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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几十年，中国在强劲的制造业产出的推动下享有了经济上的

Яࠔѵ᛫

繁荣。近些年，中国将这些财富用于增进其它能力，目前已成为
世界上第二大科技研发投入国（见第 2 页），同时也是第二大科
ኄᮆ

研论文产出国。

И֢ङूՇݵӟ

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成就，是因为中国采取了激励措施来推动科研
活动的良性发展。由于文化大革命“失去的一代”，中国作出极
大的努力来培养与其它发达国家水平相当的科学素质。这些话题
在 2014 年 10 月《自然》在上海与上海市科协和中科院上海分院
共同举办的研讨会上，得到了充分的讨论。学术界、工商界和科
学学会的代表们讨论了科学研究对中国目前发展的重要性，以及
如何激励科研的发展（见第 4 页）。本期 Outlook 专刊内容与此
次研讨会相关，但《自然》对所有的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与英国和澳大利亚等国不同，中国并没有全国性的科研评估体系。
最相近的参照是中国科学院这家中国最大的科研机构所采用的的
评估体系（见第 8 页）。
任何完整的科学衡量标准还必须考量技术创新、改善人类健康和
创造就业等内容。然而，中国的科研人员在科研结果产业化时还
面临着体制上的障碍（见第 14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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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于科学进步核心的是科学家，而中国有许多科学家正在一个发
生着巨大变革的体制中努力探索自己的科研之路。青年研究员
（见第 19 页）和女性科学家们（见第 12 页）尤其渴望一些政策
能让他们为科研作出更多贡献。这些改进措施或将增强中国的科
研实力，并让中国成为全球科研界令人敬畏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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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中国科研评估的小组讨论（左起）：菲利普
• 坎贝尔（Philip Campbell）、沈文庆、戴维 • 斯威尼（David Sweeny）、丹尼尔 • 胡克（Daniel Hook）、
ٕՠऱͧ3GQO1G]GOͨ澝㬮ެ怪澞
川合真纪（Maki
Kawai）、李晓轩。

研讨会回顾

不断提升的标准
ˀலଢӤᄊಖю
增加科研预算和科研产出是中国过去几十年的主要目标，
但目前重心已转移到如何提升科研的质量。
ԆॠूչॠूфӟީИ֢ଋԾәԝٶङПऩ߶ͫѸऩӹ୍ڶٝ१ӱײѾݕԟॠूङૅ澞
文 | Michelle Grayson
世界各国在不断加剧的国际竞争中，都在依靠科研来

١ॠԣͨչИ֢ॠ؆ஓЇࢁӣஓһգРԄङ澞ߛਘ؆
增长与引领

捕捉到科研的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
۱֨ङ֪Ԛͫ֜Оॠू߄Օਈପଋߐ܉ޏ澝ޏङݺঌ

推动国家进步。但应该如何引导或激励科研活动，以

ߐउ澝ٗउչڄݺङї੮Њѫખд࠴کङչ

չױङԛऐ৲ڧրӱકךыङࣿࡴ澞֜࠴ͫ֯ાض

达成国家目标呢？这些目标可以是学术成就，例如突

上海市科协副主席杨建荣在致词中概括了科研评估方
੧Ԉސ澞

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说，任何科研评估都
ԨבપͫȔ֨߂ࡤٺङ۞УЇͫђ؆ߐउչםਸ֠

破性论文和诺贝尔奖等奖项，也可以是经济繁荣度和

案所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他说，首先要“关注科研

需要考虑基础研究、应用研究、技术发展和商业化之
ङॠूउ݂݀ӱॠूङڧրԃȕީਙҼ୍ङ澞

社会福祉。

效益的质量，这包括需要有客观的标准”。他强调，
ܙ᫂ˁळᮗ

间是环环相扣的。“一个好的系统不仅有助于科技发
И֢ॠ؆ஓЇࢁӣஓԀஓڙ㨄પͫѠѾॠूછѳୃ

在全世界深受资源紧缺和环境退化的困扰之时，瞄准

展，也会帮助科研人员成长，提高教育水平，并增进
ৰਖ਼ׂॅू९澝ूऀځ९澝ߐ܉ՇيչЏԗФ

创新，以“有益于地球的长期稳定平衡和可持续的绿
Їࢁ١ॠԣԀПڏߜ٭哛֨ਚટИࠢܬдॠूછѳސ

全人类的福祉，尤其是环境福祉。”
ީ࣪࣪बۻङ澞Ȕ▲ЗױङЉю߄ԉйॠ܉Շ

色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ࠄ۱ீڷઆӐङ୍ொ澞ѕપͫүȔҼࡨॠू

ͫيЭѫٮԉॠूыմۨͫݕݾਃࡊٷͫٵ

Ѝउ՟֢֨ЉލԆӽङ֢எॼжИͫୃ֨҉ழॠूߛ
“科研的评估和评价一个非常适时的全球性话题。其
ݐԈ֢؟࠵澞ѸځથײѾࢬ۪حږԋॠूࡴԈͫљ
关键是建立一个全面、理性和系统化的评估体系来引
ଇ֢ۨ؟ऩ߶⪢;пऩ߶Օљީ؆ߐۨॳײ҆ͫؼ
导科研投入和资源评估。”麦克米伦科学与教育负责
ॄۅખކչમાضঈாͫЭՕљީࡺয哛چչ
大中华区科学和亚洲区教育业务的董事总经理刘珺在
॑ѫक़䮬澞
揭幕 2014 年科研评估体系国际学术研讨会时说。麦
Ȕॠूङછѳչછџ▲ЗளٯଠޞङҶࣱۅઢொ澞ҿ
克米伦科学与教育是自然出版集团的母公司。该研讨
Ҽ୰ީ▲ॹڏЗҶவ澝ࣲۅչԗङછѳѽߛږ
会于 2014 年 10 月召开，是与上海市科学技术协会（上
حॠूҵչ࢛છѳ澞ȕ௮ұজѰॠ؆Њݾਃિુ
海市科协）和中国科学院上海分院共同举办的。来自
םИԢԚॠ؆չоࡳԚݾਃЏԇङ嗋зۈࣲӨ䚾֨
学术界、工商界和政府的代表与会讨论了彼此的经验
ٶٳݘॠूછѳѽ֢எ؆ߐूѫޞપ澞௮ұ
和行动方针。
জѰॠ؆Њݾਃީਘࣀӟ࣍த֝ङ࠾Ҹ՛澞થूѫ
й߃ٶՓީͫڐЊЇࢁ١ॠ؆ߐ܉ԣѫͧЇࢁ

ݼञङૅͫԕܬ߄ؚङ߶ӕȕ澞ѕڠલͫ

Ҷыঝङक़䮬ͫػҿީ࣪क़䮬澞ȕ
提拔有潜力的人

《
自 然 》 杂 志 总 编 辑 菲 利 普 • 坎 贝 尔（Philip
֨ҶЍउࢋՉ࢛বչ࣪ଞԗङ֟܃Фͫޞसӕ
Campbell）表示说，《自然》杂志体现了近年来中国
ӫͫޏљȔ߄ञйࣱ֪ङߊ६ؔٵ੫չՕܴङ

生物物理学家库尔特 • 维特里希（Kurt Wüthrich）
ଢપదҧᄊ̡

科研成果的大幅增加。他指出，科研评估的最终目标
Շيȕީள୍ٯङ澞

目前的时间都分给了自己所供职的美国加州圣地亚哥

是
“激励良好的行为规范，激发批判性和大胆的思维”。
澦ਘࣀ澧ߒۈں૾ӯޯș֯ાͧض6NOROV

的斯克利普斯研究所、瑞士苏黎世的联邦高等理工学
ࣲ࣒࣒ࣿ؆ࣔضڀ؟șࣔୌ٥ͧ1[XZ=½ZNXOINͨऩ

科研的影响范围会超越所在的研究机构甚至是所在的
)GSVHKRRͨ੮ॐપͫ澦ਘࣀ澧ߒںѽ࣫дߛٶИ

院和上海科技大学的 iHuman 研究所。他在会上也讨
ӹङୃޞӣোдਘٜ۱҈৺ङ২֢Ԇٖ֧֪оւङ

地区，因为科研有可能通过新技术、新的政策和更好
֢ॠूۨߧङٱםԆ澞ѕܶӟͫॠूછѳङ߂ৄऩ

论了评价科学家的方式。维特里希最为人所知的成就
ގұӯޯूގ९۱澝ࣶבਲ௱Ѝङ৻଼ঈࣲٗ؆ஓ

的医疗而影响到许多人的生活。因此，坎贝尔博士说，
߶ީȔࢬԋਧױङ੧ОઁਸͫࢬՇ܅Ӯۅչם剶ङۃ

是由于推动了核磁共振光谱学的发展而与人共同获得
չЇࢁॠם܉؆ङO.[SGTू९۱澞ѕ֨ѫЇЭખ

“在最广泛的意义上，从学术界和更大范围的科研界
ȕ澞ॠूङڧրਸ֠ѫ۱֨ङू९ߑߣࣾਙީ

了 2002 年诺贝尔化学奖。然而，在伯尔尼大学读本
дછџॠ؆؟ङڔސ澞ࣔୌ٥߂Оы۱ऽङۨީ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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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йݐԈд߾्һ㞦Ұ崭؆ङՇي৲Њыһգੂڱд
科期间，他在体育运动方面更成功。他在研讨会的致
ٶમાضԗ؆澞ࣀ৲ͫ֨Ѳםؿض؆યߎॠ
辞中，回忆了自己的田径特长：“拿跳高来说，你需
ߊͫѕ֨ѽਃԈސவۨԅ澞ѕ֨ूѫङਚଃ
要找到有天赋的孩子，测量他们的成绩即可。每跳一
И֛ͫڸдਘٜङँࣔڬȔܳ૩ߛપͫ҂
次都有一个明确的最终结果，无论结果是好是坏。”
܇ӱ߄מૐङ؇ࡹͫѕћङۨ働ԯՕ澞૩▲ࠩ
但是，维特里希表示，如此显而易见的决策不能用于
ୃ߄▲Зेޢङ߂ৄৈߧͫޗખৈߧީְީױ澞ȕѸ
科学中，因为“科研的结果，无论是会影响生活质量
ީͫࣔୌ٥੮ॐͫު࠴ײ৲ޣङӐঌЉਈऀйॠ
还是经济发展，可能时隔多年甚至几十年都不会呈
؆Иͫ֜ОȔॠूङৈߧͫޗખީѫڧրࣿࡴૅଐ
现”。
ީࡺՇͫيՕਈޞஜࣾٶךਙәԝୃٶЉѫղ࣫ȕ

ȕȍȍЗટ֨ूѫљՃ߄Ҽॠ؆છѳङପٯખ
斯威尼称，RAE 对论文发表量、引用数量以及这些科
Иੴைয҅ऀͧ9ͨ澞ؿގઆୋપȔॠू
研产出的质量都有非常正面的影响。他说：“我们认
ڧրԃީॠूثࡺ澝॑ѫ澝ކԗ澝֢؍؟Ҷ澝ҡډ
为资金的使用是明智的，我们还想做得更好。”
澝Ҹһݺঌ۪߆ԇ澝ࣿࡴૅљՃ࣪Օљੴચޢङ
“更好”在这个语境下，意味着更多的“影响力”——
帖ࣣ澞ȕ
这个词在研讨会以及有关科学评估的通常讨论中被
֨ٶङછѳИͫਸ਼֢ر8'+݅Оू९Ԥࠃ߫
频繁使用。（见第 11 页）斯威尼解释说：“科研影
ͧ8KYKGXIN+^IKRRKTIK,XGSK]UXQͫ8+,ͨѽͫ
响力是科研对经济、社会、文化、国家安全、健康、
 رङߑߣછѳӣқӣোࠄ҆ӣߤͫऀйݔଚд
公共政策或服务、生活质量以及环境可以被证明的贡
ॠूۨߧͧࡤٺள؆ߐЇͨङڧրԃ澞Љଋͫғݷ
献。”

ूࡾોঈକ୧Նځ澞
示，评估的目的是：通过竞争来选拔最优秀的人才；
Одݼ߄҈ݕङࢬԋͫИॠஓऩӹէдؔۅછѳ
提高中国科研产出并达到国际水平；促进资源的有效
ͧ9ͨ澞ਘٶљߛͫИॠஓऀдȔ▲І
分配；将科学的决策纳入研发活动的管理之中。
мȕઁӦͫԯ▲ЗूՇؔѹ澝ІЗ୍ॄॳםչмЗ୍
但是，为此目的而开发的工具存在着问题。李晓轩直
ࢵׁਃސէ澞㬮ެ怪੮ॐȔ߽ङછѳҼࡨङީۨ
言：“最大的问题是对数量的过分关注。”科学家会
ߧͫЉީખރކ澞ȕ
注重增加研究课题的数量和撰写了多少学术论文。
“这
Иॠஓ֨ू९ஓ۱ИޑؘȔ▲ІмȕઁӦͫީ٥߈ਈ
导致了非常短视的行为”，以及学术行为不端和科研
ହҲ୍ٗזҁॹڏٷ؆ॠЋͫٮԉҿЈًஓ۱Ոڱ
资金浪费等连锁反应。

澞
维特里希还表示，科学家的任命和提拔在讨论科研评

୍ूם९ॳॄͫٷґܴڽବङՇ࠵يѦ澞ऩӹͫԝЬ

ࣔୌ٥ଐ੮ॐͫॠ؆؟ङѠոչ֨ܣݕખॠूછ
估时往往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如果我们没选好科

ू؟९ஓ۱ङછѳৈߧުॐͫҿИ߄ם֚ӣФ▲Օ
为了提供更有效的激励，中科院目前转向了定性评估。

ѳڱ߄࡚ڪڪޞӱૡלङ୍ં澞Ȕ۩ߧײћ࡚ଣױॠ
学家，那么我们就不会获得良好的回报。”维特里希

љઍОީଇӱдЍउ▲ࡶࡊٵ澞㬮ެ怪પͫީ߂
（见第
8 页）自 2011 年以来，中科院采用了“一三五”

؆ͫ؟Т۩ћؼЉѫੂڱਧױङ֛ܕ澞ȕࣔୌ٥
主张说，有很多“有才华，但未能发挥潜能的人”，

ङؔѹ澞થઁӦङ▲З߾ީࢵࣔڶऀআІސછѳͫ
规划，即一个研发定位、三个重大突破和五个重点培

Пڙપͫ߄ךڮȔ߄۵ԢͫѸߌਈՇܼࢪਈङыȕͫ
他们可能需要获得鼓励以更好地发挥自己的能力，但

ԕ֢ܬஎЋ؟ङછџ澞ߛਘпЋ؟ङՆਈଊବު
育方向。李晓轩表示：“这样的评估关注的是成果，

ѕћՕਈੂ௴ڱԋљ֪ױՇܼਘٜङਈԃͫѸ
人们通常会忽略他们，而去偏爱那些主要善于保持现

ॐࣲИङொڏ҈ݕٷગۅङڏઑ澞㬮ެ怪੮ॐͫ
不是论文数量。”

ыћପٯѫڿऋѕћͫ৲ԾҞ࣊пП֑йґܴ࣫
状的人。他反驳说，这些成绩超过预期的科学家并不

ؼչਸ਼֢ङॠूછѳ▲߽ͫȔȐ▲ІмઁӦȑએ

ࣙङы澞ѕՆ橋પͫпۨ働ଋߊङॠ؆ٷ؟Љ
一定是能取得突破性成就的人（见第
7 页）。

۩ћׂ֨ॅॠ؆չऀځॠूФґܴдٵ੫澞ȕ
中科院在研究院所中实施“一三五”规划，是希望能

▲ؔީਈՈؼۨۅॄॳڱङыͧ9ͨ澞

避免重复工作并建立学科专长，帮助其下属院所取得

ѕܶӟͫЉरू९ৱଋԾङખͫކ৲ݹࢵ୍܋
他指出，不要看研究者过去的论文量，而要把重点放

ूѫङЈԠޙ३ԕܬдؼॠूછѳ۞ࡤٺУङش
重大研究突破，并保持快速的发展步伐。目前，十九

֨܇ج澝ܴݵչऊऀпਈԃளգٯجङы澞Ȕѕћ
在寻找、支持和留用那些能力非同寻常的人。“他们

ুખ澞ҿИЉލખङПொФ▲ײީؼѾݵ֪ױ
家研究院所的评估结果显示，其中有大约四分之一可

ީߢݐރصԈॠ؆ӹङы澞ȕ
是极少数推动科学前进的人。”

ܴչછџறٶॠ؆؟澞
以认为是达到了世界一流水平。李晓轩说，这是最高

ᔮڎᄊሙᆑॖ־ҧកͥ
英国的科研影响力评估

1956 年在瑞士训练的库尔特·维特里希。

ٖٺИٌם؆Ԁ௱㭵પȔછѳறٶॠ؆؟չ
的定位。该规划的一个核心特点是采用第三方评估，
છѳٶङࢋॠ؆ٷ؟Љबգ澞۩ћՇ࣫ङީ
包括国际专家的评价。来自这些专家的反馈能迅速显

છѳѽङऩङٷЉީݷՊਸ਼֢ॠूٗҁङׂߎҼ
在
2014 年的评估中，英国将 RAE 转换为研究卓越框

ҿࢪԃͫ৲Љީҿٝ߄ङۨؼ澞ȕ
示管理中的问题并提供建设性的建议。李晓轩表示，

ۮș*ͧؿގG\OJ9]KKT_ͨݕӟдЊࣔୌ٥ङ
戴维
• 斯威尼（David Sweeny）提出了与维特里希

ࡨࢵ澞Ȕ۩ћЉஊ࠲ڶרױԈЈङॠूࡴԈͫ৲
架（Research
Excellence Framework，REF）体系，

Иॠஓஓב㿥بټކӱͫИ֢॑ѫޯଲ֨ङґ،
就和英国的科研评估系统一样，“‘一三五规划’让

बځثङ҆ͫީђછѳߑߣङંઅӟՇङ澞
的经验相对应的例子，这是从评估机构的视角出发

ީચڠ߂ޢङॠूڧրԃߛؼਘйঝׂॅॠूࡴ
将
20% 的机构评估分值分配给案例分析，用于描述

ПУڪڪѫȔ܆㬣үङۃȕȍȍпۨۃԅङ
我们在基础科学和应用科研之间保持了平衡。”

