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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上海技术物
理所研究员何力看来，“帽子工程”问题的解决
比说起来难得多。“到现在，我还没有看到什么
大的转变。”一谈及这个话题，何力几乎停不下
来。在他看来，人才计划乱象的背后，是科技评
价体系的乱象。

“科研评价越改革，评价的量化计算公式就
越复杂。”何力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作为科
研的指挥棒，人才评价不能再只关注论文数量、
专利数量。

对此，王向朝也建议，有必要完善评选机
制，做到公平、公正、公开，让公众参与监督。评
选标准的设定以实际能力和潜力为核心，避免
盲目重海外轻本土、重学历轻能力、重论文轻实
际贡献。完善跟踪评估和淘汰制度，评估不达标
者予以“摘帽”。

与此同时，在国内，不少戴着“帽子”的科研
人员在申请项目时成功率会高很多。“‘帽子’成
了一个加分项。”何力感慨，在国外，“人才帽子”
只是一种荣誉，与科研评价并不挂钩。

“解决人人追求‘帽子’的问题，首先要剥离
‘人才工程’的利益因素，让‘帽子’回归为一种
荣誉。”邢新会说。

王向朝建议，在顶层设计方面，应该对当前
国家层面上的各种人才计划梳理整合，建立一
个完整的人才计划体系，避免政出多门、定位重
叠问题；限定同一申请人的人才项目申请数量，
避免一人多冠，赢者通吃；针对高层次人才建立
薪酬福利指导制度，一方面让高层次人才的收
入与其贡献相匹配，另一方面设定薪酬上限，避
免不正当竞争。

“地方政府梳理本地不同层次的人才计划，
使之符合国家发展规划并适应地方特色；建立
地方的科研经费统一申报平台，避免科研经费
重复资助，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王向朝说。

人才工程的“帽子”
该怎么摘

这篇论文奠定了今天液晶显示技
术的原理，被后来人引用无数。海尔弗里希先后获
得过首次欧洲物理学会凝聚态物理最高奖“惠普
奖”以及被誉为“工程界的诺贝尔奖”的美国国家工
程院“德雷铂奖”。“在很多中国科学家眼里，《应用
物理快报》不过是本‘二流’杂志。”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回顾那些日本科学家获
得诺贝尔奖的历史，学历文凭、发表论文的数量以
及杂志水平，甚至会不会说英语，都不会阻碍他们
成为伟大的科学家。

“这说明，真正的科学创造从来都是没有固定
模式的。所谓创新就是从按照旧的模式认为不可能
的事情中创造出新的思路。”全国人大代表、东华大
学管理学院教授严诚忠在接受《中国科学报》记者
采访时也表示，“要尊重创新型人才，就要把他们从
现有的一刀切的人才评价体系中解放出来。”

在他看来，要改变人才评价的现状，最关键的
就是要放弃统一指导、规范指导的思路，采用分类
指导、特殊人才特殊指导的方式。

学术共同体的彼此尊重

已故中国著名气象学家温景嵩先生曾在他的
著作《探索剑桥：试答钱学森之问》里写过一篇文
章———《谈剑桥的学术自由》。在那篇文章里，他谈
到，尊重人才、培养人才不仅关乎用什么标准来选
拔人才，也关乎学术自由、学术平等。

“在目前我所熟悉的国内自然科学研究领域，
政府是鼓励学术自由的，导师们总体上也是鼓励自
己的学生在相关学术领域内开展自由探索的。”全
国人大代表、中科院南京地质古生物研究所所长杨
群认为，至少在这个领域，约束人才学术自由的问
题并不显著。

但是，他坦言，在科研资金资助方向和资助形
式上存在一些学术权威垄断或者资源过于集中的
倾向。为简单起见，资金管理部门总是通过一批学
术权威来确定科研资助方向和资助形式，无形中助
长了这个问题。

