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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 品】

推荐图书1：
《成为达芬奇：列奥纳多的艺术

传记》

作者：［英］肯尼斯·克拉克

中信出版社出版

这是达芬奇的粉丝不可错

过的一部里程碑式作品。揭去

神之光环，走进天才的内心世

界，详实且生动的克拉克式讲

述，再现达芬奇的艺术成长历

程。读懂达芬奇的斜杠人设，你

只需要这一本书！牛津大学著

名艺术史学者马丁·坎普作序

推荐。

作者是 20 世纪最杰出的

艺术史家之一，30岁即出任英

国国家美术馆馆长，1946年至

1950 年担任牛津大学艺术史

系教授。他主持的英国广播电

视 台 大 型 纪 录 片《文 明》于

1969年首播，不仅在当时广受

欢迎，而且影响至今。

推荐图书2：
《写给大家的中国美术史》

作者：蒋勋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出版

传统文化是活着的文化，

不但活着，而且不能只活在学

者专家身上，必须活在众人百

姓之中。本着这个信念，作者摒

弃学者式的考据来写作本书，

与年轻一代娓娓交谈关于中国

美术的历史和方方面面，旨在

培养年轻一代对美的信仰。

作者本人则是“单纯的像

孩子一样，去再一次观看那中

国古老的彩陶、斑驳的青铜

器；看故宫博物院一片一片发

黄残破的绢帛上，晋唐人的字

迹和墨痕；看矗立在石壁上巨

大的北魏石刻佛像的庄严；看

深藏在洞窟中暗无天日、然而

依旧灿烂夺目的敦煌彩绘”。

推荐图书3：
《给快节奏时代的简单哲学》

作者：［英］阿兰·斯蒂芬

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

本书精选了 30 多种哲学

理论，汇集柏拉图、圣·托马

斯、亚里士多德、苏格拉底等

60多位哲学巨匠的思想精髓，

采用分析对照、叙议结合的方

式，严谨又不失风趣地让抽象

晦涩的哲学知识变得简单易

懂，帮助大众运用哲学思维，

拓展认知边界，审视真实自

己，塑造有趣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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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挚爱与使命：卞毓麟科普作品评论文集》有感

【随 笔】

人才，特别是一流人才至关重要。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科技取得

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科技前沿领域仍然缺乏一流成果和一

流人才。

科技史和科技运行规律表明，最有利于创新的科技体制机制就

是让人才、特别是让一流人才及时胜出并充分发挥作用的体制机制。

目前我国急需解决的难题是：吸引、保持一流人才，快速建成一流学

科，引领科技继续前行。

四大“科研红利”渐失，只有原创突破才能破解
“卡脖子”

国际榜单排名并不能准确反映我国科技的真实水平。

例如，2019年10月公布的2020年US News世界大学专业排名中，

清华大学蝉联计算机学科排名榜单第1，东南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华

中科技大学位列第6、7、8名，力压斯坦福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加州伯

克利等世界顶尖大学。然而，计算机学科科研实力的真实情况如何？可

以从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图灵奖的获奖者分布看出：斯坦福有27
位，MIT有25位，伯克利有25位，清华有1位，但东南等3所大学没有，

