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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 2011 年，时任中国烟草总
公司郑州烟草研究院副院长、研究
员谢剑平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一
时间，引发舆论哗然。2012 年 5 月
31 日世界无烟日前夕，钟南山等近
100 位院士联名致函中国工程院主
席团，请求尽快复议、重审烟草专家
谢剑平当选工程院院士的资格。最
终，反对无效。
就在“烟草院士”的争论至今尚
未落下尘埃之际，茅台总工程师王
莉入围 2021 年中国工程院增选院
士名单，再次引发热议，有部分网友
称其为“酱香型院士”
。

2 月 17 日，贵州茅台酒股份有限公司发布消息，茅台
集团总工程师、首席质量官王莉入围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
名单。昨天，贵州省科协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此次推选
符合院士增补的相关流程。
据贵州省科协消息，2 月 8 日，2021 年贵州省推选中
国工程院院士候选人评审会在省科协召开，经专家评审、
省推选院士候选人工作领导小组审定，拟推选王莉等 4 人
为 2021 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贵州省候选人。
茅台集团官方资料显示，王莉 1972 年出生，1994 年毕
业于西北轻工业学院（现陕西科技大学）食品专业，随后进
入茅台酒厂工作，现任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总工程师、首席质量官。王莉先后荣获国家技术发明
二等奖、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国家白酒评委、国家酿造高
级评酒师等荣誉称号。
王莉能够入围 2021 年两院院士候选人在 2 月 4 日就
初现端倪，当日，贵州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为王莉颁发了
“贵州省省级高层次人才服务绿卡”
（简称“优才卡”
）。资
料显示，
“ 优才卡”是贵州省人才工作领导小组根据《贵州
省“优才卡”制度实施办法（试行）》设立，首批“优才卡”发
放对象主要是两院院士、国家级人才计划项目入选者或有
关奖项获得者、贵州省核心专家。
茅台官方披露的王莉部分科研成果显示，2018 年，王
莉主持、组织的“茅台酒风味物质研究”
“ 原料及器具中食
品安全指标分析方法的开发”
“ 近红外光谱技术在白酒行
业的应用”等十余个项目，均为企业和行业发展的重要课
题，且均取得重大成果。在科技成果转化方面，王莉主持
开发的“高粱中支链淀粉测定方法”
“茅台酒指纹模型的建
立”项目等在企业相关工作中得到实际应用，分别获得多
级政府部门组织的奖励和表彰。此外，王莉还主持和参与
编写了多项企业技术标准，包括《酱香型白酒》国家标准和
《白酒企业良好生产规范》国家标准等。
2016 年，贵州茅台成立了王莉品评勾调技能大师工
作室。两年多来，在王莉领导下，茅台集团培养了国家级
白酒评委 5 人、省级白酒评委 20 人、高级工程师 1 人、酿造
工程师 12 人，向勾调领域输送人才 15 人；实现茅台酒勾兑
合格率 99.59%，
有效提升了基酒利用率。
记者了解到，2018 年王莉获授全国轻工行业“大国工
匠”称号。中国知网数据显示，王莉总计发表包括《酱香型
白酒酿造微生物代谢产物解析平台的研究进展》
《
“十一
五”期间茅台集团白酒风味物质研究平台建设及应用回
顾》等论文 105 篇，下载量达 20320 次，其中最高引用量为
77 次。
2 月 18 日，贵州省科协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在此次
院士增补评选之前，当事人王莉一直很低调，省科协的相
关评选也符合所有法定流程，对于此事引发的关注，
“我们
也很无奈，不知道是不是有人蹭热度。”截至目前，贵州茅
台集团暂未作出进一步回应。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胡磊 实习生 陈芷萱