֨ؿގછѳਸ਼֢ॠूۨߧङਸ਼ࠀҺঈݾਃܪ
的。斯威尼在评估英国科研成果的英格兰高等教育拨

Ԉ澞ȕؿގપ澞
了科研成果更广泛（非学术上）的影响力。不过，修

ՕਈۅЉͫѸՕਈڧ߄ڮրԃ澞ѕգࣔୌ٥Ї

մѫͧ.OMNKX+J[IGZOUT,[TJOTM)U[TIOR,UX
款委员会（Higher
Education Funding Council For

改评估体系的目的并不是要改变英国科研工作的基本

ԠङࢦઔͫނٷҏԆ୍ં௴ԋறٶॠ؆؟Ծଝࡌࣞ
研讨会的下午日程包括了就科研评估更广泛意义的小

+TMRGTJͫ.+,)+ͨܛѠПѠ澞ѕપͫআ▲ாѠԇީ
England，HEFCE）担任主任。他说，第一项任务是

࠭රԫ᭩ᄊ˗ሙᬓ
关注点。
“我们不想阻止好奇心驱动下的科研活动，

ࣔङઆ澞
组讨论。其中不断讨论的主题之一就是如何更好地支

֛ঋЗொȔ҂ОэТછѳ;ȕ
回答这个问题：“你为什么要评估？”

И֢Њਸ਼֢Љգͫ߄࡚ٷҶ֢ۅङॠूછѳ澞И
而是想证明最强的科研影响力就来自于这类基础科研

ם߂ߎޙङЋЏॠूߑߣࣲߎޙԗ؆ू९۱ङࣲзٕ
持和评价青年科学家。

ث.+,)+ߛપͫঋࠄޢڮдછѳܶحдू९ોङ

ॠஓީЍउЇ߂םङॠूߑߣФ▲ͫથஓॠݺ܉ঌЊ
活动。”
斯威尼说。

ՠऱͧ3GQO1G]GOͨ੮ॐͫпऩ߶Эީߎޙ

ӣ澞ਸ਼֢ރךםॠूࡴԈ֨ם؆੧ͫם؆ߛଣܫ
对
HEFCE 来说，答案很明了：评估指导了研究经费

ࣲॠ؆ू९۱ॠ܉ࣲЊછѳू९ПѠ㬮ެ怪પ

ूط९ߑߣ۱Ҽࡨङ澞װળӱͫߎޙয୍ङچٶછѳ
广州中山大学副校长黎孟枫说：“评估青年科学家和

ਘٜܴݵङாऩչू९ৱ澞ѕઆୋપȔ۩ћߊ߈ם
的分配。英国大多数科研活动在大学进行，大学来选

寻求变革的中科院

ͫИॠஓङॠूછѳࡶ३ՕંОИ֢ङڳঢ়࣍છѳѽ

એறٶॠ؆؟Љ୍׆િ澞৲Ќͫ࣫яङٷЉৰਖ਼
评估年长的资深科学家并不相同。我们需要发现的是

澞

ۅ߽ך澞Ȕ۩ћЉځથՑଣ▲ܫय़ыͫङࢲࡴۅ
其潜力，而不是其已有的成就。”

؆ਈלҁӟޢङӐؔ澞ȕ
择自己支持的项目和研究者。他解释说：“我们期望
Љଋؿގ੮ॐଐ߄Ր▲З୍ङொȔэТީॠ
大学能够作出明智的决定。”

И֢ީ֢எॠूਟՖЇङۨޏմ澞㬮ެ怪પȔ۩ћ
中国与英国不同，并没有全国性的科研评估系统。中

ूۨԅȍȍЭީؼપͫ҂ڱӱэТ߽ङۨߧ;ȕ

ٶӹ۵ݷڐஶݹڐ澞۩ћ߀▲ͫدچѸ۩ћڐ
科院是世界上最大的科研机构之一，该院科技政策与

ИॠஓЇࢁӣஓԀஓڙ㨄ݕӟङொީײѾછѳ
中科院院士沈文庆观察到，中国社会普遍存在的保守

પӱୌͫޞѕપͫঋࠄީЉލՊԗङ澞չࠬࡳકך
不过斯威尼表示还有另一个重要的问题：“什么是科

ޑؘ١֫ࡺ澞ȕգͫޞИ֢ڐдٗЏЊॠ؆࣫
管理科学研究所科技管理与评估研究室主任李晓轩

пऱ࠳߄ॳॄۅङࡣ澞ѕշ՝ॠूउڐՇ▲य़છѳ
主义往往会“扼杀先进的思想”——这些思想成功的

֢߽ͫ▲؟ਸ਼֢ङࡺ࠳הйਨߊޞ澞ؿގપ
研成功——也就是说，你想得到什么样的成果？”说

їԗङ३澞֢؟ਘࣀॠ؆ׂմѫйॹۨٶ
说，中科院的科研评估流程可视为中国的微缩版评估

ખૅކङͫࡣސޏથࡣސЉ؏ҶՈӐйખކ۱Շ੮
可能性不高，但可能很有影响力。他赞同维特里希上

ȔڄݺઍО۩ћङם؆չॠूٗҁީЍउЇ߂ۨԅङ
到这里时，他说，答案是不断变化的。和欧洲许多国

ͫީॼ҈ݕжۅாऩߛ࢛ङПѽ澞ȔѸ۩ޞڢћ
体系。

ङߊ⣚۪ͫৱખކङੴރࠩऀږ澞߶ӕङثءݹйз
午的演讲，并敦促更加重视鼓励青年科学家去追求独

Ф▲ͫЭީએࡺٵזۊ੫Շيङ୍۴࠼Ф▲
家一样，英国的经济正处于艰难时期。斯威尼说：“政

۞߄࡚ٷજӱથײѾପଋછѳչછџߛحږॠूٗҁ

ЏӪӪ࠵ङू९ৱߛપࣔӰ߄ٮԉ澞Ȕ▲֨ؼڐ
特的见解。

澞ȕਸ਼֢ީȔՇޏيऽજङۃੳ澞ȕѸީͫঝ
府认为我们的大学和科研工作是世界上最成功的系统

澞ȕ
中国是国际科研舞台上的新成员。李晓轩说：“我们

ޏऽજ॑ثѫީի߄॥ߢڧրعЉࢎࠟ澞Ȕ۩ћҝગ
之一，也是让经济恢复平衡发展的重要手段之一。”

ͫٶИ֢ڐڄݺછѳؘ֢ࢵ୍؟澞ЉСФ
30
年前才开始改革开放。我们曾一度封闭，但我们开

ਸ਼֢छ؟؆ѫԀП؍٭БؿșӤࣔࡎ'ͧTZNUT_
日本最大的专业科研机构日本理化学研究所的理事川

؉߄࠳வڧրͫѸ۩ћ߄ચ݇ը;ȕ
英国是“发展新知识的思想领袖。”但是，这类新知

եͫИॠஓЭڐછѳਘٜङू९ஓ۱澞㬮ެ怪੮ॐ
始实施市场经济。”同时，中国开始了工业与科学现

)NKKZNGSͨдڙ㨄ङઢொ澞ѕܶӟͫȔ߂ڮ
合真纪（Maki
Kawai）表示，这些目标也是日本顶尖

иԝٶךљߛͫਸ਼֢ऀॠूછѳࡹડͧ8KYKGXIN
识对社会是否有积极影响尚不清楚。“我们假设它有

ͫછѳङऩङީପଋॼжߛଣ߂ܣѩज़ङы۵ͺݕ
代化的进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于
1986 年成

ڱੂךમાضङખؘކஎЇՇ੮֨иিߊ⣚Їͫȕ
研究机构所关注的。她谈到，日本繁重的年度评估让

'YYKYYSKTZ+^KXIOYKͫ8'+ͨߛછѳם؆ङॠूૅ
正面影响，但我们有证据吗？”

И֢ॠूфӟٷଇӱ֢எࡊٵͺҏ࢛ङ߄ݼӣ
立，是提供竞争性项目资金来源的主体。“但当时我

Ց֨иিߊ⣚Շ੮ॾކЉځથۨОԟ৺ङஊॉͧ
青年科学家不堪重负。而且，现今的系统并不考虑多

澞ؿގ०ͫ8'+ثખކՇ੮澝ރऀږљՃ

ͺرॠ؆ङӐঌহҵूՇࡴԈङࣲФИ澞
们并没有意识到该如何通过评估和评价来引导科研工

9ͨ澞
样性。“我们不应该只选择一种人，系统的灵活性是

пॠूфӟङૅୃ߄ள࠳ٯவङڧր澞ѕપȔ۩
二十多年以来，英国采用科研评估测试（Research

ѸީͫО࠴ऩङ৲ڐՇङٗӀ֨वொ澞㬮ެ怪फ
作。”

Њѫৱ֨▲ࢵЇۨڥдһજ澞Їࢁাם؆ॠूԀ
很重要的。”她说。

ћઍОङ҅ऀީޢङͫ۩ћଐҟױڱ澞ȕ
Assessment
Exercise，RAE）来评估大学的科研质量。

ઈȔ߂םङொީރثङଋӣҼࡨ澞ȕॠ؆؟ѫ

ࡓشч੭ҭપȔпڧրԃङߊ⣚Օऀйછ

ࡨ୍Ԇू९રொङރչݯӊдصך؆ߐખކ澞Ȕ
1990
年，中国政府开始评估国家重点实验室。不久

ѳͫѸЉځથީછѳङҶୂ澞ȕࡓشчڏઑͫ֨வડ
中科院上海分院副院长张旭提出的问题是如何评估那

Ȕױȕ֨ЗધЈͫ۞նवךङȔڧր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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حਚдளٯिંङ੧ОȕͫљՃ؆ߐ੧ОЉঀչॠ
之后，中科院也开始评估自己的研究院所。李晓轩表

ީ୍ڮङ澞ȕװપ澞

ڧրԃङߊ⣚ЇՇ੮ڮީॾކङ澞ȕѕપ澞

礼来中国研发中心药物化学部执行总监王敏敏博士
䮠ߛИ֢ूՇИڶ哦࣒ԗ؆ୂۼ੧ۈडࣦݽݽԨב
些真正有突破性的想法。他呼吁科研界开发一种评估
论文质量的新方法，该方法不完全取决于论文所发表
Њѫৱ֨▲ࢵЇۨڥдһજ澞Їࢁাם؆ॠूԀ
的期刊，或者论文的被引用次数。标准的放宽对于事
ࡓشч੭ҭપȔпڧրԃङߊ⣚Օऀйછ
业刚刚起步的研究者来说特别有帮助。“一开始就在
ѳͫѸЉځથީછѳङҶୂ澞ȕࡓشчڏઑͫ֨வડ
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文章是很难的。”他说。
৺ѹҘଣыͫޞȔਰ▲ޞמஃયѕћङҶୂٗҁ
ۨߧȕ澞
英 国 皇 家 学 会副 主 席安 东 尼 • 切 特 汉姆（Anthony
恁ࣶӲ哦ЇࢁूՇИڶЛٽડࣲۼ੧ۈडॠୌș
Cheetham）继续了张旭的话题。他指出，“最近很
)ͧގڊUX_=ORROGSYͨ٫ߛдٗउङࢵͫ
多获得诺贝尔奖的论文实际上发表在二线期刊上，”
થИ֨ୂۈީڶাङ恁ࣶӲ哦ङҶࣱӣߣߑݵ澞ѕ
只在二线期刊发表文章不应该成为升职的阻碍（见第
ળӱਘٜ֨ूૹٶ९մ૯Ї۱ߊڭङІЗ߂୍ङࣔ
17 页）。
ૅ澞ӹДЗӣӰީू९ࣞӫۅչࣿфԃͫѸআІЗՕ
ਈ߂О୍ՠҁॠूङਈԃ澞ѕપȔ҂Օљ֨ՠ
与会者在这一点上形成了共识。上海纽约大学科研副
ҁИ؆Юӱ܉ޏਈ澞плԈѫ٫ߛךङӫޏ澞ȕ
校长汪小京补充说：“这些高影响力的期刊可用于评
ڏގڊઑȔ▲ثѹѩज़ङू९ыմ֨৺Џࣿ䃝ङ
估，但不应该是评估的全部。”汪小京建议，在面试
Љգځߊޞથީ߽ۂङ੧ଢէગઋȕͺ߽ђ▲ڐ
职位候选人时，要“花一天时间阅读他们的全部工作
ؼՕљ੫չܶूૹٶح९մ߉ЗࠥڔԊԃ澞
成果”。
॑ѫڧրԃ
辉瑞制药上海研发中心临床试验管理执行总监科里 •
威廉姆斯（Cory Williams）带来了工商界的观点，
Ր▲ЗࢽࢵઢொީҼй੫չࣲઆ՟य़ॠूۨߧङ॑
该中心是总部在纽约的辉瑞制药的全球分支机构。他
ѫڧրԃ۱வЛङܸ۫澞֯ાضРд▲п҆ͫљપ
谈到自己在年轻研究员身上所期待的三个最重要的特
ޢڧրԃङॠूۨߧЉީۈՇ੮֨ڧրԃङߊ⣚
质。前两个分别是研究独创性和生产力，但第三个可
Ї澞Ȕंਘࣀॠ؆չ॑ѫॠ؆ۨু؟ङ૧؆ॠ֝О
能最为重要：合作科研的能力。他说：“你可以在合
ࡊ࢛বङֽ١٫ߛઆӐࠄސȕͫީߢО୍ङ
作中学习到新技能。这些互动会带来更多的创新。”
҆ـͫߊࡶ▲֨صڮ⣚ЇՇ੮澞
威廉姆斯建议“对一位优秀的研究人员在职业生涯的
ॠूછѳثॠू߄ߣߑܪवߢО୍ङ۞У澞Иॠ
不同时期应该是怎样的进行逆向设计”；这样从一开
ஓЇࢁूࣲ࣒ߐ܉९۱ङ婔⩧䂠ஓב੮ॐͫ߄֚З֜
পਈٮԉؔेߣߑܪરொङ॑ѫџқީիਈ٫ߛ

始就可以衡量和指导年轻研究员朝那个模式努力。

因为应对这些挑战需要跨学科的合作。

ޏऽજ澝ݕٗЏф澝ݕԟࣅߐ܉ীچ澝Շޏي

ѸީͫЗֿИ߂Ҽ୰ङީਈђૂעИ؆Ю澞

ङЋЏߐ܉澞

Ȕ۩ћڢځԆ୍ંՇ੮չӣцпૂעङݻз

社会影响力

֨▲пू९ֿИͫПڧրީ֨ݺڄݺঌސவङ
另一个热点话题是关于衡量和理解各种科研成果的社
澞Иॠஓࣿू࣪ہ९Иڶङ࣪ॠ؆௺ࡋ⩢؟ળ
会影响力所面临的挑战。坎贝尔举了一些例子，以说
ӱдѕङू९ЋЏȔ۩ثћߛપ୍ͫࢵЉююީ
明高影响力的科研成果不总是发表在高影响力的期刊
֨ߊ⣚Շ੮ખͫކଐએҸѨࣲઆொङҼ୰
上。“由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家组成的跨学科团队为
ީэТ澞ȕ
水资源紧缺的城市带来解决方案”，这是极为重要的
ҸѨ֨дઆॠ؆ޞङ▲ЗҼ୰ީѕћީիਈלிई
例子，尽管这很少在一流期刊上发表。
ஃયӱٝՇ੮ङॠूખކ澞ਘࣀӟ࣍த֝ूݹڐ९
۫ऋۈडӜ哿șԪ)ͧڴضGXXOK)GRJKXͨપȔߧײ
科研评估对科研拨款机构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中科
۱߄ыୃਈݎלઇӱबҼҒ۩ͫێћ܇ӱઆӐࠄސ
院上海技术物理研究所的褚君浩院士表示，有四个因
ङՕਈؼۅ澞ȕ֨આӐભײௐս؍Ҷ澝࣪ࡑ
素能帮助拨款机构确定课题的社会价值：是否能带来
߯չࡈҘՊԗঈҶࣱੂݹڐͫޞܸ۫ۅՈػҿ߄୍
新知识、提高工业产量、提升技术熟练度、发展新的
ङџқͫ֜Оثځпܸ۫૧؆ॠङՠҁ澞
专业技术。
ӫॹҸ՛
在一些研究领域中，主要影响是在政府政策方面的。
中科院生态环境研究中心的环境科学家吕永龙谈到了
߂ե▲ЗПொП֠वײѾђॠूՇيӱӫЏ澞
他的研究专业：“对我们来说，重点不仅仅是在顶级
Їࢁգࡺם؆ङߑࠑٗ३٤慟୍݇߿ټਘٜ֨ٗ३
期刊发表论文，还要让公众理解问题的关键是什么。”
ગઋֿ֚ԝ▲ٶিٗҁङͫݕӟдਘٜङ
公众在了解科学时的一个关键是他们是否能够顺畅阅
ࢵ澞慟୍ټપͫИ֢֨ଋԾәԝٶٝ߄дםڮङ
读到已发表的科研论文。自然出版集团开放研究战略
ͫيѸूՇސவё߄ਘ૯ொͫػҿީȔڄݺଋך
总监凯莉 • 卡尔德（Carrie Calder）说：“如果所有
ङٴȕ澞
人都能够接触到相关信息，我们找到解决方案的可能
Ѹ߮пֿЭ߄д॥ߢङҒ՚澞䮠ߛҸ՛ީୂۈѹ
性就更高。”在解决诸如食品安全、环境污染和气候
й২֢ԭআ؍হࡦӯގङ▲؟Ӳ哦Ҹ՛ͫҿЇࢁू
变化等全球性挑战时，开放获取尤其有重要的价值，
ՇИڶ哦࣒ԗ؆ୂۼ੧ۈडࣦݽݽԨבપȔИ֢

创立公司

澞ȕװઆୋપͫ֨䮠ߛҸ՛ͫȔЉू९ۨߧީ
最后一个主题主要围绕着如何从科研发展到创业。上
߽ۂङͫୃѫԾٷͫ॓ټએू९ыմҸڐઔଚਘ
海同济大学的机械工程师郭重庆根据自己在工程设计
ٜђИ؆ӱङБȕ澞߽ङݺঌ߄ԉй֪ױ
领域四十年一线工作的经验，提出了自己的观点。郭
һцҒͫێହҲ୍ٗזҁ澞߽ङઢͫૂעЭީ
重庆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已有了很大的进展，但研
▲य़ۨԅ澞
发方面仍有自身问题，尤其是“政府过多的干预”。
ПԄސЇࢁ١ॠԣП٭ஐӜү֨ٳટИͫڢث
但某些领域也有了积极的信号。礼来公司是总部位于
מङખӄؠ੧д֛ு澞ѕપͫՀѫї੮ߛਘ
美国印第安纳波利斯的一家制药公司，其上海研发中
ЉգङॠूછѳѽͫȔପଋЉգࡣङ壝ՠЊ
心药物化学部执行总监王敏敏博士说：“中国的大学
ौځͫݬથ߄ԉйݐԈ࠴کثङࣲઆȕ澞ڢї੮
对新药物研发充满了热情，也很有动力。”但是，这
ћ֨ӕוଏ֛۱֨Ҹ՛չؘङޞҘͫЭୃ٥
个领域中最关键的是能从失败中学习。“我们应当更
߈ਈ٫֛Ծ࠴ࠩѫЇङ۱؆۱ͫڱђ৲ثҶࣱङ
加重视发表和分享这些失败的故事。”她解释说，在
ॠूછѳڔސфࣿ॥ߢङڧր澞
礼来公司，“不管研究成果是怎样的，都会去庆祝，
并让研究人员公开讲述自己从中学到的东西”。这样
的政策有助于更好地共享信息，避免重复工作。这样
的话，失败也是一种成功。