可见这种世界排名结果与真实情况尤其是一流人才状况不符。

ESI（基本科学指标）排名也存在类似的情况。

因为这些排名反映的是学科的平均水平，而非学科真正水平，学

科真正水平是由学科的学术带头人和拔尖人才水平决定的。由于世

界顶级大学的学科平均水平与学科真正水平一致，ESI排名显得比较

合理，但当评比那种平均水平较高却缺乏一流人才的学科时，ESI的
缺陷就暴露出来。

同理，国际专利的数量也不能准确反映技术实力，中兴通讯PCT
国际专利申请量在国际上名列前茅，2011、2012、2017年全球排名第

一，但是一被美国“卡脖子”就“窒息”。

我国科技发展目前已不再以跟踪、引进为主，而应谋求原始创新、

引领发展，但目前在基础前沿、关键技术、新兴科技、交叉科学、学术理

论领域仍然缺乏原创性、突破性、引领性成果，集中反映出一流人才的

严重缺乏，制约了我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和国际竞争力的提升。

人工智能领域最有名望的顶级会议是“神经信息处理系统大会

（NIPS）”，2018年进入该会议口头报告阶段的作者总数为 113人，可

视为世界一流AI人才，其中仅有 10位中国人，但 9位在美国，1位在

中国（后也赴美读书）。这在一定程度上呈现出科技前沿领域严重缺

乏世界一流人才的缩影。

目前我国科技界的“四大科研红利”，即引进吸收、国际合作、成

果规模、榜单排名，都已经做得很好，红利逐渐消失，接下来科技发展

需要原创突破、破解“卡脖子”，需要“啃硬骨头”、打攻坚战。但是目前

的人才评价标准却难以适应新形势、新要求，亟待变革。

“四唯”“五唯”与人才标准错位是缺乏一流人
才的主要原因

近年来，我国出台了多种高端人才计划，但不少高校的“重金引

才”效果并不理想，原因是人才标准错位了，把“二流人才”标准误认

为“一流人才”标准。

以学历履历、成果数量、刊物等级、引用率、头衔等标准，特别是国

际期刊发文数量的标准论英雄，这并非“一流人才”标准，只是“二流人

才”标准。

该标准流行的原因有三：一是“表面上”与国际接轨；二是查找

“数数”简单易行，三是可以提高大学和专业的国际排名。

然而，正如2018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本庶佑强调的“真

正一流的工作往往没有在顶级刊物上发表。这是因为，一流的工作往

往推翻了定论，因此不受人‘待见’。”

