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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硕士和博士的研究生们，科研似乎是一
个永恒的话题。无论你喜欢与否，一旦踏进研究生
的队伍，很少有回旋的余地，导师的任务要干，实
验要做，文章也要写……科研重压如同五指大山，
下面的“青椒”们时刻呼唤东土的和尚，能否帮忙
揭开那可恶的咒语？烦琐的高僧依旧令人生厌，即
使他的大道可以揭去我们身上的咒符！于是我们
不妨，换个心情，一起玩个小游戏，看看它会给我
们带来怎样的启示？

华师大生态与环境学院的研究生会始终是那
么给力，烦琐的科研之余，为我们精心设计了闯关
游戏。五名同学为一组，一共五组选手，总共需要
闯过五关，最先完成的小组获胜。

第一关考察眼睛的反应速度，顺着工作人员
的手势，指到哪里，眼睛就要看到哪里，反应慢的
同学重来，直到全部达标，方能过关。简单的规则
未必容易通过，同学们的表现更是参差不齐。有的
同学眼神可以时刻盯住工作人员的动作，指哪瞄
哪，一次性通过。而有的同学就悲催了，反应半天
愣是找不到方向。

科研虽然不同于闯关，但依旧需要好的眼神。
试验中微生物细微的差别，文献中众多的参数，文
章里细致的格式……都需要我们犀利的眼神来发
掘。作为科研的素养，好的眼神必不可少。可是眼
神又如何培养？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心明方能眼快。试验中，
只要具备充沛的理论知识，对于实验的设计方案
了然于胸，才可以发现其中细致入微的实验变化。

过了眼神关，下面两关考验的是选手的动手
能力。先是投篮，对于篮球门外汉而言，即使没有
任何外界干扰的情况下，把球扔进篮筐也不是一
件容易的事情。瞧，几个女生，小心翼翼地将球运
到中线，起身、跳跃、投篮，姿势有模有样。哐哐哐。
除了球不进，其他都很美。一次不行再来，不抛弃
不放弃。终于篮筐不堪忍受无情地摧残，球进了！

下一关，依旧考验动手能力，飞镖掷气球。为
了选择一个好的角度，完整地记录师弟、师妹们的
飒爽英姿，我在靠近气球的地方拍照。一边端着相
机，一边默默祈祷，师弟你可扔准了，师兄的生命
掌握在你的手中！只见师弟从容地拿起飞镖，双眸
相对的一瞬间，我选择了信任。说时迟，那时快，只
见师弟，瞄准气球，“嗖”的一声，飞镖掷出，气球没
事，我惊出一身冷汗！此刻，我终明白所谓的勇敢，

不是面对危险从容不迫，而是生
命掌握在别人手中，依旧坚守。就
这样随着师弟一次次掷出飞镖，
我和气球的命运紧紧地捆在了一
起，不是它破就是我破。目送最后
一个气球离去，我长长地吐了一
口气，活着真好。随后，下一组的
女生开始登台，我鼓起勇气继续
坚守自己的阵地。突然间，一个熟
悉的身影站到了我和气球的面
前，不是别人，就是刚才那个让篮
筐流泪的女孩。此刻，我作出了人
生中最为明智的选择，在她掷出
飞镖的那一刻，我纵身一跃，跳到
安全的距离。结果皆大欢喜，气球
没事，我也没事。

无论投篮还是飞镖，其实都
是一个循序渐进、慢慢熟练的过
程。科研又何尝不是如此。我们都
不是天才，少有人可以过目不忘。
就生态学而言，从微观的分子标
记，到宏观的生态模型，再到数理
统计的 meta 分析，有多少是我们
无法掌握的高深玄学，说到头都
是一个慢慢熟练的过程。耐住性子，慢慢来，须知
熟练出真知。

对于再怎么不喜欢运动的人来说，跳绳也依
旧很轻松。因此，本关不需太多的技巧，没有多少
技术含量，但是跳绳却是耐力的考验，必须跳到一
定的次数方能通关。此关贵在坚持，唯有坚持方能
笑到最后。