主办方上海市科协主席陈凯先在闭幕词中，对当天的
讨论内容进行了回顾。他说，参会代表来自不同的科
研评估体系，“通过不同想法的融合与碰撞，应该有
助于推动对彼此的理解”。当代表们在准备返回所在
公司和实验室的时候，也都希望能带回去此次会上的
所学所得，从而对全球的科研评估方式产生积极的影
响。

ङם؆ޏث哦࣒ूՇҭࢠдࢽͫەЭ߄ڮԈԃ澞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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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科研机构更为优厚的启动资金，依然较难对顶级科
ғͫՑ߄۞۠ރصऊ֢֨ӄҟԨבեू९澞ث
学家产生吸引力。而且多数人在博士毕业后选择出国
йડ֣ুڏࡊٵॠू֝ީЗЉشङܸ۫ͫՐי
进修，只有少数愿意留在国内做博士后研究。这对于
ثИ֢ڢӹ֨ॠूࡴԈङםҵङܴۅЭ߄
试图组建高水平科研团队是个不小的挑战，另外针对
ЉصЉेؔ֜প澞
中国当前在科研活动的大量投入的持续性也有不少不
确定因素。
И֢ॠूߑߣײځѾثҿू९ыմ੧છѳ;
߂Оީ▲ॹڏЗׂйૅङॠूછѳ澞
Љީ▲ўޣؠङз澞֨ݐ੧ऱ࠳۞УЇङգ੧છؙ
“多数人在博士毕业后选择出
ސவͫךڮॠूߑߣଐ֨הளٯӬङஉ࠼澞ऩӹ
国进修，只有少数愿意留在国
ખކՇ੮ङރԩࡁ୍ڮ澞֢יॠ؆؟գ੧છઑե
内做博士后研究。”
ͫખކੴ֢எߊ⣚ݎՉՇ੮ੴઍОਙҼ୍澞ंй
И֢֢ӄ߄ݼङછѳѽШ֑Օஐͫ֜࠴֨ڧր

中国科研机构应如何对其研究人员进
ԃߊ⣚ЇՇ੮ખކੴૐед୍ङ۞У澞Ր▲З
行评估？
ொީͫИ֢ॠूۈѽߛપࣿфࣤڮͫૅөЉࣀ

澞ખކՇ੮ރЉލԆͫѸऀږઓڣૻОତ
最为需要是建立一个基于质量的科研评估系统。这不
澞ЗொङઆӐԄࡣީं֢எॠ؆उЋث؟ॠू
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推行真正意义上的同行评审方面，
ыմ੧Еࠀછؙ澞
很多科研机构还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目前论文发表
И֢ҟङީ㦓ͫםڐҙԉ֢எॠ؆उգ☨ङ
的数量占比很重。国外科学家同行评议后，论文被国
ٮԉͫєূંؙਘٜङॠूѽ澞કךॠूыմ٥
际期刊接受发表被认为至关重要。由于中国国内有效
߈߄О֢எԗङͫڔࠥݹڐѸऩӹકךИ֢ङॠ
的评估体系乏善可陈，因此在高影响力期刊上发表论
ूࣲৱ֨҅ऀਸ਼ધސவё߄ஞॉ澞ރךםЍउ
文被赋予了重要的意义。另一个问题是，中国科研总
ॠ؆ߊ⣚ङધઈީёީਸ਼ધ澞
体来说生产率很高，质量则不然。论文发表数量不断

ࠫភः࠷ྲ•. ፥ྲ᧗࣏
对话库尔特
维特里希

科学复兴
ሙߦܭУ
માڱضПࣔضڀșࣔୌ٥ͧ1[XZ=½ZNXOINͨީ▲ѹࣲࣶ࣒࣒ࣿב؆ͫ؟ऩӹؼ৺йԆӯ
诺贝尔奖得主库尔特
• 维特里希（Kurt Wüthrich）是一位瑞士生物物理学家，目前就
क़ؿоٖܞமоގұୌޯूގ९۱չࣶבਲ௱଼ࣲٗ৻ב؆ஓ澞ͫٶՉ刑Їࢁॠם܉؆ݾ
职于加利福尼亚州拉霍亚斯克里普斯研究所和瑞士苏黎士联邦理工学院。2013
年，受
݉ͫՀЊથॠू♝ङڏગ澞

聘上海科技大学教授，参与该校科研队伍的建设。

是什么让你来到中国？

经文化大革命，忍受了各种艰辛和磨难。。他们是虽
然经历了黑暗时代仍能发表优秀成果的极少数。

ީэТએ҂ߛӱИ֢;
我第一次访问中国是在 1983 年。当时我是国际理论

Էд௲ޞїёਈՇ੮ѩज़ۨߧङߢރص澞

۩আ▲ࠩઘИ֢ީ֨ٶ澞֢ީ۩ޞڢஎࣲખ
和应用生物物理学联合会（IUPAB）秘书长。那时的

中国的政治历程对其科学研究有何影
И֢ङ࡞ݺԷ३ثҿॠ؆ू९߄Ѿڧր;
响？

չࣲ࣒࣒ࣿऀځ؆৻ՠѫͧ/;6'(ͨॢа澞ޞङ
中国大陆刚刚开始走出几十年来与世隔绝的状态。70

ंйऱ࠳ӫޏङٗҁڮЉ܇ޣؠӱыછѳͫѕћପ

为培养出更优秀的科学家，中国大学
ۖ߄࡚ٯыङͫऀږЭڮੴՇ੮֨ঀ؆ߐߊ
能够做些什么？

И֢םஏӪӪڐӟәԝߛٶЊЍஜ্ङࣙہ澞
年代，一场中美运动员间历史性的乒乓球赛推动了两

ކԗםஶո҅ڱИ֢Жעдߎ߄ځङДїॠ؆؟澞

ٶїͫ▲֫И২ԈմԷۅङ◝◞ࣱݐԈдД
国外交，同样的变化也在科学界萌发。

֜࠴ކڢԗםஶոИҼङם؆ڱљ୍ݹڐޏФͫޞ
文化大革命使得中国丧失了本应有的那两代科学家。

֢יсͫգ߽ङՊԗЭ֨ॠ؆उ啺Շ澞
当时在国际理论和应用生物物理学联合会以及其他科

И֢Э࡚߄ૡלՠଠङы۵ߛ੭৺ѹॱ澞ԯ҅ӱ
因此当文化大革命中关闭的大学得以重新开放之时，

֢֨ޞڢஎࣲખչࣲ࣒࣒ࣿऀځ؆৻ՠѫљՃҿѕॠ
学联合会中，代表中国的是台湾；中国大陆因种种原

дяͫמ՟םஓИ҉ࣀ߄वٷךڮЉਆѠݾ৺ٗҁ
中国也没有足够合适的人才来填补职位空缺。即使到

؆৻ՠѫИͫї੮И֢ङީՖͺИ֢םஏ֜य़य़Խ
因被排除在外。我们因此改变了国际理论和应用生物

ङ݉ݾ澞Зقவब֟ڢͫ▲߄ீڷпثځߛޑݒ
了今天，各大院校中依然有着很多并不胜任教职工作

֜ੴஔ֨י澞۩ћ֜࠴ݷՊд֢எࣲખչ࣒ࣿऀځ
物理学联合会的章程，使之能够容纳两位来自中国的

ं࠴фࣿङொ澞҆֨ͫײИ֢ङם؆ୌͫՑ߄شڮ
的教授。这个局面相当困难，必须有一些措施来应对

ࣲ࣒؆৻ՠѫङॾ३ͫ҅ФਈؠלহДѹߛਘИ֢ङ
代表——一个来自台北，一个来自北京。由此，中国

ࡁ҆ङ݉ݾՕљܶूح९ࣿ澞
由此产生的问题。例如，在中国的大学里，只有很小

ї੮ȍȍ▲ЗߛਘՖԘͫ▲ЗߛਘԘч澞ं࠴ͫИ֢
大陆重新回到国际学术界的怀抱。这是一个非常漫长

比例的教授可以指导研究生。

םஏ୍֛ޏӱ֢எ؆ߐउङܘۀ澞ީ▲Зளࢨٯ
的过程，也有很多挫折，但最终非常值得。

֨ଋԾङԝٶୌͫИ֢ڏޏдકךঈஓ澞ѕћՇ

ङଋ३ͫЭ߄ךڮ㞢ܑͫѸ߂ৄளٯқڱ澞

ײيѾ;
在过去的十年里，中国新建了许多高
ךڮ؆ࡊٵङू९֝ࡁૻ⧊Ш澞बࡁФЈͫ۩
等院校。他们发展如何？

惊人的引用量，也很难被发表在高端学术期刊上。因

҂ࠩߛઘͫޞИ֢ॠ؆उީэТ߽;

ՀЊдॹۨޏङЇࢁॠם܉؆⦃ܥॠ؆؟ङٗҁͫ

一线人员保持沟通，了解高质量科研的含义。记住这

ޞڢИ֢ॠ؆उٝ߄д▲пӟङू९ۨߧ֨Ї

ચдޅЗ֝ङڏગ澞۩ћԃ֣߂܇جӟङॠूы
很多学校高水平的研究团队比较匮乏。相比之下，我

一点，科学教育在中国就可以期待一个光明的未来。

ࢁ࣒ࣿԗ؆չূ劌࣒ࣿ؆ू९۱ͫू९ৱћेؔд办
当时中国科学界已经有了一些出色的研究成果：在上

մͫѕћߛރךਘИ֢ͫեؼރךםѠй২֢澞۩ћ
参与了新成立的上海科技大学招募科学家的工作，见

َপङৈߣͫଐ▲ثЗ84'ӣ੧дࡹپ澞
海生物化学和细胞生物学研究所，研究者们确定了胰

Эડ֣刑ऀיךڮ书ॠ؆؟澞ԯҎ۩ћՕљࡁ҈ݕ২
证了整个团队的建设。我们力图寻找最出色的科研人

------------------------------------------------------

ީ▲ாளٯдЉङۨؼ澞ף࣓ޞڢङॠ؆؟ћԷ
岛素的结构，还对一个转运 RNA 分子进行了测序。

֢ॠूߑߣОѩԼङկԈͫ҉ࣀૻثॠ
员，他们多数来自中国，后大多数就任于美国。我们

采访：莫妮亚 • 贝克 (Monya Baker)

ކԗםஶոͫڹՉд՟य़ਨଂչ䭎澞澞ѕћީࣀ
这是一项非常了不起的成就。当时牵头的科学家们历

؆؟фࣿ⩽ږԃ澞৲Ќރךы֨ԨࡂבЏեଣܫӟ֢
也试图聘用很多外籍科学家。即便我们可以提供比美

你首次来访时，中国科学界是什么样
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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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但引用记录却较为逊色。这个问题的解决办法
Оׁ⡭ӟѩज़ङॠ؆ͫ؟И֢ם؆ਈלҟпэТ
是由国际科学界专家对科研人员进行严格评审。
;
中国需要做的是敞开大门，借助国际科学界同仁的帮
আ▲ߚڏઑީ۱߄ਘࣀॠ؆ୃ҅ऀਸ਼ધݾ؆澞ҿࠩ
助，仔细审视自己的科研体系。许多科研人员希望有
ͫ߄۵ਈङ؆ࣿՕљ߄ߑѫӱ֢יғͫٷЌ؆ۨ
更为国际化的开放模式，但目前许多中国的科研管理
Фեৰਖ਼⦃ܥѕћ֛֢ܛѠॠू৺ѹ澞
者在使用英语方面仍有障碍。大多数世界顶级科学期
আІߚީ߂ङ▲ࢵ澞ԯ⥭йܛ܈கͫОރصऱ
刊的语言是仍是英语。
࠳߄٥߈ҟӟ߄ॳॄۅӫޏङы҈ݕ㙈㘹ङܴݵ澞

⣚Ї澞֜࠴ͫॠूࣲৱҵૡלङޞչত

ԃͫչॠू▲িыմґܴ㿺ପͫдઆૅॠूङ
第一条建议是所有自然科学都使用英语教学。其次，
խУ澞ઓѻ▲ࢵͫॠ؆ݾਃ֨И֢ؼՕљߊ▲ڭ
有才能的学生可以有机会到国外进修，并且学成之后
ЗҰޢङߌߛ澞
考虑招募他们回国担任科研职位。

̡ܳښӰܣඌˊՑᤥહѣ
ڎᤉξἻԶద࠶ਝਓ႑ښ
有希望做出有突破性创新的人提供慷慨的支持。由于
ڎЯϢӰܣՑᆑቃǍ
真正创新的工作很不容易找到人评估，他们通常没有
第三条是最难的一点。即勇于承担风险，为少数真正

此，科研管理者需要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和科研

.
᧔Ὁᖆ᠅ ̎ݵБ

刘中民（前排从右数第三人）2015 年 1 月份获得声望很高的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由习近平主席颁奖。
ӨИࡇͧӹђރআІыͨ߃ٶѡੂڮ߈גڱङ֢ߐ܉؟Շ▲ޢঈंͫЮٵП٭澞
ក͉ 评价

淡化定量
ກӑࠀ᧚
И֢ॠ؆ஓ࠳֨ݷՊूث९੧છџङͫڔސѸީثйם࠴ײङߑߣߛપͫ܇ӱՠଠङٵ੫ٷЉ
中国科学院正在改变对研究进行评价的方式，但是对于如此大的机构来说，要找到合适的平衡并不
ީޣؠङз澞
是容易的事。
文 | 黄堃

鼓励刘中民这样的研究人员做出 DMTO 技术这样的

ކ௰ⷴ

突破，正是中国科学院新评价体系的目标。“对于中
௴ԋӨИࡇ߽ङू९ыմҟӟ*3:5ߐ܉߽ङॳ

ગॹПস

“我没想到是习主席颁奖”，来自中国科学院的化学
Ȕ۩࡚ӱީЮП٭ȕͫߛਘИ֢ॠ؆ஓङԗ؆
家刘中民说 . 中科院是一个由很多研究所组成的全国
؟ӨИࡇપИॠஓީ▲Зंूךڮ९۱ুۨङҶ֢ۅ
性机构，总部位于北京。他说：“那是一个很荣耀的
ߑߣͫୂۈѹйԘч澞ѕપȔީ▲Зڮ哛৮ङޞ
时刻，是社会承认我和同事连续作战 30 年的研究成
Ӷͫީ॑ѫ܈ઍ۩չգзକҁ۫ٶङू९ۨߧङ
果的一个标志。”
▲З߶ں澞ȕ

科院构建以重大成果产出为导向的评价体系来说，这
ॄͫ࠳ީИ֢ॠ؆ஓޏછџѽङऩ߶澞ȔثйИॠ

现在中科院评价体系的核心是“一三五”规划。“对

是一个很好的榜样”，中科院管理创新与评估研究中
ஓߣڏљ୍ߧۨםфӟОحէङછџѽߛપͫީ

这么大的一个机构，很难全景式地顾及所有方面”，
࣫֨Иॠஓછџѽङ߾ީڶȔ▲ІмȕઁӦ澞Ȕث

心主任李晓轩说。该中心位于北京，是中科院研究评
▲Зױڮङ߽ࠣȕͫИॠஓࣲӫޏЊછѳू९Иڶ

李晓轩说，“但是现在许多东西都可以联系到这个主
Тםङ▲ЗߑߣͫڮҶް֪ڔுՃ۱߄ސவȕͫ㬮ެ

价体系的官方机构。
ПѠ㬮ެ怪પ澞થИڶѹйԘчͫީИॠஓू९છџ

纲上。”
怪પͫȔѸީ࣫֨કךБୃՕљ৻ӱЗПসЇ澞

ӨИࡇળӱङީ֨ޙ߃ٶङИ֢֢؟ॠ؆ߐ܉
刘中民谈到的是在 2015 年 1 月 9 日的中国国家科学
ԋםѫЇͫѕђИ֢֢؟П٭Юٵ۴Иݎଋ֢؟
技术奖励大会上，他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手中接过
ߐ܉Շ▲ޢঈङ֫ް澞ѕङੂީߧۨ䟤懳ӲՈ
国家技术发明奖一等奖的场景。他的获奖成果是甲醇
Ѻ䬛䏦䏀ͧ*3:5ͨͫߐ܉ԗٗфЏ҅ऀથߐ܉եՕ
制取低碳烯烃（DMTO）技术，化工产业使用该技术
֨કךֿऀ䑘䎮߁їी澞ثИ֢߄ࢋଓ۞Уͫ
后可在许多领域用煤炭替代石油。这对中国有深远意
֜ОИ֢䑘䩳Йئ৲ीबصૻث澞ӨИࡇչѕङИ
义，因为中国煤矿丰富而石油相对较少。刘中民和他
ॠஓգзЉюՇޢдથͫߐ܉ଐࣤүݐԈдٗЏԗځ
的中科院同事不仅发明了该技术，还率先推动了工业
ऀ澞۬࠲ͫٶИ֢ٝ߄*3:5фͫ䏦
化应用。截止 2014 年，中国已有 7 套 DMTO 装置投产，
䏀ۈфਈଇӱٶЅ⩰澞
烯烃总产能达到每年 400 万吨。

