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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原因阻碍了我国科研原创性成果的
涌现？很多知识分子见仁见智地提出，缺乏工匠
精神、贵族风度与体制不健全、人才不够好等原
因，但是只要不断深入思考，你就会觉得这些不
是根本原因。

读韩毓海的《重读毛泽东》一书，可以了解毛
泽东思想与王明路线长达十年的斗争，红军和中
国共产党付出的巨大牺牲证明了党八股的危害。
这给我们以启发：研究领域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
义，也就是所谓的研八股，阻碍了原创的产生。

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整风运动期间发表了著
名演讲《反对党八股》，他开宗明义地讲———

“我现在想讲的是：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怎
样拿党八股做它们的宣传工具，或表现形式。我
们反对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如果不连党八股也
给予清算，那它们就还有一个藏身的地方，它们
还可以躲起来。如果我们连党八股也打倒了，那
就算对于主观主义和宗派主义最后的‘将一军’，
弄得这两个怪物原形毕露，‘老鼠过街，人人喊
打’，这两个怪物也就容易消灭了。”

我们的科研领域当然也存在主观主义（领导
干部一言堂）和宗派主义（山头、门阀、学霸），这
对科研的组织行为损害极大，但主观主义和宗派
主义是行为方式，其思想根源则是形式主义和教
条主义，也就是研八股。

形式（现象）与本质相对，形式主义就是不顾

问题的实质，施行不符合客观实际的科研措施，
这是认识论出了问题。

教条（理论）与实践相对，教条主义就是不顾
现实情况，不作调查研究，拿来老祖宗的旧办法
或外国人的舶来品直接使用，导致措施失效，这
是实践论出了问题。

科研领域的形式主义表现在人才评价、人才
培养、科研基础建设、成果转化等几乎所有方面，
下面分别论述。

形式主义在人才评价上的主要表现就是“四
唯”。海外经历、博士学位、SCI 论文（在某些单位
是 CNS 论文）、政府颁布的科研奖，这“四唯”就
是科研水平的表现形式中最容易被辨别，当然也
是最容易被量化的几种类型。这种形式主义的

“四唯”实际上忽视了科研成果的多样性，自然造
成选拔人才的单一性，长期发展的结果，类似于
砍伐原始森林腾出地方，种植单一树种的橡胶林

（产橡胶）或桉树林（造纸）。
选拔人才上的形式主义古往今来都未曾断

绝。西汉武帝时实施的举孝廉加速了门阀士族
的形成；科举制度到了明朝，考试形式和内容
严重形式化，造成人才多样性的缺乏。科研成
果实际上只有两种———用于提升生产力的技
术和为这些技术进步作准备的理论。因此，对
人才的评价也必须从这两个方面进行实质性
贡献的考察，而不是“四唯”里那些形式。这种

形式主义对科研的危害最大。
形式主义在人才培养上的主要表现是精英

教育模式、高校盲目扩招、高校盲目增加非主流
专业等。精英是在长期科研实践或生产实践的磨
炼中产生的高端科研人才，不是通过几年的重点
高校或者海外高校受教经历就可以造就的。毛泽
东同志是湖南第一师范毕业，张国焘是北大毕
业，王明是海归。论出身，毛泽东不是精英，但其
对中国历史的贡献比千万个出身论精英都重要
得多。所以，精英教育模式是形式主义。至于高校
盲目扩招，是形式主义的高等教育普及。高校盲
目扩展专业是形式主义在学校的升级。30 年前的
大专现在叫大学，生源还是那些生源，教师还是
那些教师，升级在哪里？形式主义的教育一定培
养出按照形式主义思维做事的学生，这些人会毕
生贯彻这样的行为。

形式主义在科研基础建设上的主要表现就
是建大楼、大实验室、买高级仪器等。有了这些硬
件，却很难善加利用，造成巨大浪费，这是看得见
的形式主义。

形式主义在成果转化上的主要表现是“为了
转化而转化”。具体来说，就是对技术转化的市场
需求认识不足，或者干脆忽视真实的市场需求，
把技术转化作为可以用来向社会宣传的类似于
成果的事情。技术转化唯一的起因应该是市场的
需求，不能用来赚钱或不能很快用来赚钱的技术
都不应该追求转化。科研人员热衷于技术转化，
多数是急于改善自身经济状况；科研单位热衷于
此，则是出于成果和政绩的考虑。

形式主义是官僚主义的变种，是管理者最容
易犯的错误，知识分子官员更容易搞形式主义，
因为表面往往看起来很美，但实质却经常好坏参
半。在古代，中国文人就是脱离现实的一个官员
阶层，王安石曾经大力鞭挞过这些“四体不勤，五
谷不分”的文人，但是文人以脱离基层而自豪。近
代以来，中国外侮内患，才有少数文人关怀基层，
发现中国的现实如此不堪，遂提出学习西方，但
又陷于唯西方理论是瞻的教条主义。随着毛泽东
思想的推广，作为政治上被批判的对象，形式主

义和教条主义被一定程度地打击，但是近些年
来，各个领域的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都有所抬
头，尤其是在科教领域。