回到我们的学习生活，研究生阶段已经慢慢
开启自己的学术生涯。新鲜感一过，随着实验、课
题的深入，原本就少得可怜的兴趣和热情，如同秋
后的树叶慢慢飘零，纵然偶有坚挺，也难以熬过罪
恶的寒冬。热情不在，激情已逝，科研进入最为煎
熬的阶段。平心而论，我们很少是被真正意义上的
困难所击败，打败我们的永远是最后一刻的放弃！
此时此刻，恰恰是耐力的考验，只有坚持，不断地
坚持，熬过严冬，就是春暖花开！

最后一关是绑腿跨越障碍，考验大家的团
队合作精神。我格外关注此关师弟师妹们的表
现，快门不停地按下，一一留下他们美丽的倩

影。小组里的五名同学一一将腿绑到一起，协同
跨过前面设置的障碍。五组选手的配合让我非
常吃惊。他们是那么的默契，腿绑到一块，心也
连在了一起。随着“一二一”的口号，有秩序地迈
步向前。到了前面的线绳围成的障碍，小组有序
地弯腰、迈腿，不慌不乱，依次通过，顺利拿到前
方的小彩旗。

说到团队，科研领域更是如此。个人英雄主
义的潮流已经过去。当今知识爆炸的时代，没有
任何人可以穷尽一切的知识和技能。大到诺奖
成果，小到科研文章，没有团队的支持，科研举
步维艰。重视团队的力量，更需学会如何合作。
著名的岛屿生物地理学理论，就是生态学领域
合作的典范。科学泰斗尚需合作，我等“青椒”更
需努力。如今交叉学科大行其道，不同知识背景
的整合，更容易得出重要的成果，合作的精神更
需要不断发扬。

小小的游戏，不仅玩得开心，还能清楚地展现
一个人的科学素养。如果我们的教育部门，不那么
呆板，减少死记硬背的考试，而更多从实践活动中
去发掘一个人的科研潜力，科研还会枯燥吗？

（作者系中科院新疆生地所博士）

医生该不该做科研，是一个带有普遍性的重
要问题，是亟待解决的方向性、导向性问题。医生
以治病救人为主，为了不断提高诊疗水平，需要不
断科研。为了后继有人，提高医疗队伍的水平，需
要不断提高教学质量，培养人才。因此，医疗、科
研、教学密不可分。随着医学的发展，“三合一”人
才，“三合一”医院、研究院与学院也大量涌现。这
是医学发展的需要。但是，医疗、科研、教学密不可
分，不等于每位医务人员都应成为“三合一”的人
才，都要做科研，搞教学；也不等于每家医院都要
成为“三合一”的“科研型医院”或“教学医院”。应
该有选择、有条件、有重点地分工安排。

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保证人类健康。因此
必须以医疗为主，其他为辅。不能本末倒置，喧宾
夺主。近年出现一些只会做科研、写文章，不会看
病的医学学士、硕士、博士、导师、教授及医学专
家。这是很不正常的，是培养人才的方向性错误。

因机构而异
治疗医院、教学医院、科研型医院都是医院，

但是重点不同。都是医院，都应以医疗为主。教学
医院是在医疗为主的基础上，侧重教学、培养人
才。科研型医院也是在医疗为主的基础上，侧重科
研工作。三类医院各有侧重，不宜一刀切，也不应
强求“三合一”。
因人而异

医生因工作需要而分工不同，有的以医疗为
主，有的人以科研为主，有的以教学为主，有的是

“三合一”或“二合一”或“单打一”的医生，也应区
别对待，不宜一刀切。
因学科而异

医生兼做科研，又有临床研究、基础研究（实
验性研究）及理论研究之分。有的以人体为研究对
象，有的以实验动物或古今医籍、医史，医学理论
为研究对象。有的是在医疗基础上开展研究，有的
则脱离临床，专门从事科研。也需区别对待，不宜
一刀切。

方向问题
医生、医院及医学科研机构等，主攻方向都是

治病救人，直接或间接地为治病救人服务，为提高
诊疗水平、医学水平而努力。主攻方向不应偏离，
有的医生、医院、医学科研机构，不重视医疗工作，
或认为临床工作不如科研高级。临床医生不重视
医疗工作，把主要精力放在科研上。或是医院的领