这种“以刊评文”甄选一流人才的做法很不准确，但是由于大学和

学科的国际排名也是靠“数数”，所以引进能在顶级期刊发表论文的学

者有利于提高大学和专业的国际排名，结果形成恶性的“数数循环”。

虽然破“四唯”、破“五唯”文件和陆大道、徐匡迪、徐冠华等科学

家强烈呼吁，但收效都不明显。此外，“双一流”是指世界一流，但是目

前学科评估结果只反映国内相对水平，不反映国际相对水平，因此出

现“只见一流学科，不见一流学者”的情况。

综上所述，目前国家对一流人才既有巨大需求、迫切需求，又有充

足经费和科研条件，但却无法及时解决一流人才匮乏问题，陷入僵局。

原因有三：一是人才评价标准僵化，把“二流人才”标准误认为是

“一流人才”标准，过分崇尚国际排名，陷入“数数循环陷阱”；二是“四

唯”“五唯”标准长期流行，受惠者众多，困局难破；三是缺乏高效合理

的新标准、新方法，以解决一流人才甄选难题。

利用“互联网+代表作”甄别一流人才，建立前
沿学者工作室，快速建成一流学科

一流人才包括成名的和未成名的，未成名的可称之为“潜一流人

才”。成名的一流人才不需要甄别（当然也要考虑是否名副其实），但

是人数非常有限，也不容易吸引和保持。我国应该把重点放在甄别、

吸引和保持“潜一流人才”方面，他们不仅“人美价廉”，而且往往是新

思想的策源地，可能比已经成名者有更大的发展潜力和引领效应。

“何谓一流人才，如何甄别一流人才？”是学术难题，因为一流人

才概念比较模糊。

哈佛大学第24任校长普希指出：“是否具有创造力，是一流人才

和‘三流人才’的分水岭。”此定义被学界广为接受，解决了此难题的

上半部分。

笔者提出以是否做出突破性成果来衡量人才的创造力，并对其

突破点四要素进行规范展示和开放评价，以确认是否完成了突破性

工作，而做出突破性成果者即为一流人才，这解决了此难题的下半

部分。

具体而言，就是笔者提出开放评价法及其简明版“互联网+代表

作”的评价方法，对一流人才和“潜一流人才”加以甄别和评价。“互联

网+代表作”评价法包括5点：

（1）一流人才的代表作是突破性成果。

（2）网上规范展示突破性成果及突破点四要素。

①突破什么（学术定论/主流共识/思维定式/研究范式/现行做法/
权宜之计/学术僵局等，突破其中之一或几个）；

②怎么突破的（通过提出和解决什么问题实现突破）；

③突破的创见（主要结论）；

④突破的前景及其意义（开辟新的研究领域）。突破性成果包

括原创，也包括原创与集成创新等综合情况，开辟新的研究领域就

是原创。突破有大有小，细分领域很多，所以突破性成果并不少。

（3）查新和同行挑颠覆性错误进行把关确认。

（4）用一句话凸显其突破性成果的核心贡献。

（5）将突破点录入“主题-前沿”数据库。数据库可作为查询并确

立突破者前沿地位、进行盘点和同类比较的基本工具，进而快速甄别

一流人才。

科技史表明，水平越高的学者越能用一项代表性成果来体现其

学术水平，如诺贝尔科学奖、菲尔兹数学奖、陈嘉庚科学奖；而没有突

出成就的普通学者则只能用成果数量、头衔等综合因素来体现价值。

美国科学院院士选举标准中就要求必须有一项非常突出的成果。

“互联网+代表作”要求代表作是突破性成果并用突破点四要

素规范展示，通过同类成果盘点比较，水平高低一目了然，具有识

才奇效。

只有原创突破才能更好地实施国家创新驱动战略，实现高质量

发展。为此应该加快实施我国政府推行的代表作评价制度，“互联网+
代表作”方法就是一个简单易行、高效合理的落实方案。

为了顺利实施该方案，笔者认为应建立学术特区，比如在北

京、上海、深圳等发达城市或者在某些“双一流”大学成立学术特

区，新人新办法，尽快实施“互联网+代表作”评价。还应结合第 5轮

学科评估，设立前沿学者工作室，快速建成一流学科。

一流人才不是数顶级期刊论文篇数数出来的，而是做出突破性

成果、与世界一流成果一流人才公开比较比出来的。

一流人才是国家最宝贵的资源，无论对于引领学科发展，还是解

决国家社会的难题，一流人才都可能提供意想不到的新方案，破解难

题，出奇制胜，而不是精致的人云亦云。对一流人才和“潜一流人才”

应该给予最充分的重视。

（本文转自“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微信公众号“pingjiay-

anjiu_ruc”，原题为《设立前沿学者工作室，快速建成一流学科》，摘编

自作者在2019年第四届中国学术评价高峰论坛上的报告，作者为中

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科技与社会研究中

心主任，作者代表性成果包括克服同行评议缺陷的开放式评价法与

云科学研究。）

□陈怡

加强科普原创，推动科普评论，是科普工作的核心任务。2016年12
月，由上海市科协、中国科普作协、中国科普研究所联合主办，上海市科

普作协承办的“加强评论，繁荣原创——卞毓麟科普作品研讨会”在上

海科学会堂举行。中国科协党组副书记、副主席、书记处书记徐延豪出

席研讨会并讲话。中国科学院院士、第六届中国科普作协理事会理事长

刘嘉麒，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王康友，时任上海市科协党组书记、副主

席杨建荣，中国科学院院士杨雄里，中国科学院院士、上海市科普作协

荣誉理事长褚君浩，中国工程院院士、上海市科普作协理事长钱旭红，

时任上海市科协副主席王智勇，中国科普研究所副所长颜实，上海市科

普作协荣誉理事长、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原院长杨秉辉，清华大学教

授吴国盛等200多人出席会议。中国科学院院士欧阳自远，以及叶永

烈、金涛、吴岩、刘兵、刘华杰、田松、嵇晓华等知名科普人士以视频或书

面形式参与研讨会。与会者就卞毓麟先生的科普创作历程、作品影响和

对科学传播的启示等，从多个角度进行了评论和分析。活动现场气氛热

烈，许多听众没有座位依然坚持站着听完全场。

3年过去了，国内类似的推进原创科普评论的高品质活动并不多

见，据笔者所知，由中国科普作协主办，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

有限公司承办的刘兴诗科普创作出版研讨会和由中国科普作协主

办，长江少年儿童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和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有