显然，这是对学术平等的一种挑战，会对其
他科研人才的发展产生不利影响。事实上，学术
界的权威思想本身也是制约学术自由的一种表
现。

温景嵩说过：在探索大自然未知世界奥秘面前
人人平等。绝不可承认这里还有超人，他们可以先
知先觉。在未知的大自然面前，我们认为，这里只能
承认大家都处在平等的地位。在这里绝不能搞唯
权，也不可搞唯上。

“反观有的学术‘大拿’，以居高临下的姿态，藐
视已经开展工作的同行，任意扩张领域，达到资源
垄断的目的，导致国家有限的资源高度集中，这是
需要资金管理部门高度重视的。”杨群告诉《中国科
学报》记者。

与此同时，他认为我们在探讨保障科学家“学
术自由”的问题时也存在过度解读的现象。

“所谓的自由，不代表科学家可以随心所欲，想
做什么就做什么；不代表可以忽视学术共同体的分
工，忽视其他人已经取得的进展，忽视必要的学术
规范。这么做的后果是低水平重复，免不了出现相
互踩踏和恶性竞争现象。”

杨群指出，在有些学术领域，国内多个研究小
组在同样的热点方向展开研究时，缺乏必要的相互
沟通和分工合作的意识。“在利益面前，常常是通过
联合国际力量而不是国内力量或者其他办法，哪怕
是以微弱的竞争优势，也要争第一！”

他认为，如果研究领域相近，正确的做法是，
首先考虑向同事发出联合的请求，组成较大的
团队，或者寻求领域内的分工。后来者要承认前
人的工作结果，哪怕那些结果仍需要进一步完
善。

尊重人才，也需要学术共同体的彼此尊重。

让尊重科技人才成为一股清流

动态

本报讯 美国犹他州立大学教授刘天骠团队
日前设计开发了一项全新的水相有机液流电池。
这项工作使用简单高效的合成方法得到了高性
能的有机分子液流电池材料，从而使有机液流电
池的实用性前景进一步明朗。这一成果近期发表
在《美国化学会志》上。

人们日常生活的能源 90%以上来源于化石
能源，比如石油、煤和天然气。然而化石能源储备
有限，开采和燃烧后释放大量的二氧化碳和其他
有害气体造成环境问题。如果尽可能地使用可再
生能源，比如太阳能和风能，不仅能达到环保的
效果，还可带来巨大的经济效益。

然而太阳能和风能的能量强度不稳定。为了
把不稳定可再生能源转化为稳定的可利用能源，
能源储存就显得非常重要。电化学储能是各国政
府、学术界、工业界都推崇的一种有效储能方式。
在各种电化学储能策略中，相对于静态电池，液
流电池有几个特别的技术优点，最适于大规模

（兆瓦 / 兆瓦时）的电化学能源储存（比如相对独

立的能量和功率控制）、大电流大功率运行（响应
快）、安全性能高（不易燃烧和爆炸）等。

然而包括钒液流电池以及锌溴液流电池在
内的传统液流电池技术也存在一些技术缺陷，比
如因活性物质在电极间的穿梭效应导致的自放
电以及库伦效率低；腐蚀性电解液不环保以及由
此产生的安全隐患。钒液流电池的成本大概是
450 美元每千瓦时，美国能源部推荐的电化学储
能的普及价格要在 150 美元每千瓦时以下，这就
意味着需要开发高性能、经济适用的全新液流电
池技术。

为了克服传统液流电池的缺陷，一个热点研
究方向就是在液流电池中使用电化学活性的有
机分子代替传统无机电活性物质。电化学活性的
有机分子在其他领域已有广泛应用，很多成熟的
有机分子可以使用到液流电池中。有机分子制备
较容易，可以大规模低成本生产，而且可塑性强，
可以通过合成以及改性设计出需要的功能，比如
高电位、高溶解性以及与电池隔膜的高兼容性。