导们，不重视医疗工作，把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
都投向科研，结果医院的文章多、成果多、奖项多，
但是医疗水平低，治病救人的效果不好。这种方向
性的错误，必须扭转。
过分提倡“科研型医院”

不分条件、不分层次、不分机构性质、人员组
成、技术实力及专长，一刀切地提倡所有医院都发
展为“科研型医院”，是“全民炼钢”“全民科研”的
延续，“全体医务人员搞科研”是重踏历史教训的
覆辙，不宜提倡。
培养人才

人才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有社会分工不同。
有些医生（特别是新毕业的青年医生），认为做临
床医生，整天忙于医疗，没有发展前途，只有从事
医学科研才有水平、有发展、有前途，因而对于提
高医疗水平不重视，把主要精力用于脱离临床的
科研工作，逐渐发展成“不会看病的医学专家”。一
部分人以科研为主是可以的，但绝大多数医生应
以治病救人的临床工作为主。这是培养医学人才
的大方向，不能离轨。
正确科研方向的掌握

近年有些医疗机构（特别是中医院及中医药
研究机构），有人热衷于纸上谈兵，坐而论道，把中
医理论神秘化、玄学化，脱离实际，脱离临床。对于
提高疗效，提高防病治病能力，提高治病救人的水

平，没有多大帮助，不解决实际问题。有人热衷于
争课题，抢经费，生产大量垃圾论文、垃圾成果、垃
圾专利、垃圾奖项，而不是努力解决治病救人亟待
解决的重要问题。科研方向的偏离，浪费了国家大
量人力、物力、财力，阻碍了中医学的健康发展，也
影响了后继人才的健康成长。
医学评价体系

评价标准亟待改进完善。在评定医生水平、
职称、工资、奖励等一系列问题上，至今尚无科
学、公正、完善的评审制度与标准。评价临床医
生，不看他的医疗水平及治病救人的能力如何。
而是以 SCI 论文影响因子，引用次数为金指标。
或是拿了多少科研项目、多少经费、多少奖项为
主要评价标准。评出了一些“不会看病的高水平
医生”。也鼓励一些临床医生，丢掉病人，一头扎
进实验室，努力把自己培养成“不会看病的高级
医学专家”，甚至医院的总体医疗水平大幅度下
滑，这并非少见。

总之，医生该不该做科研？医院要不要向“科
研型医院”发展？医学研究要不要以治病救人为
主？人才培养的方向是否是“不会看病的高级医
生”？都应该以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具体情况具
体分析。不论有多少理由，有多少千变万化的情
况，医生的天职是治病救人，这个大方向不能改
变。 （作者单位：中国中医科学院）

眼神关：心明方能眼快

几种误解

应该区别对待

“医生该不该做科研”之我见
■李连达 李贻奎

不管是做博士后，还是副研究员，对于我的科研路，依然只
是个起步；科研领域的确定，科研品位的养成，以及科研圈子的
建立都需要持续不断地付出努力与耐心。

所刊

四载书回忆 往事绕心间
姻张一鸣

宁波材料所是开启我职业生涯的地方。人
生中的第一份工作对于每个人来说，都具有特
殊意义。对我来说，一毕业就能够在自己的家
乡找到一份与我专业背景相符的工作环境，更
算得上是一种莫大的幸运。

我遇到了博士后合作导师刘兆平研究员，
当时刘老师给予了我两点建议。坦率地说，当时
的我刚在英国完成学位，并结束了在那里 7 年
的学习与生活，心中充满着理想主义，刘老师的
建议深深地打动了我。于是，我选择进入了刘老
师所带领的“储能材料及其应用技术研究小组”