ѽङؒߣߑސ澞

设立主纲

ȕ

中科院很大。根据最近的年报，中科院有约
5.6 万名
Иॠஓםڮ澞߿݇߂ङͫܕٶИॠஓ߄ЅդЋ

“一三五”规划是中科院每个研究所都要遵循的指南。
Ȕ▲ІмȕઁӦީИॠஓЗू९۱ୃସڲङܶԧ澞

专业技术人员，还有约
1.2 万名其他类型职工。中科
Џߐ܉ыմͫଐ߄Ѕդҿѕঝֺ৺ٗ澞Иॠஓ֨

其含义是，每个研究所都要确定一个定位，即其核心
ҿխУީͫЗू९۱ୃेؔ▲Зؔѹͫԯҿ߾ॼڶ

院在中国各地有
104 个研究所，还拥有大学、企业和
И֢՟֪߄Зू९۱ͫଐם߄ܨ؆澝ѣЏչҿѕ

竞争力所在的研究领域；三个重大突破，即有望在未
жԃ۱֨ङू९ֿͺІЗ୍ͫॄॳםԯ߄߈֨ߌߛ

其他一些机构。2013
年，中科院源于国家财政拨款
▲пߑߣ澞ͫٶИॠஓ࢛й֢؟ીܪݺչҿѕ

来
5 到 10 年取得的重大突破性成果；五个重点培育
ӱٶՈڱङ୍ߧۨۅॄॳםͺмЗ୍ࢵׁਃސէͫԯ

和其他渠道的总收入为
419 亿元人民币，其中大部分
ଳङݶۈҵОьҫыࡇ٠ͫҿИୂםӣୃऀй

方向，即有望成为未来竞争优势的研究方向。
߄߈ۨОߌߛॼжѩԎङू९ސէ澞

都用于研发。
ूՇ澞

ЊȔ▲ІмȕઁӦबҼङݷஶйͫٶԗ؆؟ग

֨ଋԾͫИॠஓ߀ऀԗչդङߛڔސછџҿू

与“一三五”规划相关的改革始于
2011 年，化学家
ަ䮠ђ▲ܛڐٶѠИॠஓஓ澞ѕӪЇѠݎ֨ޞՉ

在过去，中科院曾采用量化和排名的方式来评价其研
९фӟ澞Ѹީ࣫֨؉࠳֨ݷՊછџͫڔސљਈূਚ

白春礼从这一年开始担任中科院院长。他刚上任时在
澦ਘࣀ澧ઘޞપͫѕઋӦȔӗूثص९੧છџङை

究产出。但是现在它正在改变评价方式，以能更细致
֪Ӱू९ي澞

接受《自然》采访时说，他计划“减少对研究进行
ࣤͫգݕޞԟૅȕͧMUTGZ[XKIUSMGPH^ͨ澞

地鉴别研究进展。

评价的频率，同时提升质量”（见 go.na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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ѕଐપͫूث९ङછџځથȔׂй֢؟չ॑ثѫ
gajb1x）。他还说，对研究的评价应该“基于国家需
ࡺङהױȕ澞
要和对社会经济的好处”。
֨আиͫٶगަ䮠֨澦И֢ॠ؆ஓஓ⣚澧ЇՇ੮ॾކ
દূ晁ଚдѕङࢵMUTGZ[XKIUS^MTQJK澞
在第二年，白春礼在《中国科学院院刊》上发表文章
֨কॾކИͫѕઍОசवИ֢ࡺՊչՇڔސي
详细阐述了他的观点 ( 见 go.nature.com/xgnkde)。
ՊͫଘӤڠલॠूӫޏ澞֜࠴ͫИॠஓङછџ
在这篇文章中，他认为随着中国经济变缓和发展方式
ѽځથ௴ԋू९ыմઆӐ୍םॠ؆ொ澝ڐ恐ސޏ
转变，迫切需要强调科研创新。因此，中科院的评价
է澝ॳॄҼ୰߾ߐ܉ڶ澞
体系应该鼓励研究人员解决重大科学问题、开辟新方
向、突破关键核心技术。
ђރӱૅ
Иॠஓ࣫੧છџЊଋԾङ▲ЗПԚӰީͫ֨ך

从数量到质量

ם३چЇ҅ऀдԗ۴࠼澞֨ଋԾ▲࠼ޞИͫИॠ
ஓ߀҅ऀ▲ӧܶ߶澝ߓ୍չҸूثߛڔ९۱੧
中科院现行评价系统与过去的一个主要区别是，在多
դ澞ׂߎङܶ߶߀߄Зͫԕܬખރކ澝ރऀږ
大程度上使用了量化手段。在过去一段时间中，中科
位于内蒙古神华包头工厂的二甲醚 / 甲醇制烯烃设备
ѹйӄՎ॔ԢԕٗףԴङи䟤戅䟤懳Ӳ䏦䏀ગו
य़چԗङحڔސਚд㬮ެ怪۱०ङȔ9)/࣫
名。基本的指标曾有 24 个，包括论文数量、引用数量、 为四等，其中第一等就是国际一流或世界领先。
澝ોރ澝ԋރչЋӯރ澞
院曾使用一系列指标、权重和公式来对研究所进行排
ȕͫԯЉ࠳֪ٯଝࡌՇ੮֨Ȕॠ؆ކږফͧږ9)/ͨ
经费数量、奖励数量和专利数量。

Ȕ֢எ▲ࡶ۪֢எআ▲ࠐȕͫ߄ЗֿސէОআ

ȕڣݶङߊ⣚Їङખͫރކ৲Љпू९ثфЏ

иঈȔব૦֢எӹ֢ͫ֨எЇ߄ڧրԃȕ澞
从 2012 年到 2013 年，中科院对 16 个研究所进行了

չ॑ѫङؘஎџқ澞㬮ެ怪ઍОͫޏङછџѽਈ
这种高度量化的方式导致了李晓轩所称的“SCI 现象”，
߄ू܋֪ݼ९Ԉߑչ֢؟ৈՠߛͫȔછџѽ
即不正常地追求发表在“科学引文索引（SCI）”收
էڠલؔͫۅѫ௴ԋпऱ࠳߄џқङ୍ߧۨם澞
录的期刊上的论文数量，而不管这些研究对产业和社
ȕ
会的实际价值。李晓轩认为，新的评价体系能更有效
ଋԾङؔѽѫфࣿ؟չ૿؟澞Ȕ۩ћू९۱ۈ
地把研究动机和国家需要结合起来，“评价体系转向

国际化的专家诊断评估，大连化物所就是其中一个。
所邀请的国际专家中既有期刊杂志的编辑，还有国际
ក͉ʹጇᣁՔूូࠀভἻ͘ᴂҵ
学会或协会的主席。他们对 16 个研究所的 90 个领域
ᥧ̏ᄾద͉ϙᄊ᧘ܸੇ౧Ǎ
方向的国际地位进行了判断，认为有 26 个领域方向
处于“国际一流或国际第一梯队”，有 53 个领域方

ީ֨ӹவȕͫӨИࡇਘ઼֪֛ڸપ澞ѕ֨ЇЍҷ
强调定性，会鼓励那些真正有价值的重大成果。”

ू९۱Фӄ
向为第二等“紧跟国际前沿，在国际上有影响力”。

ԝٶїԆҵИॠஓםକԗ؆ࣲ࣒ू९۱ͧ*/)6ͨͫ

֨ИॠஓكङછџѽФͫיЗू९۱Эୃѫث۱

ޞڢଐՑީ▲դू९ࣿͫІԝٶեͫѕٝީםକԗ
过去的定量体系会产生赢家和输家。“我们研究所总 ӄङू९ুչыմ੧છџ澞ू९۱߽ҟީОд௴ԋ

“评价体系转向强调定性，会
鼓励那些真正有价值的重大成
םକԗ࣒۱ީИॠஓઁࠥ߂םङू९۱Ф▲ͫ৺ٗଋ
果。”

࣒۱ङԀ۱澞
是排在前面”，刘中民自豪地回忆说。他在上世纪 ॼжͫжՈએ߂ѩज़ङू९ыմऊЈߛ澞
ӨИࡇઍОםକԗ࣒۱ёࣀՕљ֨Иॠஓू९۱И
八十年代加入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DICP），

ӹмͫـ࡚࣫֨ٝ߄д߽ङؔդ澞ࣀ࣫
当时还只是一名研究生，三十年后，他已经是大连化 ыͫ߄Зू९ু澞םକԗ࣒۱ޑؘ۱ӄછџ
֨ёࣀ֨ݶத▲пׂߎܶ߶ͫѸީпރЉӇੴऀ
物所的副所长。

ٝ߄ٶךԷͫ֨ଋԾͫםକԗ࣒۱ङછџѽЭխ߄

ߛઋդࠩ澞֨՟Зू९۱رबҼ݇ރЇсোИॠஓ

ؔךڮҫপͫ৲࣫֨சवИॠஓࡣސۅؔऀ֪҅ך

研究所之内

ୂۈեͫѫڱӱ▲ѡՆܕճ澞ȔЗܕճث۱ୌީ
刘中民认为大连化物所仍然可以在中科院研究所中排 ͫםକԗ࣒۱Э֨է澞
在中科院顶层的评价体系之外，每个研究所也都会对
ளऀ߄ٯङͫ۩ћѫӣߤܶ߶ՊԗङԽ֜ͫПԈલޅ
进前五，尽管现在已没有了这样的定量排名。虽然现 Ȕ۩ћԾ݊д▲пܶ߶֚ͫ࣫֨ऀ҅ؼЗׂߎܶ߶ͫ▲
所内的研究组和人员进行评价。研究所这样做是为了
ٗҁȕͫӨИࡇપ澞֨Ȕ▲ІмȕઁӦИͫછџѽ
在仍然在收集一些基本指标，但是这些数字不再被用 Зީ؆ߐސէީЉީࢎࠟͫ▲Зީ૦۱ୌ▲Імङৈՠ
鼓励竞争，争取让最优秀的研究人员留下来。
ੴۈৈОȔДЗ࣪ਭ▲Зׂॅȕͫпडࡹܶ߶ߣؼ
来计算名次。在各个研究所将相关数据上交给中科院 ३ͫچՐ▲Зީٗҁͫيଐ߄▲ЗީؼՇࢪيԃȕͫ
ۨдҿИङȔׂॅȕ澞ДЗ࣪ਭИङআ▲ЗީЋ؟ઞ
总部后，会得到一份反馈报告。“这个报告对所里是 ӨИࡇઆୋપͫȔ߄▲З؆ߐմѫׂйпܶ߶ߛ
大连化物所是中科院规模最大的研究所之一，职工超
ލછѳͫީ▲य़գ੧છઑङͫڔސЗू९۱
非常有用的，我们会分析指标变化的原因，主动调整 ੧ؔۅङӮͫލ૦գ੧છઑࡁૻҦ澞ȕू९۱ӄୂङ
过 1000 人，有约 80 个研究组。大连化物所实施所内
ऀͫࠩ▲يڐٶйࠒ߲ू९۱ؘ֨࣫ҿ۫ऋऩ߶ސவ
工作”，刘中民说。在“一三五”规划中，评价体系 य़છџЭ߄ڧםڮրͫљםକԗ࣒۱О҆ͫДٶછѳ
评价已有多年历史，在过去，大连化物所的评价体系
ङەيӑ澞
ङू९ুࡔࢉؼ澞ȕ
被总结为“两个环节一个基础”，这些监测指标就构 ▲ࠩू९ুͫӨИࡇપȔե
也含有很多定量元素，而现在随着中科院更多地使用
םକԗ࣒۱֨ٶ੧дЋ؟છѳ澞䟤懳ӲՈѺ
成了其中的“基础”。两个环节中的第一个是专家诊 Љީ۱߄ू९۱ୃҦםକԗ࣒۱੧Ԉڱ߽ڽ澞֨Ԙч
定性方法，大连化物所也在转向。
䬛䏦䏀ͧ*3:5ͨߐ܉ੴઍؔОԗ࣒۱ङ୍ॄॳםФ
断评估，这是一种同行评议的方式，每个研究所每 5 Ԙୂͫ߀РԄଋٶѫङѽਃௗȔ௫㍀ȕ
▲ͫЭ۞նवથாऩਈђИॠஓੂךڱঈݵ
年开展一次，用于检查研究所在实现其战略目标方面 ͫ߄▲הխ߄ЗИॠஓू९۱ङⴃԚ澞澦ਘࣀ澧
“我们去掉了一些指标，现在就使用四个基本指标，
ܴ澞Ȕ۩ћ߄ސךױէୃީ֢எ▲ࡶङȕͫӨИࡇ੭
ઘд֨ҿИ▲Зू९۱ٗҁङ▲դॠूыմͫѸѕЉ
的进展情况。
一个是学术方向是不是清楚，一个是跟所里一三五的
ҭપ澞֢֨எԗङછѳИͫूر९ۨߧङ֢எ֪ѹӣ
۠۞ଥரդͫљହҲЉਧڧր澞ѕІԝ▲ީٍͫךդ
结合程度，另一个是工作进展，还有一个就是发展潜
О֚ঈͫҿИআ▲ঈ֢ީؼஎ▲ࡶ۪Ѝउү澞
大连化物所在 2013 年进行了专家评估。甲醇制取低 Ԁू९մͫ֨Иॠஓङू९♝ИًйȔИكȕԃ
力”，刘中民解释说，“有一个学术委员会基于这些
ђٶӱͫٶИॠஓثЗू९۱੧д֢
碳烯烃（DMTO）技术被认定为化物所的重大突破之 ͫИॠஓ֨ЗكЇङू९ыմ߄Ѕы澞ѕપ
指标来进行定性的判断，跟同行评议比较像。”研究
எԗङЋ؟ઞލછѳͫםକԗ࣒۱ީؼҿИ▲З澞۱
一，这也意味着该项目能从中科院获得更多资金等支 ͫࣀߛИॠஓ֨ݺكঌЇ߄ՊԗͫѸѕչҿѕঝ
所内部的这种评价也有很大影响，以大连化物所为例，
બङ֢எЋ؟Иߊ߄ޘ⣚ߒںङ૾ͫଐ߄֢எ؆
持。“我们有好多方向都是国际一流的”，刘中民补 ѷыմՉӱङછџёࣀЕ୍҉йޛङܶ߶ѽ澞
每两年评估一次研究组，刘中民说：“后 5% 的研究
ѫ۪ԣѫङП٭澞ѕћثЗू९۱ङЗֿސ
充说。在国际化的评估中，将研究成果的国际地位分 Ȕ۩ѫ֜ОՇ੮ॾކङރ৲ڱӱࠩ▲ͫੴऀږ
组就淘汰。”
էङ֢எ֪ѹ੧дӮͫލઍО߄Зֿސէהй
ଐѫ߄ௌיङȕͫѕપ澞ѕݕӱय़ԗङԋ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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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所有研究所都像大连化物所行动得这样快。在北
߶ѽ澞
京北部，曾经举办过 2008 年奥运会的体育馆“鸟巢”
Ȕ۩ѫ֜ОՇ੮ॾކङރ৲ڱӱࠩ▲ͫੴऀږ
附近，有一处含有 12 个中科院研究所的园区。《自然》
ଐѫ߄ௌיङȕͫѕપ澞ѕݕӱय़ԗङԋѽ
采访了在其中一个研究所工作的一名科研人员，但他
ёࣀ֨йકूך९۱ИͫՑީӀѽङ߶ӕূਭЉգ
不愿意透露姓名，以避免不良影响。他三十多岁，是
澞Ȕખކѫ٫ো۩ћͫय़ԋڂٶ֨ٯՇͫٵ
一名副研究员，这在中科院的研究队伍中属于“中层”
֮ߛપ▲ਢबڢйІ֚З߃ङ圈ࡊȕͫѕપͫȔѸ۩ऽ
力量，中科院在这个层级上的研究人员约有 1.4 万人。
ଳ▲пږખކোҁৱ٫ߛङԋଋ۪ࣾਙଇӱәҕ
他说，虽然近来中科院在顶层政策上有变化，但他和
йѕћٶڢङٗ澞ȕ
其他类似人员受到的评价仍然严重依赖于旧的指标体
ثй֨Иॠஓङ৺ЏՇߛيપͫп߶ܶރЭީ୍ڮ
系。
ङՀৰ澞֨છ৺०ͫޞખރކ澝ރऀږչોރ
ٯੴरҁީՕљيॐো؆ߐմѫङȔॆфȕ澞И
“我会因为发表文章的数量而得到奖金，每一次被引
֢॑ѫर୍Ҽͫઍજ୍ͫڮ؆ߐ֥ЭЉ҆י澞֜
用还会有额外的奖金”，他说。他提到这种量化的奖
࠴ͫ҉Ȕॆфȕީґચછ৺०ଋ३ЉՉ߮пू९ы
励体系仍然存在于许多研究所中，只是具体的标准细
մ߅Մ֥ङЉ࠳ڧڢրङ▲य़ڔސ澞ђЗઅچरͫ҅
节不同。“论文会带给我们奖金，这种奖励常在年底
ऀԗ۴࠼ީ߄▲ؔଳࣲङͫЭ҅ؔ֨ڱչؔۅФ
颁发，平均来说一般相当于三四个月的薪水”，他说，
ङٵ੫ۨОд▲З׳ڳङொ澞
“但我知道一些高引论文给作者带来的奖励超过或甚
Ȕબ֢எЋ؟ՀЊ▲ІмઁӦङછѳ࣪ਭͫީઆӐ
至达到几倍于他们当年的工资。”
Зொङ▲Зױڮङغડȕͫࡃ䃽ڴપͫѕީѹйԘч
ङИॠஓ֢ކמ؟Ֆङ▲դמѽࣲ࣒؆֨߀ͫ؟২֢չ
对于在中科院的职业发展来说，这些数量指标也是很
ࠬࡳ؆Юչٗҁٶ澞ѕપͫ▲Зঀ֢எЋۨু؟
重要的参考。在评职称时，论文数量、引用数量和经
ङͫুشѫؚ҈ݕङછџৈߧͫ֜ОЊ֢ӄգ੧ब
费数量常被看作是可以展示给学术委员会的“硬资
ࡁͫѕћ߄صङӯञӏॳչЗыҼ澞
产”。中国社会看重关系，认识谁很重要，学术圈也
不例外。因此，依赖“硬资产”是保证评职称过程不
ॱ֑ݷ
受某些研究人员朋友圈的不正当影响的一种方式。从
ࡃ䃽߂ڴଐ֨ԘчङࢎԢם؆ܳӱд▲З৻ՠ৺ѹ澞
这个角度看，使用量化手段是有一定道理的，这也使
ѕઍОИॠஓङછџѽݷஶȔ֨࠳ेङଳ૨Їȕͫ
得在定量和定性之间的平衡成为了一个微妙的问题。
ѸީЊ֢எЇ▲пߑߣङঝѷ੧Оबࡁͫଐ߄▲пՕݷ
֑ङॱ澞
“邀请国际专家参与一三五规划的评估环节，是解决
Ȕ֢֨▲יпם؆ͫછџ▲Зыङ帖ࣣ߄Зୂӣȕͫ
这个问题的一个很好的尝试”，毛淑德说，他是位于
ࡃ䃽ڴપͫҿИՑ߄▲Зୂӣީҟू९澞Ր▲Зୂӣީ
北京的中科院国家天文台的一名天体物理学家，曾在
ݾ؆ͫЗ֨ॠ؆ஓࡁૻ㺬ͫѸசवИॠஓם؆ђ
美国和欧洲学习和工作 22 年。他说，一个高端国际
ߎݶܥڐٶॠࣿͫݾ؆ୂӣЭ֨ଦՊ୍ڱ
专家组成的小组，会提供更客观的评价结果，因为与
澞ѕપͫআІЗୂӣީثॠूՠҁչू९㾇֠ङ帖ࣣ
国内同行相比，他们有更少的利益冲突和个人关系。
ͫȔИॠஓू९۱И՟Зू९ুङٗҁॹࣞ࠴کީڪڪ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2013 年参观中科院。