在这项新的研究中，刘天骠团队开发的这种
水相有机液流电池以水溶性的二茂铁作为正极
电解液活性材料，甲基紫精作为负极电解液活性
材料，因而称之为二茂铁 / 甲基紫精液流电池。该
工作是对先前刘天骠的甲基紫精液流电池工作
的延伸。

二茂铁是非常稳定的电化学活性分子，且
没有任何水溶性。这项工作的重点在于利用分
子设计开发的高水溶性氨基修饰的二茂铁，可
以达到 4M 的水溶性，在 2M 的氯化钠支持电
解液的溶解性也达到了 3M，对应的理论电容
量分别是 107.2Ah/L 和 80.4Ah/L。这类氨基二
茂铁非常容易合成，实验室合成规模在 100 克，
产率在 95%以上。

刘天骠说：“这项成果的主要前景是大规模
储能和家庭储能应用。现在太阳能和风能的普
及越来越快，随着很多社区住户的房顶安装了
太阳能板，高效经济的电化学储能方式显得尤
其重要。”

有必要指出的是，对于液流电池而言，活性
物质需要简单高产合成才能降低成本，适应大
规模应用。和高电容量的甲基紫精配对后，二茂
铁/ 甲基紫精液流电池的电压为 1.05V，理论能量
密度可以达到 45.5Wh/L，高于钒液流电池。二茂
铁 / 甲基紫精液流电池使用中性环保的氯化钠支
持电解液以及廉价的阴离子交换膜。二茂铁 / 甲
基紫精液流电池在 60mA/cm2 电流密度长时间测
试 700 次充放电，能量效率在 61%左右，电容量保
持在 91%以上，电容量保持率达到 99.99%每个循
环。测试电流密度可以达到 100mA/cm2，输出功
率可以达到 120mW/cm2。

刘天骠表示：“这项新的水相有机液流电池
的综合性能是目前所报道的有机液流电池中最
好的，而且这项技术的估算成本在 160 美元每千
瓦时，很有市场应用前景。”刘天骠同时指出，这个
工作还有很多要完善的地方，比如找到电容量缓
慢下降的原因，使电池的循环型增加到几千次，目
前已经有了一些新的突破。 （赵熙熙）

科学家研制出高性能水相有机液流电池
主要前景是大规模储能和家庭储能应用

卫星影像用于研究吴哥庙宇

本报讯 数年来，在柬埔寨吴哥窟工作的科学
家一直饱受“噩梦”的困扰：游览者被困在这个 12
世纪的高棉建筑里伤亡严重。这个由砂岩砖块建
造的庙宇随时有崩塌的可能。

每年，约有 300 万人游览吴哥遗迹，其中包括
吴哥窟和附近的巴方寺（如图）等。而且，随着城
市地区不断掠夺这里的地下水，诸多问题使得科
学家担心这些建筑随时可能出现塌方。直到现
在，科学家也无法准确估计吴哥窟面临的风险。

庙宇附近生长着茂密的植被，这让研究人员
无法测量能预示灾难的土壤和水分的细微变化。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一个研究组决定使用两颗卫
星拍摄的雷达影像。科学家借助这些照片能透过
植被观察森林下的土地情况。

通过比较照片，研究人员能观察到吴哥地下
及遗迹建筑的变化情况，目标能缩小到约 1 毫米。在
分析了数十张照片后，结论让人欣慰：2011 年至 2013
年间，这些遗迹的变化幅度小于 3 毫米。这表明人们
大量抽取地下水并未对其稳定性产生巨大影响。相关
论文近日发表于《科学进展》。

不过，由于地下水位在干湿季节会出现自然
波动，因此风险依然存在。此外，因为气候变化导
致旱季延长，吴哥地区地下水位大幅降低，遗迹
所受影响可能会比当地居民抽水产生的影响更
严重。 （唐一尘）

医院水槽
藏污纳垢

细菌能在 P 形存水弯中“蓬勃发展”。这
些洗手池下面的“U 形管”能收集从掉落的耳
环到遗失的牙膏管盖子等各种东西。这是个
大问题，尤其是在医院里，这里的水槽滋生着
大量细菌。