（现更名为“动力锂电池工程实验室”）。
我刚加入“储能材料及其应用技术研究

小组”时，最早是与课题组的元老王旭阳一
起组建了我们课题组的第一条电池生产线。
那段时间主要是在建设生产线的摸索中向
课题组内有经验的同事学习，偶尔有维科电

池公司的工程师过来，也向他们学习。幸运
的是，正是在这样的方式下，我在较短时间
内明白了整个全电池的生产步骤，也学会了
一些设备的操作，并且在翻阅锂离子电池的
一些书籍时也发现自己的理解能力得到了
提升，甚至比起那些一直在实验室里制作扣
式电池的同事，我也更了解真正使用的电池
是如何做出来的了。这样的一段经历，让我
深刻感受到了“技术与工程研究所”与传统
想象中的科学院研发机构的区别，同时也感
受到了中国科研的速度与节奏。

2011 年开学后，我开始接手一项新的任
务———“基于石墨烯填料的导电胶粘剂”制备。
这对我来说又是一个挑战，因为我之前对于制
备方面并没有什么经验，对于高分子的加工更
是缺少驾驭能力。但是翻阅了一些资料后发
现，导电胶领域是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很有
发展前景。因此，我抱着一种“赶潮流”的心态
就乐颠颠地开始做了。刚开始时比较山寨，也
并没有添加什么助剂，就是直接把课题组所制
备的石墨烯与环氧树脂和聚氨酯混合，用玻棒
使劲搅。效果当然不好。后来在课题组内那些
有经验的同事建议下，又尝试了加热树脂、添
加助剂的方法，以及通过边加热树脂材料边添
加石墨烯等方法，终于“死拖硬拽”地把一小份
看上去像胶粘剂的黑色样品给做了出来。在此
基础上，我又尝试了不同的石墨烯组分配比，
以及所加助剂的种类和量，也尝试变换加热的
温度，做了一系列的导电胶粘剂……尽管在制

备过程中也不时笨手笨脚的，样品做出来也感
觉不那么精美，感觉自己是个家庭小作坊里的
工人一样，但好歹也动手尝试了这样的制备。
就这样，在摸索了 3 个多月后，我把这部分的

“故事”撰写成了一个专利。这也是我学术生涯
中的第一个专利。如今，这项专利也已经获得
了授权。

我的第三次工作转变发生在 2011 年的 5
月份，也正是这个机会让我过去的一些背景得
到了相对更好的发挥，也借机接触到了一个新
的领域，并拓展了视野。这个工作源于和中科
院电工所合作的一个知识创新工程重要方向
项目，主要涉及如何通过优化规划混合储能系
统的容量配置，并通过对各储能系统的实时优
化控制，使风能、太阳能等这类可再生间歇式
能源能够满足电网的运行稳定需求，从而实现
顺利并网。在这个项目中，电工所负责用于工

程项目示范的各类硬件的搭建和组装，我则负
责在研究了优化规划与协调控制算法的基础
上，进行优化规划软件和协调控制软件的编
写。

我的学科背景之前还是以材料学为主，以
前学习和接触的内容主要是各类材料，以及关
于它们的组分、结构、加工处理及性能。所以我
还要重新学习关于可再生能源、电力系统等各
方面的新内容。另外，我以前编写的程序主要
是后台运算块，并没有编写过用户界面，包括
用户界面和后台程序的接口也没有尝试过。而
为了使我们的项目更具推广的可能性，电工所
方面还是希望我们最终的软件能有用户界面，
让外界可以直观地看到结果，也易于操作和理
解。因此，当时对我来说也是挺大的一个挑战。

2012 年 12 月，我幸运地晋升为副研究员。
结合自身的研究基础以及课题组的研究背景，
我开始关注研究方向的选择，而不仅仅着眼于
作某项具体研究内容。在研究方向的选择上，
往往充满着不确定性与困惑：可以选择的方向
往往很多，但选定一个有前途、能够借助所在
团队的力量，并能够发挥自身特长的方向实属
不易。然而，这个也算是一种科研能力的锻炼
吧。其实不管是曾经做博士后的时候，还是目
前作为副研究员的阶段，对于我的科研路，依
然只是个起步；科研领域的确定，科研品位的
养成，以及科研圈子的建立都需要持续不断地
付出努力与耐心。