“中科院研究所中各个研究组 另一个值得改善的地方是在评价体系中考虑到女性科 2014 年，根据习主席的指示，中科院启动了“率先行动”
研人员的特殊情况，毛淑德说。他说，在他领导的研
计划。该计划提出将研究所分为四类，每一类根据不
的工作往往是彼此独立的，这
ू९ИͫڶљऀۯչЋ؟ঈबҼআІސછџОПછ
ङͫЉӯй▲ۨڥЗ߄лԈۅչ⢹ৼԃङ㾇֠澞ȕ
҆ࡁۅଐުޢѺ澞֨ͫٶИ֢ݕڄݺӟд
究部，在从助理研究员以上的固定岗位中，女性所占
同任务采取不同评价方式。第一类是创新研究院，以
不利于形成一个有互动性和凝
џڔސͺআ֚ঝީࣔू९۱ͫљգ੧છџঈОП
ࡃ䃽ٶ֨ڴҁОИ֢ȔԞыઋӦȕङ▲մ֛֢
▲Зऩ߶ͫએЋЏߐ܉ыմИङ҆ࡁۅଇӱ
比例还不到 15%。“我有两个女儿，因此对性别平等
满足国家战略和产业发展重大需求为价值导向，以使
聚力的氛围。”
છџڔސ澞
澞ȔԞыઋӦȕђࢁܥי刑ࠩكы۵ͫИ֢书չי
 ͫЭԕܬԆۅॠूыմङࡁ҆澞ଇӱ

И֢֢؟П٭ЮٶٵՀИॠஓ澞

֢书ङୃ߄ͫОѕћ҈ݕѩङڭչ৺ѹͫએѕћ

问题非常敏感”，他说，“女性常常要负担额外的家

Зऩ߶ͫबҼછџѽଐ߄ࡃײͫۅڟ䃽ڴઍ

用相关技术的应用部门评价等为主要评价方式；第二

Ȕࣤү੧ԈȕઋӦ࠳֨॥ৼԈԃ澞֨ͫ߃ٶИ

֨И֢֢ӄूيڐ९澞Ѹީࡃ䃽ڴઍОͫ֨И֢ॠू
改善空间

庭责任，这是必须要考虑到的问题。”

ОՕљҦ▲п߽؟֢ސОۅॠूыմ҈ݕȔ৺

类是卓越创新中心，以学术水平为主要价值导向，以
ॠஓՇ٢дޏङԄஓͧސЇ▲ࠩғઌଐީ֨

ߑߣ҈ݕпߑѫ݇҉ͫޞङځથީू९ৱङ؆ߐࡊ

ЏИލȕҝߊͫ֨װћࣿ؏؇֛ӱٗҁИե҈ݕ

国际同行评价为主要评价方式；第三类是大科学研究
ͨٶ澞ޏङԄஓސИؼӊҵдȔ֚Зࣤүȕͫ࠴י

ଐ߄ȔІЗவէȕͫԯவէЍउॠ܉ӹ澝வէ֢؟
ͫٵ৲Љююީर୍ू९ৱङࢁיԷ澞Ȕࣀ۩ީ
在国家天文台的“引力透镜和星系”研究组，一共有
中心，以用户和专家等相关第三方评价为主要评价方
ܴݵךঈ澞
毛淑德最近还在北京的清华大学拿到了一个联合职
ЗӲچङՉञৱͫ۩ёࣀڱثИ֢֢ӄ▲пू

位。他认为中科院的评价体系改革“走在正确的道路

୍םࡌ澝வէ֢ࡇࡺП۫֫澞
十几名研究人员，而王钰婷是其中唯一的女性。尽管
式；第四类是特色研究所，以同行评价等为主要评价

˗ሙᬓᆑቃਫ਼˗Պ˔ᆑቃጸᄊ
Иॠஓછџѽङӹް࠳הйࢦԗФИ澞ёࣀ߄કך
她感到自己的待遇与男同事是平等的，但她也明白，
方式。
上”，但是与国际上一些机构的类似行为相比，还有
ࢺͻड़ड़௧ज़࿘ቡᄊἻᤈˀ
ொۂײࣲͫהТڭثЉգङыͫײѾґચ՟Зू
ͫױ࡚߄ڱӱգঈङڭ澞ȕЉଋѕЭݕӱͫИ
像她这样的女性博士后，大多数人都处在要在研究和
一些可改善的空间。
Ѿ̆ॎੇʷ˔ద̉үভ֗іᐑ
९۱૦Їۈङ۫ऋͫײѾ֨ؔۅչؔङ۴࠼Фج
֢ڄݺߛО֢ӄू९ыմޑؘд▲ЗঝѷઋӦͧЅ
家庭之间做出选择的年龄，“有些女性科研人员的确
“率先行动”计划正在积聚动力。在 2015 年 2 月，
ҧᄊටڊǍ
ٵ܇੫澞ѸީИॠஓङސէेޢڮ澞࠳ײӨИࡇ۱પ
ыઋӦͨͫљએѕћऊ֢֨ӄ৲Љީࡶעӱࢁי澞
९ৱЉҸ֜ͫٵО֢ӄ߄пыҟङٗҁգ߽۪ࣾױਙ

“在国外一些大学，评价一个人的贡献有
3 个部分”，
Ր▲Зқ֑ݷڱङ֪֨ީސછџѽИৰਖ਼ӱۅॠ

因为家庭和孩子而放弃了研究”。

ूыմङࣔ࠺ەӑͫࡃ䃽ڴપ澞ѕપͫ֨ѕحङू
毛淑德说，其中只有一个部分是做研究。另一个部分
ږܶך

中科院发布了新的办院方针（上一次修订还是在 2002
ͫଋԾङછџѽИ֨ͫ҅ूڱ९ыմЉޢग
年）。新的办院方针中就写入了“四个率先”，此外
эТ۵ީ߂߄џқङۨߧͫȔܼܶࠕީףךङȕ澞࣫

֨ͫӨИࡇઍОݷஶଋեङછџѽ֪ܶेޢӟдऩ
९ୂͫ֨ђԉࣲू९մљЇङ֡ؔㇾѹИͫۅ۱ԩ
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数据，全球科研人员中只有
还有“三个面向”，即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国家
ળӱИॠஓङՇيଜͫ߂୍ङגߛਘйИ֢֢
是教学，这个在科学院比较欠缺，但随着中科院大学
߶ȔИ֢ङॠ؆ؔ▲؟ҟثИ֢߄ऀङзͫࣀե
重大需求、面向国民经济主战场。

ࡁ҆ଐЉӱ 澞Ȕ۩߄ДЗҩͫ֜࠴ۅثӰٵঈ

؟П٭Юٵ澞ѕ֨بં߃ٶИ֢ॠ؆ஓٷՇ
30% 是女性。虽然找不到中国这方面的确切数据，但
从 2014 年开始招收本科生，教学这部分也在逐渐变
ொள۟ݽٯȕͫѕપͫȔٯٯۅિܛௌיङ؟

੮ઔઢͫࡌИॠஓؘ࣫Ȕ֚Зࣤүȕͫԯࣤүؘ࣫

ુڈѠͫީீڷৰਖ਼ӱङொ澞ȕ

ॠ؆ߐ܉૧Շي澝ࣤү؟֢ۨڏӫޏы۵֪澝ࣤ

֢֨ކמ؟ՖङȔږԃଥ୶չޤȕू९ুͫ▲һ߄

ү؟֢ۨڏࡊٵॠڀ܉澝ࣤүڏગ֢எ▲ࡶॠू

۵ࣁுдҶЍउङՇي澞ȕ

得重要。他说，第三个部分是对科研合作和研究氛围

情况也大体差不多，并且中国一些高级科研岗位中的

的贡献，“中科院研究所中各个研究组的工作往往是

女性比例还要明显更低。在 2011 年，中国政府提出

中科院评价体系的前景正处于演化之中。仍然有许多

彼此独立的，这不利于形成一个有互动性和凝聚力的
ԝәդू९ыմͫ৲ࣦ攊〯ީҿИ֊▲ङۅ澞ـ

了一个目标，要让高级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女性比例达

问题要处理，如怎么对待不同的人，如何保证各个研

氛围。”
۟װӱਘٜङڭЊअգзީٵঈङͫѸװЭޢगͫ

到 35%，这也包括增加女性科研人员的比例。要达
݇߿ͫٶЮП٭ङܶॐͫИॠஓկԈдȔࣤү੧

究所跟上总的战略，如何在定性和定量的手段之间寻

Ҧװ߽ङۅԨבեͫރךםыୃू֨֨ה९չ

到这个目标，相关评价体系还需要更有弹性，如毛淑
ԈȕઋӦ澞થઋӦݕӟूر९۱ӣО֚ঝͫ▲ঝ߿

找平衡。但是中科院的方向很明确。正如刘中民所说，

ߑߣ澞

ڈ؟Фҟӟଣܫङٶ௹ͫȔ߄пۅॠूыմङे
݇ЉգѠԇՈЉգછџڔސ澞আ▲ঝީӫूޏ९ஓ
德认为可以像一些西方国家那样为女性科研人员提供
毛淑德在
2010 年作为中国“千人计划”的一员回国。

过去的评价体系中存在缺陷，使得研究人员不明白什

֜Оڈ؟չ؇৲ڒݹдू९ȕ澞

ͫљࢠૡ֢۫؟ऋչфЏՇם୍يࡌОџқحէͫ
“职业中断”假期，在她们生完孩子回到工作中后提

么才是最有价值的成果，“指挥棒是多头的”。现在，

߿݇৻ՠ֢ݾॠৃুކङͫ݇ރҶࣱॠूыմИՑ߄

љ҅ऀबҼߐ܉ङୂऀځછџঈОПછџڔސͺ

 ީۅ澞ࣀ܇ЉӱИ֢ސவङेӤͫ݇ރѸ

刘中民认为改革过后的评价体系明确地指出了目标：

আиঝީԤӫޏИͫڶљ؆ߐࡊٵОПџқحէ

ەӑЭםѽٛЉٷͫךЌИ֢▲пॠूㇾѹИङ

ͫљ֢எգ੧છџОПછџڔސͺআІঝީםॠ؆

“千人计划”从海外招聘高层次人才，中国籍和外国
籍的都有，为他们提供优越的待遇和职位，让他们在

供更多支持等。

中国国内开展研究。但是毛淑德认为，在中国科研机

构提供这些机会时，依据的应该是研究者的学术水平，

更多指引

“中国的科学家一定要做对中国有用的事，然后才照
顾了全世界的发展。”

而不仅仅是看重研究者的海外经历。“虽然我是这个
制度的受益者，我仍然觉得这对中国国内一些研究者

谈到中科院的发展轨迹，最重要的声音来自于中国国

不公平，因为国内有些人做的工作同样好或甚至更好，

家主席习近平。他在 2013 年 7 月视察中国科学院并

却没有得到同等的待遇。”不过他也提到，中国政府

发表讲话，要求中科院实现“四个率先”，即率先实

近来为国内研究人员实施了一个类似计划（万人计

现科学技术跨越发展、率先建成国家创新人才高地、

划），以让他们留在国内而不是流失到海外。

率先建成国家高水平科技智库、率先建设国际一流科
研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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ࡊ࢛ॼжۅࡌङࣿфࡣސঈֿ澞
更广泛的支持创新和产业，是否是科
ࡤٺङܴݵӫޏչфЏͫީիީॠूङऩङФ▲
研的目的之一？
;ͫ࠴ث҂Эѫ߄ਘٜङӮލ澞֨Ҷࣱӫܶޏ
对此，
你也会有自己的判断。在 2014 全球创新指数（一
▲ͧރாљӫޏО੫߶ӕͫثЍउ՟֢۱੧ङ
项以创新为衡量标准，对世界各国所进行的年度排名）
چٶդͨИͫਸ਼֢ѹӧআиͫюࠩйࣶב澞۱љ
中，英国位列第二，仅次于瑞士。所以，各国也许需
ͫ՟֢Эક߿݇ਘ૯ऩ߶ͫرऴҰݹଓͫ
要根据自身目标，将眼光放远，超越各自的科研拨款
՟ਘङॠूܪѽͫҼࡨՕਈ܋ॠूԗОؼЏ
体系，关注可能把科研转化为就业和其他经济利益，
չҿѕࡺӯञͫљՈڧם߂ڱրङबҼછѳࡣސ
以取得最大影响的相关评估方法。
澞

֨ଋԾङͫٶИ֢ङूՇࣤٶ֮ٵܪО
在过去的
10 年间，中国的研发拨款
 ͫҿѕ֢ީ؟իځО࠴۟ӱ㓟ਖ਼;
平均年增长率为
23%，其他国家是
ਸ਼֢ளٸٯͫц߄ளٯङॠूͫࣤݼҿИ߄
否应为此感到忧虑？
ୂӣԽ֜ߛਘ۩ћۨࣅङѽ澞۩ߧײћґܴ۩
英国非常幸运，享有非常高的科研效率，这其中有部
ћ࣫֨ङѹͫТ۩ћீڷȔ۩ћङ
分原因来自我们成熟的体系。如果我们想保持我们现
לдը;ȕͺљՃȔ۩ߧײћґܴ࣫߄ࡊͫٵ
在的位置，那么我们必须要问：“我们的投资够了
ީիѫ߄ҿѕ֢ם҈ݕ؟ङђ৲⩽۩ږћ߂
吗？”；以及“如果我们保持现有投资水平，是否会
ױङы۵ОФٗҁ;ȕ۩ћङۨԅ߄▲ୂӣߛਘ۩

对话戴维 • 斯威尼
ࠫភਖ਼፥. ளࡉޏ

有其他国家提供更大的投资从而吸引我们最好的人才
ћђҿѕ֢⩽؟হ৲ߛङы۵ͫ۱љͫީङͫҿѕ
为之工作？”我们的成功有一部分来自我们从其他国
֢؟ਲ਼ך߄ܨͫܪѫ۩ثћଭۨ澞֨

数字游戏
ߚ

家吸纳而来的人才，所以，是的，其他国家若拥有更
▲Зஉ࠼ͫ۩ћୃீڷৰਖ਼۩ћީի߄ܨૡלङ
多投资拨款，会对我们造成威胁。在每一个阶段，我
࢛љ⩽ږչױ߂ܴݵङы۵澞

英格兰高等教育拨款委员会主任戴维 • 斯威尼 (David Sweeney) 阐述精确评估学术研

ਸ਼ࠀҺঈݾਃܪմѫПѠۮșؿގ晁*G\OJ9]KKTK_ଚতेછѳ؆ߐू९ݶञङ୍
究收益的重要性，及其所带来的回报。
ͫۅՃҿ۱٫ߛङ֛ܕ澞

就科研评价和拨款方法而言，中英之
间有何不同？

能力的阶段。
我们的体系运行良好，与我们的文化相适应，但这并
不一定意味着它对另一个国家也适用。真正的问题是：

作为承担英国高等教育评估和拨款半数工作的委员
ؼॠूછџչࡣސܪ৲ઈͫИਸ਼Ф߄ѾЉգ;
会，我们并不对个别科研项目进行评判。我们作为分
ҁОܛ܈ਸ਼֢ঈݾਃછѳչܪԡٗރҁङմѫ
类财政拨款提供资金，并不指定钱款应该花在什么地
ͫ۩ћٷЉثЗӰॠूாऩ੧છӮ澞۩ћҁОӣঝ
方。这意味着一所大学可以因其在物理学方面的出色
ી҈ݕܪݺͫٷЉܶؔځથਰ֨эТ֪ސ
成就而获得资金，然后将钱花在戏剧学上。我的理解
澞۞նव▲۱ם؆Օљ֜ҿࣲ࣒֨؆ސவङӟۨ
是中国的拨款方式包含更多的导向性，指定资金将要
ؼ৲ੂڱͫࣀեرਰ֨ۧӽ؆Ї澞۩ङࣲઆީ
投入的具体学科和机构。
И֢ङڔސܪԕխךङحէؔܶͫۅر
ҵङӀѽ؆ॠչߑߣ澞
英国竞争性的科研拨款系统当然基于科研评判，但这
ਸ਼֢ॼжۅङॠूܪׂࣀڢйॠूછӮͫѸ
些评判只由学科专家做出。政府集中规划的唯一角色
пછӮՑं؆ॠЋ؟ҟӟ澞ڄݺதИઁӦङ֊▲અ
是资本支出领域。总的来说，政府和科研拨款机构要
ީߎݵӟֿ澞ۈङߛપͫڄݺչॠूߣߑܪ
么将评判交给科研委员会中的学科专家，要么交给大
ТرછӮсোॠूմѫИङ؆ॠЋͫ؟Тсোם
学管理层。
؆ࣲك澞

中国正努力进行科研评估和拨款体系
И֢࠳Ԋԃ੧ॠूછѳչܪѽङݷஶͫਈիђ
的改革，能否从英国获得启发？反过
ਸ਼֢ੂڱկՇ;Նଋߛ⪢;
来呢？
ਸ਼֢ङѽٝबࣅۨڢ澞۩ћٝ֨ם؆ୌুৃд
ޞڮङॠूࡴԈͫљऩӹङٗيڐڔސҁਙصٝ
英国的体系已经相当成熟。我们已经在大学里组织了
߄ٶ澞ۈѽЇͫ۩ћٝଋдЗغડڏગॠूਈ
很长时间的科研活动，以目前的方式开展工作至少已
ԃङஉ࠼澞
有 25 年。总体上，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尝试建设科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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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个正处于自我建设过程中的科研体系内，行事方
۩ћङѽ੧ਧͫױЊ۩ћङކԗबଠͫځѸٷ
式是否应有所不同？ 2014 年在上海举行的《自然》
Љ▲ؔ۞նव؉ثՐ▲З֢؟Эଠऀ澞ऱ࠳ङொީ
杂志联合主持的科研评估体系国际专题研讨会（见第
֨▲З࠳הйਘ۩ڏગଋ३Иङॠूѽӄͫ੧з
2 页）上，有些与会者诚恳地谈到了 20 世纪中国历史
ީڔސի߄ځ۱Љգ;֨ٶЇࢁР੧ङ澦ਘࣀ
如何影响了这个国家的科研结构，尤其是科研人员中
澧ߒ৻ںՠПܴङॠूછѳѽ֢எЋொूѫͧ
的年龄层如何实质上反映了文革之类的历史事件，我
9ͨЇͫ߄пЊѫৱ峭㕘֪ળӱдЍИ֢Է
很受触动。在我们的近现代史上，并没有与之类似的、
ײѾڧրдЗ֢؟ङॠूৈߣͫػҿީॠूыմ
能够改变整个英国的行事方式的事件。两国环境如此
Иङٶ௹ײكѾૅؘЇՆޥдކஶФঝङԷзўͫ
不同，因此比较评估和拨款体系相当困难。
۩ڮՉઇԈ澞֨۩ћङ࣫їЇͫ߄࡚ٷЊФঝѷ
ङ澝ਈݷלՊޅЗਸ਼֢ङ੧зڔސङзў澞Д֢࣪