声音
中国科协：正在了解情况
昨天下午，中国科学技术协会有关负责人回应称，中国
科协已关注到此事，正向贵州科协了解相关推荐人员的情
况，
相关调查情况将在官网公布。
中国科协有关负责人也向记者披露了申报流程。其表
示，目前引发网络争议的名单尚在地方公示流程中。
“贵州
科协公示名单后，公示结束期会有领导小组针对是否有举
报、异议等情况审核，审核通过才会上报到中国科协。期间
有多道流程，到了中国科协，也要经过评选公示、审核，最后
推举名单报给中国工程院。
”

中国工程院：
需层层遴选
昨天，中国工程院的正式回应也证实了中国科协的说
法。中国工程院称，根据院士增选工作相关规定，中国科协
提名是院士候选人产生渠道之一，王莉尚处于地方科协推
荐公示阶段，还不是中国工程院 2021 年院士增选有效候选
人，
中国工程院将继续关注相关情况。
中国工程院同时披露了具体程序，经地方科协推荐、中
国科协组织遴选、报经中国工程院主席团审议通过后，方可
成为有效候选人。
南方都市报

茅台总工王莉
入围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名单

“酱香型院士”
该不该有？
贵州省科协：
符合院士增补流程
中国工程院：
还不是有效候选人

新闻多一点
为爱情到茅台，
研发
“打假”
新技术
“你肯定要问，是什么指引我一个西北人来
到西南深山中的茅台，很简单，因为爱情。”王莉
早年在接受采访中，对于自己来到贵州茅台的原
因作出解释。

因为爱情，从西北来到茅台

茅台总工王莉

评论
茅台总工入围院士候选人？
当慎之又慎！
近日，据贵州省科学技术协会网站消息，茅台集团总
工程师、首席质量官王莉，由贵州省科协推荐入围中国工
程院增选院士名单。消息一出，人们便将此事联系到多
年前的
“烟草院士”
争议，
甚至调侃其为
“白酒院士”
。
院士是我国科技界最高荣誉称号。被推荐者都是对
推动国家和社会科技进步有建树的科技工作者。而酿酒
行业本身就存在争议，世界顶尖医学期刊《柳叶刀》曾明
确表示，任何剂量的酒精都对健康有害。2020 年，世界卫
生组织敦促各国政府采取限制酒精的措施，因为酒精不
仅有害身体，还会引发暴力和精神问题。推荐致力于研
究“酿酒”技术的研究人员评选院士，很难代表“科技兴
国”的战略方向，同时也会引起人们对社会科研方向和院
士推荐、
评选标准的质疑。
另一方面，茅台集团是著名酿酒企业，市场地位高，
在贵州连续 3 年纳税第一。在此背景下，茅台集团总工
程师由贵州省科协推荐入围中国工程院增选院士名单，
也是一个容易引发议论的焦点，推选有没有被科研成果
之外的市场因素影响？倘若当选，最大得益者是不是其
供职的酿酒企业？
凡此种种疑问，都需要直接面对，相关各方应当慎之
又慎！
央广网

院士增选中的那些遗憾
“两院院士”是我国科学领域的最高学术称号，代表
了某一个领域的权威。所以，每一位院士的当选都殊为
不易。在中国两院院士增选的事情上，吃瓜群众有争议，
有遗憾。
2017 年，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清华建校以来“最
年轻女博导”，37 岁就带领团队攻克困扰了世界结构生
物学界长达半个世纪难题的美女科学家颜宁落选。不久
之后，颜宁选择了出走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担任那里的分
子生物学系雪莉蒂尔曼终身讲席教授职位。两年后，颜
宁顺利当选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同年，被称为北大的“黄金一代”的数学天才许晨阳
落选。2012 年，在国外获得博士学位混得风生水起的许
晨阳毅然回国报效国家，36 岁当选“庞加莱讲座教席”，
成为第一位来自美洲以外的数学家（中国国籍），37 岁斩
获“科学突破奖”新视野数学奖。就在大家以为他会一直
为国效力时，许晨阳落选院士，选择了出走美国麻省理工
学院，2020 年 11 月 10 日，在麻省理工学院执教的许晨阳
荣获 2021 年度科尔代数学奖，
让无数人为之感叹。
而诺贝尔医学奖获得者屠呦呦，至今也未成国内院
士。这不禁让人感叹在中国成为一名院士到底有多难？
央广网