（本文选自中科院宁波材料所所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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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教授在全国松香行业非常出名，全国
许多数万吨级的松香生产装置是他退休前及退
休后负责设计的，当然这过程已经三十年。即使
他现在已经七十多岁，全国许多厂还是找他。但
是，他退休后，他的这套技术没有传给其他人，可
能就此断了这么好的技术“香火”。当然，其他人
也能设计，但他的技术内涵、决窍没能传承下来。

理科研究鼓励自由探索，教授们根据国际
前沿的发展来选择研究课题甚至研究方向，经
常要“与时俱进”。相对来说，传承的任务要轻点。

但是，工科呢？
从清朝起，世界上就有汽车，现在还有汽

车，飞机也出现了数十年了，而且有日益发达
与发展的趋势，从开始的小飞机，发展成了现
在的波音与空客，飞往世界各地。火车历史更
久，中国及世界各地目前还在用火车，而且速
度越来越快，中国的高铁现在世界有名。

电报基本没有了，最早的人畜运输被远洋
轮与火车、汽车替代，说明工业也有“生老病死”。

工科往往对应着行业，研究汽车的对应着
汽车行业，研究发动机的对应着发动机行业，
航空航天研究对应着现在的飞机与飞船。我们
都知道世界上许多著名公司都有数十年甚至
数百年的历史，其牌子及技术是一代一代传
承、发展、升级来的，始终跑在这个行业或产品
的前头，成为这个行业的龙头，是其长久不衰
的基础。最早的汽车与今天的汽车尽管都是四
个轮子，但技术内涵已经相差甚远。宝马车的
钱我们就是赚不来，这不得不承认。

由于我们的学科与科研管理缺乏科学性
与系统性，“新的管理思想层出不穷”，“评价体
系与导向经常转向”，人人都负责人人都没有
责任的领导与负责体制，教授基本上作为机器
人使用的管理体制，使得学科总体规划、学科
传承与理念基本缺失。

学科是要有理念、有特色、有牌子、有学科
基因的，特别是有“香火传承”的。要一代一代
将这种研究积累与研究特色，结合当前国内外
的研究进展，第一要传承，第二要跟进，第三要
发展，第四要赶超，最后的目标是成为行业的
技术龙头。即使不是国际领先，做个国内领先
甚至国内先进也不错呀。

胶粘剂行业内许多国际品牌，汉高、陶氏、
西卡等都有百年历史，这些企业一代一代人的
研究，将企业一代一代从地区推向全国，再推
向世界，成为世界品牌。而我们国内许多工业
企业，才二三十年历史，有的刚出生就夭折了。
我们的研究也是这样，许多教授终生的科研积
累，由于缺少学科规划与管理，在研究的角度，
成了“断子绝孙”的科研。

要知道，要将一个技术或研究达到一个程
度，需要数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需要一代一代

人的积累与努力，传承就
是一代一代人在前人的
研究基础上，接过接力
棒，进行接力马拉松赛
跑。

当然，我们必须要
估价以下几点：

现在的研究有没有
传承的价值？这主要看
本 学 科 目 前 的 研 究 水
平，这个行业是平稳的，
还是上升的，还是没落
的。如果没落，研究水平
不高，这样的传承是没
有意义的。

其次要看从事研究
的教授有没有水平。这非
常重要，如果教授的研究
水平不高，这种传承也是
没有意义的。

另外，要矮子里拔
将军，甚至要进行人才
引进。如果这个学科没
有特别强的优势研究，
可以从中选出相对最强
的进行传承，直到新的
强学科与研究的出现才
加以替代。但是，这与目
前学校与学科的条件紧
密相关，三、四流的学校
与学科要想用一流的标
准是不切合实际的。

最后，如果这个学
科从事的研究类型是没
落的行业，要果断中止，
及时掉转船头，开辟新
的研究方向。让没落的
行业对应的研究死去，或者研究重生。

开辟新研究方向，甚至新领域，传承现有
的学科强项是一个学科永久不衰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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闯关游戏里的科研素养
姻赵序茅

投篮掷镖：熟练出真知 赵序茅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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跳绳：耐力的考验

绑腿越障碍：团队合作的力量

默契的配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