限公司联合承办的“致敬科普前辈，共筑科学梦想——李毓佩科普创

作研讨会”先后于2018年5月和2019年11月在北京举行。总体看来，

国内有启迪性、引导性的科普原创精品力作还不够多，对科普作品的

评论还远未蔚然成风。新年伊始，尤让人感到继续开展“促进国内原

创科普、提升科普创作评论水平”这项工作的必要性。好在基于卞毓

麟科普作品研讨会的丰硕成果，上海市科普作协已在会后开展了论

文征集活动，并由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挚爱与使命：卞毓麟科

普作品评论文集》，使更多的人有机会亲近、感受优秀科普作品的创

作思想、创作方法与风格魅力。

所谓科普创作评论，是对科普作品的认识功能、表现特征、思想

倾向和科普作者的创作态度、方法、风格进行评论的文章。它对端正

科普创作方向、总结科普创作经验、培养科普创作人才、辅导读者阅

读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其内容包括作品的评论、作者的评论、理论

问题的探讨、评论的评论等。包含寄语篇、思想篇、风格篇、影响篇、档

案篇等篇章的《挚爱与使命》，内容正涵盖了上述几个方面。

汪品先院士曾经指出，科学具有两重性：科学的果实是生产力，

而且是第一生产力；科学的土壤是文化，而且是先进文化。作为生产

力，科学是有用的；作为文化，科学是有趣的。两者互为条件，一旦失

衡就会产生偏差。科普是科学与文化的桥梁，是社会竞争的软实力，

是创新社会的基因。但除了专著、教材，当下中国似乎缺少像被比尔·

盖茨称为“满足好奇心的完美指南”的《解释画册——复杂东西的简

单说明》那样通俗易懂却能打动人心的科学作品。在纯科学与纯艺术

之间，缺少热爱文化的科学家、热爱科学的文化人，或者能在科学与

艺术之间作转换诠释的媒体记者、作家这样的“两栖型”人才，而在知

识爆炸、学科交叉的时代，面向行外的概述和面向社会的科普，恰恰

显得越发重要。不是所有的科学家都能做科普，更不是拿不到项目、

上不了课的人就可以换行做科普，而我们社会由于缺少桥梁型的人，

使科学和文化两者之间发生了断层。国外像伽莫夫那样的科学家的

科普作品（《物理世界奇遇记》《从一到无穷大》等），可能比他宇宙学

的科学成果名气还要大；仅有学士学位的游记作家比尔·布莱森不仅

创作了大量高级的科普作品（如《万物简史》被译为近40种文字），还

曾获英国皇家化学学会的年度化学奖，于2005年被聘为英国达勒姆

（Durham）大学校长；电影导演詹姆斯·卡梅隆乘坐 7米长的深潜器，

单身潜入马里亚纳海沟水深10898米的海底……中国迫切需要这样

的科普人才。

卞毓麟先生是受人尊敬的科学工作者、国内著名的科普作家，40
年来在科普领域辛勤耕耘，创作和翻译了30多部科普图书，主编和参

与编著科普图书 100多种，发表科普文章 700来篇，成就卓越。其中

《月亮——地球的妻子？姐妹？还是女儿？》《数字杂说》等文章曾入选

中小学语文课本多年，代表作《追星——关于天文、历史、艺术与宗教

的传奇》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如果说，科学家卞毓麟是科学与

文化之间“断层”中的一个异数、一代中国科普人中的领军人物，他同

时更起着上承李珩、戴文赛、王绶琯等我国著名天文学家、前辈科普

作家，下启尹传红、郑永春、孙正凡等新一代科普作家，并向外联系伊

林、阿西莫夫、卡尔·萨根等国际著名科普大师的重要纽带作用。《挚

爱与使命》通过同行的视角，带领广大读者了解卞毓麟先生成长的经

历、所受的教育、涉猎的领域、作品的风格、思想的源泉、使命的根基，

以及作品传播的途径和影响的广度。这在科学团体与文化界、科学传

播媒体的联系尚不很密切、活跃在科普领域的科学团体和科学家仍

为数不多的当下中国，尤其具有榜样和借鉴意义。

“我们永远也无法知晓，有多少第一线的科学家由于读了阿西莫

夫的某一本书、某一篇文章，或某一个小故事而触发了灵感；也无法

知晓有多少普通的公民因为同样的原因而对科学寄予同情。人工智

能的先驱者之一明斯基（M Minsky）最初就是因受阿西莫夫的机器人

故事触动而深入其道的……”卞毓麟先生曾经介绍这段美国著名天

文学家兼科普作家卡尔·萨根为阿西莫夫撰写的讣告中的文字，也可

以看作是他本人创作初心的吐露。如果说，科学家们的全部努力在于

寻找和解读那些记载着大自然语言的“罗塞达碑”，科普作家的全部

努力则在于沟通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两种文化”，启发公众和科学

界自身对科学更多的探索和灵感。对于科普创作的评论，有助于科普

作家改善表达的方式、切磋所要传达的思想，增进公众对科学的理

解，并推动科普作品多层次、多元产业化的发展，进而在一定层面上

反哺科普创作。正如莱辛在《汉堡剧评》里所说，是类似于“使清泉涌

流的生命之泉”。

想来，这也是上海市科普作协近年来先后举办卞毓麟科普作品

研讨会、杨秉辉医学科普评论会、叶永烈科普作品研讨会和谈祥柏科

普作品评论研讨会的发心，而《挚爱与使命：卞毓麟科普作品评论文

集》，正是这些科普创作“生命之泉”的一脉汇流。

□刘益东

科普创作“生命之泉”的一脉汇流

“只见一流学科，不见一流学者”如何破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