还有哪些国家有比较独特的对科研工
࠴ײЉգͫ֜࠴ࡁૻછѳչܪѽब֟ڢ澞
作的引导和拨款办法？
ଐ߄քп֢ࣔࣞૻࡁ߄؟ङثॠूٗҁङحږչܪ
新加坡是个极端的例子，它拥有高度计划和定向的体
Ԅࡣ;
系。新加坡正试图建立非常强大的研究组织，提供非
ޏԆֶީЗߢঀङ҆ͫ؉߄ܨچઋӦչؔէङѽ
常重要的激励政策，鼓励最好的人才去它那里工作。
澞ޏԆֶ࠳ડ֣ॹڏளםڠٯङू९ুৃͫ҈ݕள
澳大利亚是另一个有趣的例子，它在自己最强的领域
୍ٯङࢬԋݺঌͫ௴ԋ߂ױङы۵Ծ؉ୌٗҁ澞
里集中吸引科研资源，例如环境科学，或是那些国家
ࢫםӯоީՐ▲З߄ૠङ҆ͫ؉֨ਘٜ߂ڠङֿ
需要的领域，近年来的例子包括了提供可适应土壤和
ୌதИ⩽ږॠू࢛ͫ҆࣪ײॠ؆۪ͫީп֢؟
水源竞争性需求的生产方法等领域。
ङֿͫߛٶङ҆ԕܬд҈ݕՕଠ⻈֦ځչ

们都必须考虑我们是否拥有足够的资源以吸引和支持
最好的人才。
И֢ૅॠूۨߧङڽବصך߄ͫךफڱݎञ
йܴۅङ;ܪ
۩ਈेؔͫݵ㣜дۨߧङͫךգޞଐ߄
中国高质量科研成果的快速增多，有
ҿѕ֜প֨ҁऀͫѸ۩ћޗعҭӣ҉݇ߛेؔ
多少直接得益于持续性增长的拨款？
п֜প澞Љюдઆ۱٫ߛङۨͫݼଐ
我能确定，投资增长支撑了成果的增多，同时还有其
дઆпۨײީݼѾੂڱङ澞۩ћୃՕљ؆Ю߄
他因素在起作用，但我们尚无充分依据来确定这些因
ࣤݼङ҅ऀ澞
素。不仅要了解投资增长所带来的成效，还要了解这
些成效是如何获得的。我们都可以学习更有效率的使
ҿѕ֢ީ؟իځથљИ֢О߽ࠣͫԆॠू;ܪ
用资金。
҂ீڷӣߤ҂ङॠूфӟдэТͫީખކՇ੮ଐީ
ߐ܉ޏ澞ԉՇޏيऽױީۈङͫѸ߄ۈҿѕֿ
ͫ҆ݾײਃ澝Ԭࣿ澝֢அͫЊॠू▲ॼж߄ஒङ
其他国家是否应该以中国为榜样，增
澞҂Ցਈ߿݇▲З֢؟۱வЛङࣔ߄ொչҿ
加科研拨款？
ॠूѽङߛͫࣤݼӮ֨ࢪލङݶञީիқڱіӟ
你必须分析你的科研产出了什么，是论文发表还是新
۱٥߈ङ澞▲ߧײЗ֢؟ॠूࣤݼѺЈͫ
技术。资助发展新知总是好的，但总有其他领域，例
Օਈڮؼચثޢ؆ߐू९ଝԆީՠࣲङ澞
如教育、卫生、国防，与科研一起竞争有限的资金。
你只能根据一个国家所面临的特有问题和其科研体系
的效率，来判断潜在的收益是否值得付出所希望的投
资增长。如果一个国家科研效率低下，那可能就很难
证明对学术研究追加投资是合理的。

-----------------------------------------------------采访：尼克 • 弗莱明 (Nic Fleming)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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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陈香美和曾璇

时代在变化
两位女性，年龄相差 18 岁。讲述了她们各自在中国科研领域的经历。（左图）陈香美院士在 1986 年日本东京北里大学取得医学
博士学位，现在是北京 301 医院肾脏疾病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右图）曾璇于 1997 年博士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半导体物理系，
目前是复旦微电子学院的一名教授。

在中国的高中里，女生学文科的比较
多，学理工科的比较少。人们对于“女
博士”这个称谓也常有一些偏见，常
把这个词带有贬义的用在一个受过良
好教育且追求事业的女性身上。许多
父母会告诉他们的女儿，女孩不如男
孩擅长理工科。请问您是否也遭遇过
此类的压力？
陈：认为女性的智力不如男性在中国例如汉族这样的

种情况在具有经济活力的大城市及有良好教育背景的

是名高中生。我很幸运，我的父母从来没有劝我不要

家庭里比较少见。在中国最好的大学中，女性学生数

追求科学。我曾经读到过女物理学家谢希德的故事，

目在持续增长，选择理工科的女生也不少。

她当时是上海复旦大学的校长。科学家在上世纪 80
年代很受人崇拜的，我们都知道一句话“学好数理化，

在 2001 年 , 我成为一名 973 项目首席科学家，973

走遍天下都不怕”。

即国家重点基础研究发展计划，是中国一个著名的资
助科研的项目，我是那一批项目中唯一的女性科学家。

当我成为复旦大学的一名本科生时，我的第一志愿是

我们需要更多的女性进入社会的顶层，包括科学领域，

生物医学电子学专业但后来我被转到了微电子学专

军事领域，政府工作以及社会的各行各业，否则她们

业。刚开始我有点担心，但当我知道微电子专业是谢

的智慧和才干就被浪费了。

校长建立的学科时，我受到启发非常努力地学习。上

大民族中有上千年的历史了。 至今，仍有不少家庭还

大二时，我第一次接触到电脑和集成电路时就被它们

坚守这一传统思想，尤其是在经济不发达的地区。很

曾：我也曾经是你说的那种少见“物种”——女博士

迷住了。很幸运的是，一路走来我碰到很多优秀的导

多情况下，这样的家庭会选择支持男孩求学深造。这

生！我对物理的兴趣始于上世纪 80 年代，那时我还

师，他们培育了我的这一兴趣。没有人因为我是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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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劝我不要学习科学。

在中国是否女性和男性有同样的机会
成为科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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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自从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以来，女性就被鼓励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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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作，在法律上享受男女平等的待遇，所以我认为
中国男性和女性成为科学家的机会是一样的。但是，

顾家庭上花了更多的时间。

घӣࡁ

在现实生活中，至少至今为止，女性在抚养孩子和照

曾：无论是在在排名靠前的高中，还是在本科生和研
究生当中，学生命科学和医学的男女比例平分秋色。

И֢ঈݾਃИٶ֨ރۅ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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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学数学和物理的就不一定了，这些学科男生仍然占
大多数。所以在不少学科中，中国两性成为科学家的
机会是一样的。但是在学科的顶端，女性的数量就很
少了。我认为随着社会越来越意识到性别不平等的问
题，这会改变的。
（请看“全球高等教育中女性比例图”）
在中国，女科学家是否有职业暂休，产假和灵活工作

往往是女性承担的更多。

成为成功的临床医生，她们需要在工作上花更多的时
间和精力。与另一半有效地沟通工作对她们的期望，

的选择？
曾：男性在孩子刚出生时可以休几天陪产假，但是我

使双方共同承担家庭责任也是很重要的。有了家人的

陈：全国范围内，带薪产假至少 14 周，晚育的女性

也从来没有遇到男性愿意长时间休产假的实例。看上

支持，女性可以成为优秀的医学科学家。

根据她们工作所在的地区可能还有额外的 15-30 天产

去中国男性仍牢牢抓住了传统价值观。
曾：我担心的是现在在中国想成为科学家的年轻人凤

假。女科学家的产假和其他职业女性一样，但是当她
们再次回到工作岗位时，就可能面临着需要赶上其他
同事的难题。

在科研评价体系中是否存在对女性的
歧视？

毛麟角。有部分原因是老师没有很努力地激发学生对
于数学和科学科目的兴趣，尤其缺乏让女学生对这些
科目产生兴趣的教学方法。学生更注重的只是考个好

曾：在产假这个问题上，和提供更长的产假相比，灵

陈：在绝大多数中国科研评价体系当中，男女是被同

成绩。缺乏鼓励早龄期的学生可能是高等教育中女生

活的工作时间对于女科学家可能更重要。对于一个科

等对待的，但是付出时间生育孩子后的女性与同年龄

选择数学和科学科目比例较低的原因。我在高中学立

学家来说，在职业生涯中长时间的停顿可能对职业产

的男性相比有一些不利条件，所以几年前国家自然科

体几何时，能准确画出辅助线的学生就被视为为聪明

生不利的影响，但在中国，能灵活安排工作的机会还

学基金青年基金项目的申请条件中针对女性做出了调

学生，画不出的就被视为不够聪明。多年以后在大学

是少。母亲休完产假回去工作以后，祖父母和外祖父

整，即女性申请年龄放宽至 40 岁，男性仍为 35 岁。

里，我碰到了一个数学家，他告诉我，画辅助线不是

母往往承担了大部分照看婴儿的任务。

这一举措很好地削弱了女性所面临的不利条件。

评价一个人数学能力的理想方法，解析几何更合适。

我在美国多所学校做过访问学者，在这些学校里，女

曾：我不认为在科研评价体系中存在任何主动歧视女

性科学家面临终身教职考核时，她们可以选择推迟两

性的政策偏见，但是家庭责任有时会让女性科学家放

年来弥补她们因养育孩子而失去的科研时间。类似的

慢脚步。当我博士毕业时，由于文革出现了一个教授

-----------------------------------------------------

政策在中国国家层面的科研资金考核中也存在，但是

的年龄断档，高等教育停滞的十多年让男女教授都很

采访：李飘

学校层面的还没有。

缺乏；加上新毕业的研究生都去国外了，于是复旦大

我们需要能够培养女生对于数学和理工学科产生兴趣

学的校方积极培养年轻科学家成为讲师，成立自己的

男性休产假这个现象在中国有多普
遍？
陈：如果男性可以多花一点时间照顾新生儿那当然是

实验室，我很幸运的也受益于校方的政策。

您认为什么样的改变能更好地鼓励女
性追求科学研究？

好事。虽然我听说过有男性休产假照顾他们的新生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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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我还没有遇到过实例。在中国，

陈：我认为最大的挑战来自中国的传统思想，最好的

传统的价值观仍然根深蒂固，即使男性希望分担照顾

改变应该来自文化。一个具有潜力和职业前景的年轻

孩子的重任，他们也会面临来自其他人的社会压力。

人，应该得到另一半和家庭的支持，无论他们的性别

我希望父母应该分担照顾孩子的责任，但在现实中，

是男还是女。同时，我也告诉我的学生，如果女性想

的教学方法。

科研影响力

两个体制的故事
旧体制与市场经济之间的矛盾对中国将科学研究成果商业化形成障碍。
文 | 田鹏

对褚健来说，当下无疑是“最坏的人生阶段”。2013

重困难。中国正在推动让更多基础研究转化为社会效

同时，中国是第二大学术论文和专利产出国（见图“产

益，但透明度的缺乏令许多欲投身于此的人们望而却

量的上升”）。中国期待着这些基础研究能促进产业

步。

创新和发展，并最终推动经济发展。

西风东渐

不过，将科学发现转化为技术创新，其结果令人失望。

年底在杭州，这位前浙江大学副校长因涉嫌侵吞国有
资产被捕。2015 年 2 月，就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夕，

例如，在生物医药产业，多数中国药企生产仿制药和

他被提起公诉。褚健曾是中控集团的联合创始人和实
际控制人。中控集团是一家建于浙江杭州的自动化工

中国的高校和研究机构正在改革自身的学术研究和评

中成药，但无法进入受到严格监管的发达国家市场。

程公司。该集团的主要部分是过去的海纳软件，这是

价系统，以符合国际学术界的高标准，并越来越向西

即使是作为中国官方新闻机构的新华社，也曾批评中

从公立浙江大学的校办企业浙江海纳科技公司之中剥

方的科学研究体系看齐，尤其是美国的体系。一定程

国科研系统的技术转化能力。

离出来的子公司。2003 年，海纳软件完成私有化，

度上，这些改革措施奏效了：借助更好的训练和更

并入了中控集团，指控褚健的罪名之一就是将浙江海

多的资源，越来越多的中国科学家得以在影响因子

随着国有研究系统的改革继续推进，也带来了更多的

纳的优质资产转移给中控集团，只留下不良资产。

更高的期刊上发表论文，比如 Nature Index(www.

不确定性。“无论是在大学还是在中科院旗下的各个

natureindex.com) 覆盖到的那些期刊。

研究所，气氛都在转变，人们能够感受到变化即将发
生。”32 岁的浙江大学神经生物学家王立铭说。和许

褚健的故事并非孤例。众多高校官员和企业家在中国
正在进行的反腐行动中落马。然而，外界无法获得这

改革进程因地方及中央政府的巨额投资得以加速。

多新生代的科学家一样，他也有着创业的想法。不过，

类腐败的清晰图景，因为国家资助的科研成果的商业

2013 年，中国各个部门的研发投入超过 1 万亿元人

他也坦承在不稳定的过渡期，多数人都会紧紧抓住旧

化被种种模糊的规则所包围，了解其中的内情面临重

民币（约 1650 亿美元），仅低于美国（见第 2 页）。

体制。“当科学家们感到诸多不确定因素时，在高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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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因子的期刊上发表文章便成了他们的首要任务。”

员的流动性较低。”北京宣武医院的一位年轻神经学

他说。“因为他们知道，在各种行政机构自上而下的

家陈志国说。上海转化医学中心等医院附属于大学或

评价体系里，发表这些论文才是生存之道。”

医学院，或许能通过科研机构绕开医院没有用人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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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科学家也想致富与成名。”

权的障碍。但即便是这些机构也无法摆脱体制的限

前路多艰

制——无论是政策上还是文化上的。包括陈志国在内

即便所有的障碍都可以被克服，这些新的转化中心也

的宣武医院的研究人员每年都要在 SCI 期刊上发表一

仅仅是“从实验室到临床”这根链条中的一环。“链

作为对科学研究难以商业化的批评的回应，2014 年

定数量的文章。这种要求会占用他们宝贵的研究时间， 条上的每个环节都在政策和文化上遇到了问题。”黎

10 月，中国政府为一个价值 10 亿元的国家转化医学

妨碍其将研究成果商业化的努力。结果就成了一个是

孟枫说。他还表示，中国在基础研究方面仍弱于发达

中心开了绿灯。该中心将建在上海交通大学附属瑞金

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如果一个研究者能够成

国家，对科学研究的行政管制束缚了创造力。“（中

医院，预期 2017 年落成。

功将他的研究转化为市场所需，并获得经济效益，那

国的）基础研究不是由现实中的临床需求驱动，而是

么行政部门就会放松对论文发表的要求。”陈志国表

为了获得更高的影响因子。”他表示说，即便一个科

示。“不过在那之前，你还是先得按要求来做。”

学家有很高的创新天分，但现在的环境不支持。“中

这个位于上海的中心是首个转化医学国家重大科技基
础设施，另有 4 个姐妹项目正在规划中，都将建在有

国的政府和学术机构没有给予科学家足够的激励，促

影响力的大医院或者医学院，两个在北京，陕西西安

融资同样面临困难。中国并没有类似于美国国立卫生

和四川成都各一个。

研究院（NIH）的机构来资助临床研究，想要研发药

使他们将研究转化为应用。”

物的科研人员必须到别处找资金。“超过一半的中国

北京大学分子医学研究所所长肖瑞平说，转化的成功

建立转化医学中心的主要目的在于更有效率地将生物

临床试验都是由药企资助的。”广东中山大学医学院

取决于许多因素。在向研究者提供激励措施的同时，

医学基础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例如新的诊断方法、

院长黎孟枫说。一些地方政府和高校在尝试鼓励由科

完善科研商业化的相关法律法规、确保获得资金和所

治疗方法和药品。不过，诸多障碍拦在路上。首先，

学家发起的临床研究。一个例子就是中山大学 2008

需的基础设施也是保证成功的重要因素。“个别科

虽然中国科研系统的改革正在推进，但公立医院系统

年成立的临床医学研究 5010 计划。但目前为止还没

学家和项目无法解决中国转化医学进程中的内在问

的改革却停滞不前。中国约有 90% 的医疗服务由公

有全国性的临床研究基金，黎孟枫说。

题。，”肖瑞平说。“这些系统性缺陷如何去克服？”

政府和中央政府所有，由其负担财务支出，并严格管

在成立转化医学中心的同时，上海交通大学成立了上

国有难题

理医院的人员数量和薪酬。可实际中，许多医院反映，

海广慈转化医学研究发展基金会，这是一次弥补临床

政府的拨款不充足，需要自己寻找更多的资金来源。

研究资金缺口的尝试。广慈基金会于 2014 年 9 月由

其他国家已经采用了种种措施促进公共资金资助的科

有报道说，医务人员接受药企或医疗器械公司的贿赂。

上海国家转化医学中心主任陈赛娟与她的丈夫、中国

研成果向商业的转化。在美国，一项关键的立法是

2013 年，英国制药巨头葛兰素史克公司就卷入了一

前任卫生部部长陈竺建立。基金会成立的主要目的是

1980 年颁布的拜杜法案（Bayh–Dole Act）。在该

起被广泛曝光的案件。

资助临床研究。此前他们曾成功合作领导中国的一个

法律之前，任何联邦政府资助的研究所产出的发明成

转化医学研究项目，最终发现了一种针对白血病的新

果都都属于联邦政府。拜杜法案让那些得到联邦政府

立医院提供。理论上，绝大多数公立医院完全为当地

招揽人才也是个问题。“公立医院仍在旧体制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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疗法。

拨款的高校、研究机构和公司有权在从自己的发明成
果中获得商业利益。

中国也推出了类似的政策，并将其写入 2007 年颁布

“如何才能平衡医院、初创
企业和研究者的利益？”

的《科学技术进步法》中，但在促进大学发明成果商
业化方面不如美国那么成功。原因在于两国学术体制
存在差异——在美国，大学和学术机构拥有更大的独
立性，以及作为市场参与者的自主权。中国的大学和
研究机构由政府控制，任何经济活动都必须得到国有
资产管理部门的批准，这会阻碍潜在的创业者们去将
研究成果商业化。

要它们时，它们却消失了，你根本找不到。”前文中
年轻的科学家说。
“但它们总出现在不该出现的时候。”

陈志国就面临着这样的境遇。2012 年回国时，他已

例如，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CFDA）始终没

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博士后研究，希望将自己的神经
干细胞的研究转化为临床应用。两年后，陈志国在动