为了确定这些病原体如何传播，研究人
员建造了一个包含一排 5 个洗手池的装置，
正如一些医院使用的水槽一样，所有水槽里
的污水都排入一个管道中。在对水槽所有部
件进行消毒，并使用树脂玻璃盾隔离了操作
台面后，科学家在 P 形存水弯里放置了无害
的荧光细菌，以便追踪它们的去向。

而且，研究人员每日向其中添加营养液
体培养基，以模拟川流不息的进入医院洗手
池里的液体，例如静脉注射液和饮料残余物，
结果细菌“茁壮成长”，并以每天 2.5 厘米的
速度“爬上”管道，污染水槽的下水口盖。这样

一来，水龙头流下的水碰到下水口后四溅开
来，细菌便借此污染了水槽四周和操作台。该
研究组近日将相关成果发表于 《应用与环境
微生物学》。

此外，即便只有一个水槽的 P 形存水弯

受污染，且是单独水龙头，同时没有营养液，
细菌也能在仅仅一星期里经由共同的排水管
污染其他 3 个水槽。下一步，研究人员将追踪
细菌是如何从水槽“跳到”患者身上的。

（唐一尘）

科学此刻姻 姻

研究揭示细菌能污染医院水槽。 图片来源：Wavebreakmedia/iStockphoto

神经元能够挑选父母基因
本报讯 一个多世纪以来，科学家希望弄清

为何大部分细胞会基本相同地表达遗传自父母
染色体的基因。但生物体如此微妙，科学家难以
测量来自父母基因的活性。近日，研究人员在

《神经元》期刊上报告称，在啮齿类动物、猴子和
人类的大脑中，某些神经元能让父母一方的基
因“归于寂静”。

令人惊讶的是，研究结果显示，父母基因活
性的不同在发育中的大脑里更常见，涉及约
85%的基因。随着大脑渐渐成熟，神经元开始逐
渐让父母基因表达趋于平衡。不过，在成人大脑
中，仍有 10%的父母基因被区别表达，这表明某
些基因表达的不平衡可能贯穿生物体生命的始
终。

“我们的发现表明，健康基因副本被‘关闭’
的时期是细胞易出现突变的关键时间点。”该研
究高级作者、美国犹他大学神经生物学家
Christopher Gregg 说。该研究揭示了由于年龄、

细胞类型、大脑区域和组织等的不同，大脑中父
母基因表达活性的区别带来的广阔影响。

导致精神疾病的突变通常是杂合的，这意
味着它们仅受一种基因副本影响。Gregg 实验
室正在探索是否有未知影响能够解释为何相同
基因与各种精神病相关，以及为何不同的人其
症状严重度和发病风险不同。而该研究揭示，大
脑中的一些细胞在表达基因突变副本时占主导
地位。

此外，该研究还提出，细胞如何决定关闭父
母哪些基因的机理仍有待发掘。众所周知，孩子
能从遗传自父母的基因上继承表观印记，这传
达了一个基因是否被表达。而研究人员表示，找
到导致这些不同结果的机理，有助于研发激活
大脑中健康基因副本的新疗法。

下一步，研究人员计划弄清父母基因表达
的不同是如何塑造大脑机能和带来疾病风险
的。 （张章）图片来源：Gregg Lab

担负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历史使命

《中国制造 2025》提出了以“创新驱动、质
量为先、绿色发展、结构优化、人才为本”为基本
方针的战略对策和行动计划，在国内外引起强
烈反响。中国工程院正在全面推进“制造强国
战略研究（二期）”项目，配合国家制造强国建设
领导小组和工信部部署实施《中国制造 2025》
以及“十三五”时期制造业发展规划开展深入
研究，为实现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
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
变作出了贡献。

见证中国科技事业巨大进步的同时，周济
也提醒，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科技创新基
础还不牢，自主创新特别是原创力还不强，关键
领域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格局没有从根本上改
变。