因为爱情来到贵州的王莉，见证了茅台的发
展。20 年间，
“茅台酒的基酒产量从 5000 多吨持
续发展到今天的 3 万多吨”，销售收入也从 9 亿多
元增长到 300 多亿元。
1994 年 7 月，刚从西北轻工业学院毕业的王
莉进入茅台酒厂工作，她一开始被分配在科研所
分析组工作，但当时实验室条件简陋，科研人员
少，在设备引进、信息交流等方面都非常不便，整
体科研水平远远落后于条件优异的地区。面对
这一困境，王莉仍然兢兢业业、脚踏实地、力求做
到最好。
1997 年，是王莉进入茅台工作的第三个年
头。她被茅台神秘悠久的传统酿造工艺深深吸
引，特别是高温馏酒的工艺。于是，她便开始
“泡”到生产一线，每天准时走进制酒制曲生产车
间，跟随老酒师亲身体验茅台酒生产的各个工艺
环节，
认真记录并分析。
2000 年，王莉的职业生涯迎来了转折。在
暂停十余年后，酒类国家评委的选拔考试终于
又要进行了。茅台领导认为王莉大学毕业，又
是作色谱分析的，感官比较敏锐，因此把她推荐
进了品评考前培训班。半年后，王莉“过五关、
斩六将”，以较好的名次考取了酒类国家评委。

创新鉴定真假茅台新方式
2005 年，王莉建立了采用近红外透射光谱
与气相色谱分析相结合的方式鉴定真假茅台酒
的方法及流程。
《酿酒》杂志文章显示，王莉以
2004 年 11 批茅台酒为基础,以其它酱香型酒为
参考，建立了近红外光谱指纹模型和气相色谱指
纹模型，应用这两个模型成功识别了模拟辨别真
假样品,鉴定结果与感官品评结果和实际结果相
一致。这一方法的开发，为名白酒鉴别真假开创
了新思路。
2006 年 6 月至 2009 年 6 月，王莉参与《酱香
型白酒茅台酒风味物质剖析技术体系建设及风
味研究平台的建立》研究，该研究团队成员还包
括酒业泰斗季克良，中国酿酒大师吕云怀，江南
大学副校长、发酵工程博士生导师徐岩等人，一
家学术网站显示该研究成果水平为
“国际领先”
。
2009 年，王莉建立了一种无需样品前处理
过程，可以直接进行快速定量白酒中吡嗪类物质
的方法。
《中国酿造》文章显示，王莉及其团队建
立了一种利用气相色谱-质谱-离子扫描联用
（GC/MS-SIM）技术，直接进样定量白酒中 4 种
重要吡嗪化合物的方法，每个样品分析所需时间
约 16 分钟，比 LLE-GC/MS 方法大大缩短了时
间，
“减少了目标化合物的损失，相比较具有更高
的定量准确度，同时方法也具有良好的灵敏度，
更适应于企业的常规定量工作。”
除了关注固态发酵、代谢产物、白酒分析检
测等领域，王莉近年来的研究显示，她开始涉足
环境科学与资源利用领域。
《环境科学研究》文章显示，为掌握贵州省赤
水河流域村镇建设外来植物组成、分布和生态风
险，王莉同生态环境部南京环境科学研究所选择
贵州某一典型村镇，在其建成区和非建成区布设
了 49 个样点，调查与分析了外来植物的种类组
成、分布特征及地形因素影响，并应用层次分析
法(AHP)评估了 37 种外来植物的入侵风险，
“该
研究的结果可为河谷型小镇对入侵风险等级为
高级的外来植物进行生态风险防控和乡土植物
的合理开发利用提供支撑。
”
王莉此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不管是
哪个岗位，
“到我白发苍苍那一天，回头看我这一
生，
人生价值能够体现，没有虚度就可以了。
”
重庆晨报·上游新闻记者 胡磊 实习生
陈芷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