2006 年时的褚健，当时他是杭州浙江大学的副校长。

性尚未经证实，每年还耗费着患者数十亿元的医药费。

物实验中也获得了令人振奋的结果，但他的项目是政
府资助的，下一步的临床实验需要更多的资金投入。

楚的认识。“在美国，我根本用不着操心如何商业化

融资需要通过转让知识产权实现，但转让过程受到医

我的研究成果。NIH 有一个高效的专利办公室，负责

院的控制，也就是受到政府的控制。“中间有很多困

处理知识产权的问题。中国的科学家们则需要自己处

难。”陈志国叹道。“如何才能平衡医院、初创企业

理这些事情，专利往往比较分散。”

中国的科学界希望政府能够认可科学家在公共资金资
最大的问题在于有关技术转让的规定不明晰，监管存

助的项目上所作的贡献，并给予他们更强的激励进行

不可预测性。一位不愿具名的年轻科学家解释说：“如

具有潜在商业影响力的研究项目。对研究人员而言，

果我想要把我的研究成果转让给制药行业，在知识产

对自己的发明优先拥有所有权是重要的一步。2014

权方面，唯一的选择就是穿过一个‘灰色地带’。没

年 10 月，在上海举办的科研评估国际研讨会（请见

有一条清晰的合法路径，所以违规情况不可避免。”

第 4 页）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前副主任沈文

他还指出，正如褚健案所显示的，对于科学家兼创业

庆说：“最重要的改革是减少政府的行政干预。”在

者而言，永远避开这些陷阱是不可能的。“政府部门

地方层面，一些省份正在尝试小规模的改革：比如，

和检察机关未来可能会调查这些过错，特别是公司做

2014 年起，湖北省的一个研究团队能够享有最高可

大和成功的时候。”最终，许多技术发明人选择避开

达 99% 的研究成果收益。不过，这仅限于湖北省政府

这些法规和政策迷宫。如果他们不愿意经过“灰色地

资助的项目——中央政府资助的项目并不如此处理。

转型悖论
旧体制的阴影仍存在于中国科技创业公司的的各个角

成名。”肖瑞平说。她盼望有一个“清晰且稳定的系统” 落。行政力量和市场力量之间的平衡陷入了令人精疲
来让初创企业可以蓬勃发展。肖瑞平实验室的研究产

和 GMP 证书，这让初创的制药公司几乎不可能建立
和运作。上海同济大学的中国工程院院士郭重庆解释
说，政府官员试图在市场化进程中做过多的干预。“政

向？”

在支持转化医学所需的生态系统中，产业链效应同样
没有成形。中国大部分风险投资公司都不愿承受药物
开发的巨大风险——他们往往也缺乏理解这些技术的
专业知识，晨兴创投北京办公室主管唐艳旻称。晨兴
创投的总部位于香港，是中国为数不多的投资早期阶
段生物技术公司的风险投资公司。唐艳旻还说，由于
成本优势和中国的产业保护，中国的风险投资更倾向
于投资仿制药和医疗器械，因为这些投资标的更安全。

唐艳旻相信，随着国内药企进行更多的原创性研发，

带”转让自己的创新成果，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将自

中国人并不缺创业精神。“中国的科学家也想致富和

然而，CFDA 却要求初创企业拥有自己的生产工厂

府官员又没有水晶球，他们如何去规划行业的发展方

和研究者的利益？”

己的发明也一并放弃。

有将中药注射剂退市，尽管这些药品的安全性和有效

力竭的悖论。

以及中国政府着力推动医药产业的发展，未来研发创
新药物的回报将会上升。那时，收获中国基础研究商
业果实的时机将会成熟。但眼前，操作中的不透明、
对腐败指控的担忧——正如褚健所面临的指控，都不
容忽视。“期望政府在一夜间拆掉所有无形的墙、划
出清晰的路径是不现实的。”浙江大学的王立铭说。

出属于北京大学，后者的科技开发部负责其研究成果
转化。“这个办公室是北京大学行政部门的一部分，

企业家会发现，他们正穿行在各种复杂的规则之中，

也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律师。”她说。肖瑞平在 NIH

这些规则由不同的政府部门发布，很多时候他们要让

工作多年，对中国与美国科研成果转化的不同有着清

一个部门去介入阻止另一个部门。“现实是，当你需

他明白为什么那么多试图将研究成果商业化的科学家
最终都放弃了，而他决心要成功。“的确，旧体制仍
带来了许多障碍，但是我还是想把事做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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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话安东尼 • 奇塔姆

中国仍在崛起
英国皇家学会副会长、材料科学家安东尼 • 奇塔姆 (Anthony Cheetham)，概述了中
国如何通过招募和资助科学家，推动科研产量直线上升。

您有哪些和中国科研工作者合作的经
历？

最好的科学研究出自什么类型的科研 中国在哪些领域的实力最强？
机构里？

我以不同的身份去过中国差不多 15 次。2000 年到

17

总的来说，中国发表在顶级期刊的文章数量大体上已

2008 年，作为联合利华董事会的科学顾问，我每年

许多领先的科学研究是在中国科学院（CAS）的研究

经能够比肩英国、法国、德国或日本。引人注目之处

至少造访一次该公司在上海的实验室。从 2004 年开

院所完成的，中科院承担了两种不同的角色。像皇家

在于，我查看 2000 年到 2014 年的发展趋势时，发

始，我在加州大学圣芭芭拉分校负责管理国际材料研

学会和其他科学院一样，中科院有院士，但同时也管

现虽然每年都有变化，但中国在所有领域都呈现了直

究中心；很显然科学在中国正在起飞，所以与中国建

理着大约 100 家研究院所，覆盖了科学和工程领域的

线上升的增长趋势。

立联系是我的首要任务之一。接着，我与其他人共同

方方面面。这些研究院所遍及全国，在北京和上海相

主持了第一届美中高级材料研讨会，为此我们组织了

对集中。这有一点像德国的体系——许多出色的研究

在各个科学大类中，中国在化学方面的发展最显著，

一个包括教师、学生和博士后在内的代表团去了北京。

产生在马普学会的研究所，而不是在大学里。尽管最

总产出量已是世界第二，仅次于美国。物理学方面，

我转到英国剑桥大学之后，我们与这里的一个英中研

好的科学研究多出自中科院，但中国顶尖大学的表现

中国与英国相当，可能还略超过一些；不过在生命科

讨会也继续保持联系。

也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学上仍落在后面，但差距也在缩小。

“中国的年轻科学家拥有超出
寻常的激情和动力，这在西方
国家是不常见到的。”
中科院系统的拨款方式则有所不同，但中科院院长白

下，会促使数据造假和剽窃。这种情况到处都有，但

春礼正试图改进评估研究院所及其研究人员工作表现

如果奖励和产出量过于密切挂钩，发生的可能性会更

的方法。中科院感到自己必须更努力的工作，以不负

大些。

所获得的大量公共拨款。该院一直在国际上寻求相关
建议，几年前英国皇家学会曾派去了一个代表团，参
与了中科院的这项工作。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具体在哪些
方面做得最好？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对基础科研的
投入比例较低，对已有技术的研发投
入比例较高。这会使中国在基础科研
方面的新发现处于劣势吗？
基于中国科学家发表在世界一流期刊的科研成果的绝

他们的同行评审做得非常好。我们遇到的项目官员都

对数量，认为中国不擅于科学发现的看法是说不通的。

非常出色。其体系十分透明，让申请人甚至未获资助，

这些期刊可是不发表非原创成果的。也许中国投向发

也会认为自己得到了公平的机会。他们还积极处理学

展改进型科研的资金更多，但投向探索发现类科研的

术不端行为，建立了一个完备的制度来对此进行监控

资金在绝对数量上可能比美国之外的大多数西方国家

并查处相关案件。说实在的，如果我们对英国工程与

还多。他们现有的流程显然能够支持其高质量科研数

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这样的拨款机构做相同的深度评

量的不断增加。

估，我怀疑该委员会得到的分数或许跟 NSFC 差不多，
甚至可能更低。

中国科学家对自己研究成果的发表情
况是否面临特有的压力？

中国科学家是否擅于将自己的科学发
现转化为造福社会的技术应用？
中国在最大程度地利用自身的科研实力方面还有很长
的路要走。中国在从科研的投资中获取实际的经济优

我的理解是，中国对科学进行了全面、大量的投资，
但在化学等学科更容易取得快速进步，因为这些学科
与物理学不同，你通常不需要大型、先进的基础设施。
而另一方面，英国对生命科学的资助力度特别大。

资助申请系统是否公平和高效？
2010 年， 我 作 为 中 国 国 家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委 员 会
（NSFC）首个国际评估专家委员会成员来到中国。
NSFC 相当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或者英国工程和
物理科学研究委员会（EPSRC）这样的机构。我对
NSFC 拨款流程的质量印象深刻。我们是一个由六位
国际科学家，以及两三位中国科学家组成的小型委员
会，我们可以不受限制地与任何人交谈，我们还获得
了有关申请趋势、申请量以及通过率的大量数据。我
们可以访谈整个流程中的利益相关方，这不仅包括
NSFC、中科院和中国科技部的工作人员 , 也包括大学
的管理者和拨款获得者。我们发现 NSFC 在中国科学
家当中享有高度的尊重。

薪酬与拨款决定都直接与发表在高水平期刊上的论文

势上，尚处于起步阶段，比其它国家要薄弱。在英国，

数量相关。这种对数量指标的强调也适用于学术职位

我们有 Catapult 创新中心来帮助实现这个目标，欧

申请人的评估。我从指导的中国博士后学生那里了解

洲其他国家也有类似机构。不论是培养科学家的创业

到，如果他们想回国工作，就需要在指定的高水平期

能力，或者帮助他们创办公司，中国都还没有发展成

刊上发表至少四到五篇论文，并且必须是第一作者或

熟。风险投资是有的，但远不及英国的水平，更不用

通讯作者。

说美国。中国人意识到自己利用科研的能力不及研究
科学的能力，因此需要强化这些能力。

这是个竞争激烈的体系，中国每年科研产出的质量越
来越好。我个人希望他们更侧重于评估科研人员个人，
读一读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不是在方框上打勾，用期

局外人能从中国研究人员做科研的方
式上学到什么？

刊的影响因子替代质量。我猜想这是因为申请每个职
位的人员非常多。如果太多的申请人让你应接不暇，

20 年前中国还无法跻身顶级竞争者的行列，今天已在

或许只得使用一些十分粗略的工具去筛选。

国际科学研究中名列前茅，单是观察这种飞速进步，
我们就能领会到很多。这是一个不同凡响的成功故事。

批评者认为这种对量化标准的注重导致了一种追求快

除了大量、持续的资金投入之外，根据我带领西方的

速、短期成功的科研文化。他们说得有道理吗？

学生参加北京研讨会的经历，我能说的是，学生们都
惊讶于中国同行的工作热情。毫无疑问，中国的年轻

在中国的体系中，应对压力有多种方式。有些事情没

科学家拥有超出寻常的激情和动力，这在西方国家是

法快。哪儿都有对短期成功有兴趣的人。我认为中国

不常见到的。

在这方面和其他地方并无不同。
----------------------------------------------------我确实认为过度注重在高影响力的期刊上发表论文可

采访：尼克 • 弗莱明 (Nic Fleming)

能会导致一些不良行为的发生。有人担忧在少数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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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

给年轻人一个机会
尽管中国的科技投入不断增长、科研成果不断涌现，青年研究人员在追逐学术梦想的
道路上仍步履艰辛——王传超
中国在科研经费上的投入多年来不断增长，也耗巨资建大楼、买仪器，中国的科

CUSBEA 学生成为了中国和美国一流的生物学家。2008 年，吴瑞先生去世之后，

学家、官员和老百姓们自然都在热切期盼科技领域的重大突破。然而现实的情况是，

吴瑞纪念基金会成立了一个纪念吴瑞先生的奖项，资助中国大陆、香港、澳门、

越来越多的青年研究人员，包括研究生和博士后，却选择“逃离科研”，这引发

台湾和新加坡的优秀华人博士生追逐学术梦想。吴瑞奖包括 3000 美元奖金，获

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

奖者还可申请 5000 美元以下的旅费资助，用于参加国际学术会议。与国内现行
的评价方法不同，吴瑞奖不以论文发表、海外经历和考试成绩作为评判标准。

高级研究人员的招聘启事中大都对应聘者的论文发表、影响因子和引用次数等有
硬性要求。青年研究人员也都希望论文能发表在 Cell、Nature 和 Science 等期

通过由杰出华人生物学家组成的评审委员会的同行评审，吴瑞奖每年选拔十位左

刊上，这些顶尖学术期刊在中国被统称为“CNS”期刊。“CNS”上发表的论文

右的获奖者。评审委员会根据每位候选人在生命科学研究工作中的创新能力、独

是研究人员能升职和加薪的默认指标，尤其是在中国较好的大学和研究所。一篇

立思考能力和对自己研究领域的专注精神来评定优异。申请人要阐述自己选择做

CNS 论文能改变一个青年研究人员的学术生涯，甚至是整个人生。

科研的动机、对研究课题项目的规划，以及对未来职业科研生涯的设想。申请人
还需要与评审委员会的教授们面对面交流。在获奖后的几年或几十年里，在其科

然而，过于重视这些刻板的评价指标使得处于科研起步阶段的我们过于急功近利，

学生涯发展中，获奖人如有需要也可向吴瑞纪念基金会的资深研究员寻求咨询和

难以单纯地追求学术。我们往往会抛开自己的科研兴趣而选

帮助。

择一些简单或直接了当的课题去做，以期快速取得结果。然
后发表一系列论文，从而获得持续的经费资助。但是每一位
科研人员也都渴望能有机会在“CNS”期刊上发表论文，受
到众人瞩目。

如何留住有才华的科学家
虽然中国各学科的科研投入都在增长，但刚毕业的博士能申
请的经费或者奖学金项目却寥寥无几。最大的经费项目要数
青年科学基金了，占到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总预算的
20%。但是，每个成功申请的项目在三年里却仅能拿到约

虽然中国各学科的

投入
都在增长
科研

但刚毕业的博士能
申请的经费却

寥寥无几

吴瑞奖采用了一个全面公正的评价方式，同时也为青年研
究人员的后续职业生涯提供建议和帮助。更令人欣慰的是，
吴瑞奖正逐渐被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认可，甚至成为了
教授招聘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参考因素。2014 年，一位吴
瑞奖获得者获得了上海科技大学的助理教授（长聘制）职
位，尽管他没有海外研究经历。

一直以来，被动填鸭式教育深深束缚了中国学生的思维。
然而，科技的进步依靠的是新的想法而不是对已有知识的
死记硬背。中国科研界最需要的，正是吴瑞奖所强调的，

24 万人民币的经费。第二个选择是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每个成功的申请者在两

打破条条框框的独立思考能力以及真正的创新精神，也只有足够重视这些能力，

年的博士后时间里也仅仅能获得 5-8 万元。这些经费远不足以购置实验室试剂和

中国科研界才能不辜负政府和民众所提供的大量科研投入，取得他们期望的成果。

耗材来开展科研项目的。正因为如此，许多青年科研人员都去申请国外的博士后

刚毕业的研究生的潜力是难以被论文指标和海外经历所全面反映的，过于重视这

职位，把他们最好的科研岁月的一部分贡献给了其他国家，很多还留在了国外。

些刻板的指标会使年轻人难以有机会为国家做出相应的贡献。中国应该为培养有
前途的青年科技人才作进一步的投入，并探索出更有效的方法来对他们的科研成

因此，与大部分西方国家不同，中国的科研主力军是研究生而不是博士后。许多

果进行评价。

中国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将海外研究经历作为研究人员聘用和晋升的必须条件，加
剧了这一恶性循环。中国实际上是在将自己的青年研究人员的培养外包给了西方

---------------------------------------------------------------------------------

发达国家。问题是大部分中国的博士毕业生申请不到国外的博士后职位，他们只
能选择留在国内，在国内实验室找一份薪水很低且晋升机会渺茫的工作，或者干

王传超是复旦大学人类生物学在读博士，2012 年获吴瑞奖，2015 年 6 月，他将

脆放弃自己的学术追求去找一份与所学专业不相关的工作。

赴德国马普学会人类历史科学研究所 (Max Planck Institute for the Science of
Human History) 开始博士后研究。邮箱：cchao.wang@gmail.com

三十年前，美国纽约州伊萨卡市康奈尔大学分子生物学家吴瑞教授发起中美生
物 和 生 物 化 学 联 合 招 生（China-United States Biology and Biochemistry
Examinations and Applications，CUSBEA）项目。这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第
一个规模性的帮助中国生物专业的学生去美国留学的项目。如今，很多当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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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我们还有考核业绩及业务发展的制度，对教职员
工进行年度评估。对于非临床类教职员工，我们考察
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临床类教职员工也要根据他
们的临床工作进行评估。

香港大学根据什么来决定聘任人选？
我们会考察发表的论文，但这只是几个重要因素中的
一个。例如，我们会考察候选人的专长领域是否与我
们已有的范围互为补充。在随后的面试中，我们会评
估候选人的沟通能力和人际交往能力。我们需要判断
候选人是否正是我们需要的人才，以及在未来的几年
里是否能增加我们的实力。

中国大陆的科研制度是什么样的？
这些年，大陆的制度一直在发展变化。30 年前，当
我从中山大学毕业时，终身教职业绩考核和晋升由本
地研究人员负责，这可能受到私人关系影响。经过多
年的批评，这个制度变得更现代化、更国际化。改进
之一是以期刊影响因子为权重评定研究者论文发表情

对话金冬雁

况。这激励了研究人员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论文。
然而，这个制度太过于强调影响因子，对国际同行评

全球视野

审重视不够。对影响因子的滥用现在已经到了不成比
例的程度，这是中国大陆现行制度的主要弱点。

金冬雁是香港大学生物化学系的一名病毒学家。他从广州中山大学获得学士学位，并在
北京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获得博士学位，后在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从事过一段时间的博
士后工作 , 在不同科研体系中工作的经历使他获益。

