⒛ 号 )的 要求,

中华中医药学会将推荐年度科普人物和年度科普作品,具体事

项通知如下:

一、目的意义

(一 )盘点年度典范,提升品牌价值。凝聚科普智慧,盘
点年度极具影响力的中医药科普人物、科普作品,提升中华中
医药学会科普的品牌力和影响力。

(二 )聚焦工作主线,助力全面小康。紧紧围绕脱贫攻坚、

疫情防控等年度工作主线,充分体现中医药科普在助力全面小

康和人民美好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提升公众对于中医药科学普

及的认同与支持。

(三 )弘扬科技志愿,彰显科技为民。大力弘扬践行
“
奉

献、友爱、互助、进步
”

的志愿精神,激励广大中医药科普工

作者积极开展服务,真正让有影响、用得上的科学技术造福百

姓、奉献社会、服务发展。

二、推选项目



本次推选包括年度科普人物和年度科普作品。
(一 )年度科普人物分为基层科普人物、科研科普人物、

科普特别人物等三类:,分别约占三分之一。

(二 )年度科普作品分为科普图书图文、科普影音视频、

科普展览展品等三类:,分别约占三分之一。

(三 )⒛ 17、 ⒛ 18、 ⒛19年 已获
“
典赞 ·科普中国

”
十大

科学传播人物、十大网络科普作品奖项的不再参与本次推选活

动。

三、活动安排

(一 )推选阶段 (⒛⒛ 年 9月 25日 前 )

各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各有关单位组织开展推选年度科普

人物和作品 (基本条件详见附件 1)。 其中,人物项分为基层

科普人物、科研科普人物、科普特别人物等三类,每类推选不

超过 1个 ,人物项推选总数不多于 3个 ;作 品项分为科普图书

图文、科普影音视频、科普展览展品等三类,每类推选不超过

1个 ,作 品项推选总数不多于 3个。各单位按推选结果先后顺

序,报送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普及部。

(二 )评审阶段 (⒛2o年 10月 上旬 )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普部分类梳理各单位上报的有关材料 ,

结合大数据分析,组织专家评选出年度基层科普人物、年度科

研科普人物、年度科普特别人物、年度优秀科普图书图文、年

度优秀科普影音视频、年度优秀科普展览展品等,每类均不超

过 5个。统一在中华中医药学会网站公示后,按要求报送中国

科协科普部。



(三 )发布阶段

根据中国科协本项工作统筹情况,我会将策划相关发布活
动,并通过各大新闻媒体和各类网络平台宣传年度科普人物和
科普作品。

四、有关要求

(一 )高度重视、认真部署。各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各有
关单位要立足工作实际、紧贴工作主线,着重推荐方向正、影
响大、群众认可的

“
最美、最佳

”
中医药科普典型,鼓励向服

务脱贫攻坚、疫情防控、防汛救灾等重大任务的科普工作者倾
斜。

(二 )加强宣传、提升影响。中华中医药学会将在中国科
协科普部的支持下,协调科普中国平台和人民网、新华网、今
日头条等媒体单位宣传该项工作,请各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各
有关单位积极配合。

(三 )报送方式。各科学传播专家团队、各有关单位下载
并填写 《推荐函 (样例 )》 (见 附件 2),将推荐函交各科学传
播专家团队、各有关单位负责人签字后电子版发送至指定邮箱。
未在规定时间内报送推荐书的,视为报名无效。参评的科普图
书需提交 3套作品样本,并在⒛⒛ 年 9月 25日 前邮寄至指定
地址;未在规定时间内收到参评科普图书,则 视为报名无效。

五、联系方式

中华中医药学会科学普及部

联 系 人:徐 璞 张霄潇

联系电话:“”仰”



电子邮箱 :

邮寄地址 :

邮  编 :

k邓 Ⅱ 211@163.∞ m

北京市朝阳区樱花园东街甲4号

100029

1,基本推选条件

2。推荐函 (样例 )

3。推荐表



附件 1

基本推选条件

参考
“
典赞 ·2020科普中国

”活动,基本推选条件如下:

一、年度科普人物基本推选条件

年度科普人物分为基层科普人物、科研科普人物、科普特别人

物等三类,各类分别约占三分之一。

(一 )基层科普人物

1.热爱科普事业,长期在一线从事具体科普工作的人员,包括

科技辅导员、科普中国信息员、农技推广员、流动科技馆和科普大

篷车工作人员等。

2.具有较强的科技传播、推广、示范和组织能力,业务素质好 ,

坚持创新,特色突出。

3.带 头开展和组织科普活动,受众面广,深受公众欢迎,科普

工作成效显著。

(二 )科研科普人物

1.热爱科普事业,长期从事科普工作的科研工作者,积极参

与科普报告的老科学家,在促进公众科学素质提升中做出突出贡献。

2.能够将科研成果通过科普手段广泛传播,开发具有创新性和

推广价值的科普作品,取得良好社会反响。

3.科普受众面大,社会效益显著。



(三 )科普特别人.物

热爱科普事业,围 绕国家重大发展战略和急难险重任务,作 出

积极贡献的科普工作者。例如,在今年脱贫攻坚任务中通过开展科

普挟贫、扶智成效显著的,在疫情防控、防汛救灾中通过开展应急

科普成效显著的。

二、年度科普作品基本推选条件

年度科普作品分为科普图书图文、科普影音视频、科普展览展

品等三类,各类分别约占三分之一。

(一 )科普图书图文

1.⒛ 18年 1月 咆mo年 8月 期间,在 国内首次公开出版或发布

的原创中文类科普图书图文。

2.套书需在全部完成出版后整套参评;丛书可整套参评,也可

以其中单册图书参评。科普图文字数不限、制作精良,成 系列图文

优先,利用互联网和新媒体等平台传播量高、影响力大。

3.参评的科普图书要达到国家合格品标准,具有较好的发行量

和受众面。

(二 )科普影音视频

1.⒛18年 1月 咆flz0年 8月 期间在国内影院、电视台、广播、

网络平台等首次公开播映或正式发布的原创中文类科普影视、音频

和视频。作品无知识产权纠纷,符合相关政策规定。



2.科普影视包括纪录片、教育片、动画片、科幻片等,符合国
家有关影视播出、放映技术指标的有关规定。

3.科普音视频主要是面向广播渠道和新媒体、网络平台等渠道
公开发表的音视频精品资源,成系列的科普音视频优先,作 品要制
作精良,具有广泛传播力和社会影响力。

(三 )科普展览展品

1· ⒛18年 1月 ”uo年 8月 期间举办的科普展览和展出展品。
2.要为弘扬科学精神、普及科学知识,围 绕科学现象、原理、

技术应用等设计的展览和展品。

3.能够体现时代精神,具有良好的展示效果,能够达到形式设
计与内容设计的和谐统一,能够形象展示科学现象和原理。



附件 2

推荐函 (样例 )

参考
“
典赞 ·⒛⒛科普中国”

活动,推荐函 (样例 )如下:一、组织单位

中华中医药学会 ××科学传播专家团或中华中医药学会指定
的推荐单位

二、推荐名单

(一 )候选年度科普人物 (按评审结果排序 )

姓名、职务/职称、所属类别
(二 )候选年度科普作品 (按评审结果排序 )

名称、所属类别

三、联系方式

联系人、联系电话等

(负 责人签字或单位盖章 )

年 月  日



附件 3

推荐表
基层科普人物

照片

(靼凤糍、骚版筮滔

照笛¨张`爽小举勰

嫩 1獬 )

人物简介

简要概述:(对人物做踊要概线‘

⒛θθ字。〃t写 时请删除本限̌。丿

茶解蚶 泗0牢

获奖情况 :

推荐理由

(旖楸据活动通知狂裘和热荐紊竹娥珥,獾超i丈 2Oθ 宇“
ˇ
1′帮独另拊艹奸

琛超遭 】oθ θ宰。攒写时请删除本救。)



推荐表
科研科普人物

照片

(攀人碳、竖版雏渌

瑶湃”张J大小茶超

砧 1细
)

人物简介

简要概述:(刈 人物做珩奖概述 ,

⒛0θ 字◇填写时诸删盼本段 4)

萃超过 3ε θ字。详细材州T另 跗,不超过

获奖情况:

推荐理由

f渚根扼浠劢t透 知征琨咖推荐条仵填写、

茶瑚。过 1θ oθ 字。填笱时请删除本枨,)

苇超过 2θ G宰冖可单独 ;圬 附朽艹 ,



推荐表

科普特别人物

照片

(觯人馁、竖皲维滋

髑铒⋯张冫爽小不遛

字阝:廴 1⒄ )

人物简介

简要概述:(时戍物做简萤概娥,不煳辟 幻◇字。讶细舛抖△另卿。萃超圭t

20θθ扌氵填犭时请捌珍本革蒴◇)

推荐理由

(淆银据蛞动遘细珞L集和貉荐条抖缜骂.不褶过 ⒛o字◇1萃独另纠纠/l。 ˇ

本超蚺 1θ

"字
仑填写时诗删除本找。)



推荐表
科普图书图文

□图书 □图文

图书出版单位
首次出版 日期

图文创作单位/作者

推荐单位名称

(对作品做简要概珑。珲超过 sθ θ磨:。 作涛咐 1̌1链核篾彳细羽圩叮另

跗,茶超过 仿3oθ 牢”共中9科谱图书奘须邮镩 s索件品样衣歪~ζ通

知》屮拥定城址.填写割清册i除本段 .i

获奖情况:

r-4++4its-w.#, q,',4h

←冶衤弘掘活奶遇知征集和推荐条件娩写,不觥过 2oθ 字。亻
灬
尊猊另孓扌

叫料9不煳吨 1◇ θθ扌^缜写时特剁阶本残c)



推荐表

科普影音视频

□影视 □音频 □视频

影视出版单位
首次出版 日期

音视频创作单位/作者

推荐单位名称

(砰作彦黔概筏凄概述,不姆过 3θ 衫孑、评细材擗叮艿w,犭超对
°

0¤ 0牛 ”读写叫靖茌|僚衣氵̌坛.)

网上可浏览链接 :

传播量/票房等相关传播数据:(社明材抖另附 )

获奖情况:

工作单位及职务、职称

(诮 根扔活助遒钿狂枭和扌狃荐条rJ~填写,茶超过
"o衤

◇吖单独

石附材抖,茶超姑 1θ o◆ 宁心旗笱汁谪朋啥杠性。,



推荐表

(科普展览展品

□展览 □展品

展览/展品组织单位

推荐单位名称

廴刈仵品做筒搀概i莅 ,刂包括诲趱意义、该计思路、展览 (J弘 )姬 絮

茂内客、珉品杓戚、创新丿妣殁魏出特遥丿母、不越坩 ⒛争牢◇作品嗾川

方案、设计脚、网 L̈链损及佯细斛料可另附荚。焕耳时倩删除券欤。)

获奖情况:

←淆银掘活动逶知征集和推荐每件铹笱,不超遭 1θθ字.亻率猊另拊

奸料9翠超辞 1θ 蛳衤、 缜写时谤删除本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