周济认为，最关键的是要把核心技术和关
键技术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充分发挥集中力
量办大事的体制优势，瞄准突破口和主攻方向，
着力攻克一批关键核心技术，不断提升自主创

新能力。
为此，“十三五”期间，中国工程院将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围绕国家战略需要，面向经济建设
主战场，积极发挥国家工程科技思想库的作用，
积极开展战略咨询、学术引领、科技服务和人才
培养等工作，为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建设世
界科技强国勇挑重担、建功立业。

扎实推进国家高端智库建设

经过多年的努力，中国工程院已经基本形
成了国家工程科技思想库的任务体系：以战略
咨询为中心，综合协调、统筹兼顾，全面推进学
术引领、科技服务和人才培养各方面工作，发
挥好国家高端科技智库的重要作用。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工程院聚焦国家重
大战略需求，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瞄准世
界科技前沿、围绕重大民生，开展战略咨询研究
450 项，形成院士建议 158 份并上报，有 87 份
战略咨询研究报告或院士建议得到中央领导同
志的批示。

“这主要得益于中国工程院在 20 余年咨询
工作中积累和形成的宝贵经验。”周济总结了
六条经验：一是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是中
国工程院组织开展战略咨询的根本出发点；二
是振兴中华的强烈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
是激励广大院士以战略咨询服务国家发展的不
竭动力；三是基于科学的调查研究提出客观独
立的咨询意见，是中国工程院开展战略咨询的
重要特色；四是战略研究与咨询服务各方面工
作综合协调、统筹兼顾，是战略咨询取得成效
的重要基础；五是发挥战略科学家的核心作用，
组织多种形式的咨询团队，是战略咨询取得成
效的关键因素；六是注重调查研究、强调科学
求真、倡导学术民主，是战略咨询取得成效的重
要保障。

“这些经验对于我们在新形势下进一步加
强国家高端科技智库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
义。”周济说。

不过，周济坦言：“我们的工作还存在着一
些问题和不足，面临着不少困难和挑战，距离
建成‘创新引领、国家倚重、社会信任、国际知

名’的高端科技智库还存在较大差距。”
为不断提高咨询研究质量，有序推进高端

智库建设各项工作，2016 年中国工程院研究制
订了《中国工程院高端智库建设和管理实施细
则》和《中国工程院国家高端智库专项经费管理
细则》，加强顶层谋划，推进组织机构和支撑服
务体系建设。

未来，中国工程院还将进一步加强国家高
端科技智库建设。一是提升战略咨询质量，探
索与创新高端智库的运行管理模式，研判和把
握世界科技发展大势，为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
决策建言献策。二是发挥学术引领作用，引领
工程科技学术方向。三是深化科技服务，推动
地方经济创新驱动、转型升级，服务行业产业的
科学发展，为企业由大到强服务。四是推进工
程科技人才培养工作。

“工程院将按照‘战略咨询、服务决策、创新
驱动、引领发展’的方针，以队伍建设为核心，以
完善组织形式和管理方式为重点，以改革创新
为动力，努力建成‘创新引领、国家倚重、社会信
任、国际知名’的国家高端智库。”周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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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
发射侦察卫星

据新华社电 美国联合发射联盟公司 3 月
1 日发射“宇宙神 ５”型运载火箭，成功将一枚
属于美国国家侦察局的卫星送入轨道。

视频直播画面显示，这枚“宇宙神 5”型运
载火箭当地时间 1 日上午 9 时 50 分（北京时间
2 日凌晨 1 时 50 分）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范登
堡空军基地发射升空。约 4 分 9 秒后，火箭第一
级和第二级分离。

发射约 4 分 30 秒后，联合发射联盟公司就
因“客户要求”切断了直播画面，随后在推特网站
发帖宣布：“任务成功！联合发射联盟公司为国家
侦察局发射了 NROL-79（卫星）！” （郭爽）

（上接第 1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