什么导致了中国科研制度的这些变
化？
主要的原因是许多在美国的中国科学家批评中国制

你为什么决定去美国做博士后？

香港科研体系有哪些长处和短处？

二十年前，中国有着齐全的实验设备，在我的领域、

最大的长处在于国际化的同行评审。所有提交给香港

我的研究所尤其是这样。然而，支持生物医学科学基

研究资助局的申请，都有严密的评审流程来进行决策，

础研究的基础设施却发展欠佳。与中国相比，美国有

这个流程由专门小组来管理，且由世界知名的独立专

着更先进、更多世界级的研究机会，所以我最终决定

家组成专门小组掌控。不幸的是，由于资源有限，香

去美国做博士后研究。

港的研究者很少能有机会申请大项目。他们必须务实，

度，建议从依据人际关系转为依据业绩。他们发现，
在美国资助和职位晋升依据的是基于业绩的评估办

而且他们的项目更倾向于保守。

什么原因使你回到香港工作？
香港大学的终身教职制怎么样？
首先，我是广东人，所以选择到香港去对我和家人来

法，他们认为这种方法比中国的制度完善。中国政府
最后采纳了他们的部分建议。但不幸的是，中国的评
估体系逐渐发展成一种并不基于业绩，而是基于指标
的体系。

香港的科研制度是否仍比中国大陆
好？
是的，我们的制度更先进也更公平，因为我们和国际

说都是顺理成章的。其次，1998 年（亦即香港正式

在我来此工作之前，香港大学没有发展成熟的终身教

回归中国一年后）我加入香港大学（HKU）时，这座

职制，但现在已开始建设。开始时，加入这所大学马

城市已经有了能够支持基础研究的先进设施。我相信

上就有终身教职。如今情况发生了改变，即只有圆满

在亚洲，香港是做科研的最佳选择地，而且我也会很

完成两个三年期合同的工作后，才会得到终身职位，

好的投入其中。第三，香港大学给我提供了诱人的条

并且不会享有自动晋升的机会。从这些方面看，香港

件。

大学终身教职制与北美的大学更相似。除授予终身教

标准更接近。也因为在大陆仍然存在着政府对科研的
过多干涉。这在科学家试图做出优秀的科研过程中是
不必要的。在完善制度方面，中国大陆正在取得进步，
但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采访：张文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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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杰（右）向耶鲁大学校长 Peter Salovey 颁发荣誉博士学位。

中国大学“三步走”改革
张杰说：高水平的师资队伍，以及尊重人才和奖励人才的机制，
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
经过 35 年的快速发展 , 中国的经济增长正在逐步

但是，从论文引用量来看，中国科研成果的质量还

去十年来，上海交通大学通过以制度激励为核心的

放缓。要实现可持续发展，就必须将发展模式从要

相对较低，技术转移能力也比较薄弱。究其原因，

师资队伍系列改革，实施“三步走”战略，引育并

素驱动转型为创新驱动。为此，近年来中国政府大

目前的评价和激励方法，例如重视数量胜于重视质

举、分类发展改革并使引进人才与本土人才逐步实

幅增加对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经费投入。以 2012 年

量，严重阻碍了中国大学创新能力的提升。

现“并轨发展”，师生员工的创新活力得到系统、
全面、持续地激发，学校的创新氛围日益浓郁，创

为例，全国研发经费总投入超过 1 万亿元人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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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高等教育的投入经费也超过 7000 亿元人民币。

作为一位中国研究型大学的校长，我认为打造一支

在此背景下，中国的研究能力与科研产出得到了

高水平的师资队伍是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关键。过

新研究的能力得以大幅提升。

长足进步。从 2005 年到 2012 年，中国的全职研

近年来，为了快速提升师资水平，国内大学纷纷开

究 人 员 数 量 增 加 了 38%， 达 31.4 万 人； 高 等 院

展改革探索，比如，组建新的学术机构，高薪聘请

校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增加到 1117742 篇，增幅

海外高层次人才，试点终身教职制度等等。实践证

54%；授权专利数量增加了 7 倍，达 66755 件。

明，这些做法确实能够短期内带来“奇效”，但是

令人鼓舞的结果。
基于以上试点院系的实践经验，学校将于 2015 年
到 2018 年完成长聘教职体系的并轨。尽管无法一
下就让三千名教师的工资翻上一番或两番，但基于
五亿人民币的专项基金，首席教授、讲习教授等竞
争性的薪酬机制已建立起来。
那些无法达到长聘教职标准的本土教师可以选择离
开，也可以继续工作直到合同期满。有一点很重要，
那些虽然无法达到新标准但曾经为学校做过较大贡
献的教师将会得到公平对待和受到尊敬，并可以继
续为学校服务。

改革成效
当前，上海交大正朝着世界一流大学的目标快速迈
进。2007 年以来，约有 450 位世界一流学者和国
中国上海交通大学的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开发的一个机器人。
如果仅仅依靠引进少数几位“明星”教授尚不足以

住房和生活的额外资助，极大地提升了他们的创新激

有效地全面提升大学的创新能力和整体发展。而且，

情。

由于引进人才与本土人才在薪酬和待遇方面存在的
差距，还有可能挫伤本土教师的积极性。因此，中

第二步：分类发展改革

国大学亟需根本性的、系统的、制度性的改革。
上海交大在全校范围推行重视和鼓励创新、以人为

每三年根据各院系制定的绩效指标进行晋升和工资的

本的制度激励改革，激发了全体师生员工的创新活

评估。2010 年针对本土教师设立了三类岗位的分类

力。从 2007 年开始，上海交大通过深入分析未来

发展道路：教学为主型、科研为主型和教学科研并重

中国和全球发展所面临的挑战，全校师生员工对学

型。教学为主型岗位对科研不作硬性要求；科研为主

校未来的发展战略进行大讨论并做了可行性分析，

型岗位对教学工作不作硬性要求，但必须争取到竞争

最终于 2009 年形成了凝聚全校师生员工高度共识

性研究经费，其部分收入也来源于此；教学科研并重

的“交大 2020”发展规划和面向未来的学术发展

型岗位需要同时承担高水平的科研和教学工作。每条

路线图，其要点包括建立一流师资队伍，培养创新

道路同一级别岗位的起薪大致相当。教师可以自主选

人才、营造创新氛围、提升创新能力和促进科学与

择发展通道，后期也可根据同行评议转换岗位。长聘

人文交叉等。同时，在推进改革的过程中，上海交

教职体系对所有教师开放，只要达到长聘教职岗位要

大不盲目追求速度，而是采取分步走、层层递进的

求，教师都可以申请转入长聘教职体系，学校鼓励最

“三步走”战略，到 2020 年构建与世界一流大学

优秀教师积极申请并发挥示范作用。通过改革，过去

相比肩的高水平师资队伍并跻身世界一流大学是其

4 年来，现有教师的平均收入增加了 60%，未来 4 年

中重要的战略目标。

还会进一步增长。

第一步：引育并举

学校还启动了治理结构改革，从目前的“校办院”转
变为“院办校”，院系将会获得招聘、发展和评价教

引进高水平师资，开展世界级的前沿研究，为广大

师员工的自主权。综合财政预算改革则让改革试点院

教师树立学术标杆。同时，在全球吸引更多的充满

系获得了更多的资源配置权力。

创新思维的青年才俊，为他们提供充裕的科研启动
经费，直到他们能够获取竞争性经费支持，逐渐产

第三步：并轨运行

出世界一流的科研成果，进而建立起学术声誉。
2007 年上海交大开始为新引进的青年教师试点建

新生学术力量的注入让学校出现了两个并行的体系：

立了长聘教轨（Tenure-Track）体系。青年教师的

海外引进人才采用长聘教轨（Tenure-Track）体系；

发展以六年为期，其晋升需要通过专门组成的长聘

本土教师采用三类岗位分类发展的体系。2013 年，

教职聘任委员会，根据国际同行评议的结果而最终

六家试点院系开始将两个体系并轨，建立类似于北美

确定。从 2008 年起，我们为 35 岁以下的本校青

高校的单一 Tenure 体系。目前，物理与天文系、数

年教师设立了专门支持青年教师发展的基金。在过

学系、机械与动力工程学院、生命医学工程学院、凯

去的 6 年里，已有 1251 名青年教师获得了研究、

原法学院和安泰经济与管理学院等试点院系已取得了

际水平的青年拔尖人才加盟交大，本土教师中已有
超过 250 位转入了长聘教职体系。教师中拥有博
士学位的比例从 2006 年的 50% 上升到 2014 年的
85%。
与 2006 年相比，学校年度财政总收入翻了一番多，
已超过 70 亿元。同时，获得的竞争性年度科研经
费增长了两倍多，已超过 25 亿元。基于汤森路透
网络数据库的 ESI 排名显示，交大进入 ESI 全球前
1% 的学科数从 2007 年的 5 个增加为 2014 年的
16 个。2014 年，学校的社会科学继工学、自然科学、
生命医学之后，也首次跻身全球前 1%，使得这种
综合性大学的学科发展更加均衡，创新能力大幅增
加。
从论文发表的数量来看，2007 年到 2013 年，上
海交大在工学领域继续保持全球排名第二的优势，
自然科学排名从全球第 57 位上升到第 40 位，生命
科学和农学排名从全球第 136 位上升到第 43 位，
医学排名从全球第 166 位上升到第 27 位。同时，
论文引用率和专利授予数也获得大幅度提升。
上海交大近年来的改革，有效地激励了教师投身于
更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和人才培养，实现了从“传授
知识”到“知识探究、能力建设和人格养成”育人
理念的转变、推动了从“以教为中心”到“以学为
中心”的转变，旨在培养具有全球竞争力的拔尖创
新人才。在上海交大，创新导向的文化已经深入人
心。
（作者简介：张杰，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
院院士，美国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

本文首发在 2014 年 10 月 15 日出版的《自然》
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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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医学

中国在上海建立首个国家转化
医学中心
这是五家中心中的第一个，其目的是更好地利用基础研究的投资。
文 | David Cyranoski
过去的十年，中国在科研 , 尤其是生物医学科学领
域投入了大量的资金。但随着中国医疗费用在过去
几年不断攀升，一些批评人士认为投资并未得到回
报。现在，一批研究人员和政府官员希望通过本月
在上海开建国家转化医学中心来提高这些投资的收
益。该中心投资达 10 亿元人民币（1.63 亿美元），
预计 2017 年完工，这是即将建立的五大中心之一，
其目的是通过把研究人员、医生和患者聚于同一机
构，在基础研究和临床应用之间架设一座桥梁。

中国的生物学家们在基因组测序和蛋白质结构分析
等领域取得了引人瞩目的进展，但在药物和其他医
疗产品方面却产出较少。杜克大学癌症研究人员王
小凡教授是该中心国际咨询委员会 21 名成员之一，
他说：“一些博客作者和其他的人士常常抱怨中国
只是在烧钱。”一些人甚至质问，中国在工业上取
得了进展很大程度上是通过借鉴其他国家，为什么
相同的策略在生物医学科学领域就不能取得成功，

中国在大力发展新药和新的手术操作方法。
摆脱旧的系统的努力——这种旧系统的所在之处比

分析并收集蛋白质和代谢产物数据的“生物组学”

你想知道的要多。”他说。

（omics）中心。

精细平衡

中国卫生部前部长、该中心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

他表示说。

王小凡说，中国的医生工作过度，常常整日匆忙地
应对一个接一个的患者问诊和治疗。并且由于中国
大多数的医院都附属于大学，医生们必须要发表论
文来获得晋升。在这种竞争激烈的环境下，他们往
往拒绝共享数据，但又很少能够自己进行深入的研
究。“你不能指望他们做完八个小时的手术，然后
又穿上实验工作服。”王小凡说。在上海成立的这
一中心将改变这种状况，让临床医生有时间专注于
科研。

国家转化医学中心主任、上海交通大学遗传学家陈
赛娟院士说，本月该中心将会开始招募大约 50 名
项目负责人（PI）和 12 名科学家来指导他们学科
领域的研究工作。她说，该机构将把重点放在开发
心脏病、中风、代谢性疾病和癌症的治疗方法上。

这一中心的国际咨询委员会将帮助招募这些领域顶
尖的人才。委员会成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免疫学
家麦德华（Tak Mak）说，这一策略表明他们致力
于根据专业能力来招聘而非关系。“这是一种试图

23

血液病学家陈竺（Zhu Chen）希望该中心将能够效
吸引在国外工作的中国生物医学研究人员是现在所

法美国田纳西州孟菲斯的圣裘德儿童研究医院的精

面临的一个挑战。王小凡说，中国已经利用极具竞

神（St Jude Children’s Research Hospital），建

争性的薪酬吸引了一些基础研究科学家们回国。但

立起临床医生和基础研究人员之间的紧密联系。他

临床医生在中国得到的工资只有在美国得到的一小

还强调有必要开展免费的临床试验：在中国，参与

部分。

者往往需要为治疗付费。陈竺和陈赛娟夫妇曾在中
国成功领导了一个转化研究项目，利用维甲酸和三

委员会成员、马里兰州贝塞斯达的美国国家癌症研

氧化二砷来治疗一种形式的白血病。

究基金会首席营运官巴素娟（Sujuan Ba）认为中
心的管理也可能会存在困难。中心的管理委员会是

该中心将最终还将拥有 4 家姊妹机构：北京人民解

由来自 10 个政府部门和机构的成员构成。巴素娟

放军总医院老年医学中心，北京协和医学院罕见和

说：“这体现了来自中国各界的广泛支持，但领导

难治病中心，第四军医大学分子医学研究中心，以

团队要平衡和应对每个委员会成员的要求则将是一

及成都华西医院再生医学中心。

个巨大的挑战。中心要摆脱官僚制度的繁文缛节，
专注于它的使命，以及从事高影响力转化研究的长

巴素娟说：“这些中心处于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将

期愿景，这非常重要。”

对中国的药物研发产生重大的影响。我们应该能够
在今后五年，甚至更早的时间里，看到成功的迹象。”

这一占地 5.4 万平方米的机构将为患者和研究志愿
者提供 300 张病床，还将运营一个可收集数十万患
者样本的生物样本库，以及一个从事高通量基因组

本文首发在 2014 年 10 月 29 日的《自然》杂志上

员成立了一个研究小组专攻脑科学，其目标之一是
构建用于神经退行性疾病研究的转基因猴模型。

中国科学院青藏高原研究所所长姚檀栋将领导另一
家专门研究处于地震活跃期的高原的中心。他的团
队想探求地壳是如何随着时间而发生变形的。其他
一些中心将专注于粒子物理学、钍基熔盐堆和量子
信息的研究。计划到 2020 年时，中心的数量将达
到 20 家。

第二类是瞄准一些商业潜力未得到良好开发的领
域，如微卫星、海洋信息技术和药物开发。第三类

拥有六万名员工的中国科学院在北京召开 2014 年院士大会

是建立围绕大型设施的合作：例如在上海的同步加

政策

速器中心和蛋白质科学中心将联系在一起，让展开

政策

中国科研界迎来广泛变革
中国科学院改革的核心是团队协作。

高精度的蛋白质研究变得更为容易，并为学术界和
工业界的研究人员，包括来自国外的一些研究人员
提供支持。

第四类仍然在设计阶段，将致力于提出新举措，帮
助地区取得发展和实现可持续性。它首先可能会聚
焦于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的研究工作上，帮

文 | David Cyranoski
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一直处在中国科学发展中心
位置的中国科学院即将迎来变革。中科院正在展开
前所未有的结构改革，以促进合作并加快科研工作。
支持者认为，这一举措将使中国能够在从神经科学
到粒子物理学的各个领域处于世界领先水平；批评
人士则质疑现代中国究竟是否还需要这样一个庞大
的机构。

中科院总部位于北京，拥有 6 万名员工和 104 家研
究所，预算经费约 420 亿元人民币（68 亿美元）。
近一半的经费直接来自政府，用于支付管理费用和
工资；其余经费来自于通过竞争而获得的政府拨款。
“这是中科院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改革。”中科院院
长白春礼在 9 月 22 日的采访中告诉《自然》的记者。

改革方案由白春礼院长亲自设计，落实了 2013 年
7 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视察中科院时提出的要
求：中科院要成为全球科研界的领头羊。尽管目前
中国的科研投入已超过了除美国之外的所有国家，
许多人还是认为无论是基础科学的突破还是科研成
果的商业化，中国的投资并没有得到良好的回报。

白春礼说，某些表现不如预期的情况有可能是由于

科学家们（包括中科院的科学家们）的工资过低所

助当地对滑坡等自然灾害做好准备。

致，他们争相用各种经费来补贴自己的收入。“他
们的研究变得相当的分散。”他说。

但并非所有人都认为这些改变能够解决中科院的一
些关键问题。一位不愿具名的、对中科院的改革比

科学家们还回避合作，因为在拨款委员会看来，论

较熟悉的中国大学的科学家表示说，问题的根源在

文合著冲淡了他们的成就。在 2012 年的一次会议

于中科院聘用了太多的年轻科学家，他们很少或根

上，白春礼发现有中科院 20 家不同的研究所的研

本没有接受过评议，并且实际上无需证明自己的能

究人员在做同类的项目，但他们往往互不认识，这

力就获得了终身聘用。白春礼反驳说，他的改革举

导致了重复工作，也错失了分享知识的机会。他还

措所提供的机会将“鼓励表现不及预期的人变得更

指出，一些研究人员对与工业界的代表探讨应用不

好。”他说，他避开了一种可以解聘表现不佳员工

感兴趣。

的美国式制度：“这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改革。”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白春礼将科学研究分为四大类，

诺丁汉大学科技政策专家曹聪认为，中科院已过于

并为每个大类选拔一些有前景的中科院科学家。这

庞大。
“世界上没有任何机构能承担这么多的功能。”

些科学家的薪水将大幅上涨，科研拨款将只占到他

他说，大学和一些独立的研究机构正在日益激烈地

们收入的 30%，而非 70%。这一想法是为了鼓励

与中科院争夺一流的科学家，它们可以为科学家提

科学家们在为数不多但更大的科研问题上展开协

供更好的管理环境。“或许中国现在没理由需要有

作，而不是在完全不同项目中大量炮制出微小的进

这样的一个中科院了。”

展来获取各种拨款。中科院神经科学研究所所长蒲
慕明说：“团队合作是关键词。”

白春礼则用同样的理由来为中科院的存在进行辩
护。他反驳说，这使得中科院能够为中国的发展做

第一类是致力于基础科学的卓越科学中心，该中心

出广泛的贡献。“你必须懂得历史。”他说道。

将瞄准一些中国有机会占主导地位的领域。蒲慕明
已从 11 家不同的中科院研究所挑选了 40 名研究人

本文首发于 2014 年 9 月 23 日的《自然》杂志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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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Nature自然期刊的编辑学习如
何将杰出的科学转化为杰出的论文
通过培训你可以实现:
...培训各个层次的科学家，如何使其论文在国际性的高影响期刊上获刊登
...可以使您的科学家们沉浸于与Nature自然杂志编辑两天高度互动的高级讲习班
...提升您研究机构科学出版的质量

可以使您的研究者们投入这两天、互动的高级讲习班课程。通过此，他们可以从Nature自然的
编辑那里学习到实际的技术以及策略，他们也将因此能创作出可吸引国际性排名靠前期刊关注
的优秀论文。
•

了解科学出版的流程，论文提交的流程，期刊需要怎么样的论文以及同行评议的流程。

•

可是研究成果从实验室变为论文，如何进行研究，科学论文写作的关键点，如何创作流畅的
叙事内容，以及如何正确使用学术语言。

•

对出版规范和相关问题的介绍

•

对如何向高影响力的期刊提供论文给予相应的建议，如何与编辑和评阅人进行沟通

高级讲习班课程整合了动手操作项目、测试、问答和演讲环节。我们鼓励参与者带来论文草稿
并与讲师进行沟通。

Contact: Janet Cen
T: +86 21 2422 5025
E: janet.cen@nature.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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