教条主义在科研领域的主要表现是食洋不
化。固然西方在大多数学科和领域领先于我们，
我们也不应该把人家的东西照搬下来。比如，研
究所照搬西方高校的 PI 制度，学科建设按照西
方的套路做，研究生培养也是如此。教条主义的
结果就是本来想照猫画虎，却画成了狗。如果教
条主义占据了统治地位，后果将是灾难性的。来
自苏联的教条主义，使陈独秀在面对“4·12 政变”
的屠杀时选择放弃抵抗，使王明路线导致红军大
失败。中国知识分子都有师承门派，不敢僭越师
傅的理论，就是他们容易犯教条主义的缘故。

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使中国科研快速向研
八股前进。写申请拿项目就跟科举考试类似，要
有平台和团队；建立团队就要有人才；人才认定
要靠帽子，戴帽子也有固定的套路；人才的自培
养也就是那么一条路；教育体系里舍弃了一切多
样性，只追求分数；分数靠考试，考试本身就是八
股。在这个链条里，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交相辉
映”，让科研领域热闹非凡，一度掩盖了缺乏原创
的实质。一旦陷入研八股的深渊，不仅广大科研
工作者劳苦无功，国家的科研投入巨大浪费，还
会对科研事业造成损害。

与研八股斗争是个长期过程。人都有思想惰
性，表现在不愿意深入思考，因为思考是一个“熵
减”的过程，要做功才能达到。大多数人认识问题和
解决问题只会停留在表面，没有意愿去深入。因此，
不作斗争的话，形式主义就会大行其道。教条主义
者则更懒于思考，拿着现成的理论套用就行，根本
不用思考实际问题，他们要么懒惰，要么只考虑如
何利用教条来实现自己的私利。教条往往是很大的
大话，用来压人很有效，用来实施却有问题。

借由毛泽东同志给中国人留下的丰厚思想遗
产，笔者发现形式主义和教条主义对科教的危害，
知道原因，对症下药，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只有
这样，才能让优秀人才和原创成果涌现出来。
（作者系中科院西安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研究员）

2019 年 5 月 18 日
是第 42 个国际博物馆
日。国际博物馆协会

（ICOM）发布博物馆日
活动的主题为“作为文
化中枢的博物馆：传统
的 未 来 （Museums as
Cultural Hubs: The fu-
ture of tradition）”。

当前，博物馆的社
会功能正被重新定义，
国家文物局、教育部也
对高校博物馆建设提
出“现代教育体系和博
物馆事业的重要组成
部分，探索和实践新型
人才培养模式、实现高
等教育现代化的重要
机构，开展探究式学
习、参与式教学、实践
教学的适宜场所，开展
原创科研的重要基地，
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
系的重要力量”五大功
能的定位。据统计，全
国现有高校博物馆 300
多座，涉及自然科技与
专题、文化历史、纪念
等多个类型，成为博物
馆体系的重要组成。为
此，笔者认为，高校要
在推动博物馆绿色化
发展方面主动发挥引
领示范作用，更好地履
行博物馆的生态文化
教育传播辐射功能。

博 物 馆 绿 色 化 发
展是一个综合性概念，
其内涵丰富，外延正在
不断拓展。国际博物馆
协会提出，博物馆既是
教育场所，又是文化中
介，理应以更少浪费、
更多合作，以尊重生存
体系的方式使用资源，
发挥博物馆在提升公
众可持续发展意识方
面的独特促进作用。这
凸显出博物馆绿色化
发展内涵的与时俱进。
笔者认为，博物馆绿色
化发展的基本内涵应包括硬件建设的节
能低碳化、教育社会服务功能的绿色化、
管理运营理念的生态化三个方面。面向
未来，高校要积极打通博物馆连接生态
文化传统和现代生态文明之间的双向通
道，透过双向交流教育活动，实现与公众
分享人类共同拥有的绿色文化资源。

基于博物馆绿色化发展具备的系统
性、综合性特征，高校博物馆要立足大学
特色，重点在提升硬件建设的绿色辨识
度，强化博物馆管理使用的节能低碳，打
造以绿色科普为重点的博物馆馆藏特
色，立足社会互动性的全方位开放，加快
数字智慧博物馆的信息化改造提升等方
面，进行持续实践。

进入新时代，高校博物馆的绿色化
发展应重点关注三个方面的问题。

一是切实提高高校博物馆建设的绿
色深度和绿色远度，依托高校学科特色
与教育传播的优势，创新博物馆绿色化
的主题、内容与形式，培育品牌教育活
动，创新开发优质绿色科普资源、灵活提
供多样化服务项目，加强博物馆绿色科
普传播效果的评估，充分利用微博、微信
等新媒体渠道，进行互动反馈机制。

二是注重采取“引进来”“走出去”协
同发展方式推进博物馆的绿色建设。根据
美国博物馆联盟《构建教育的未来：博物
馆与学习生态系统》白皮书，博物馆教育
具有浸入式、体验式、自我引导式、动手学
习等优势，是绿色公众教育的主要力量。
这就要求高校博物馆的绿色发展要多采
取联手创建博物馆联盟、组织联合巡回展
览、开展馆际业务交流、深入社区开展教
育等方式，厚植高校博物馆的绿色发展品
质。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农林博物院、东北
林业大学的中国（哈尔滨）森林博物馆、北
京林业大学博物馆等在国内具有一定显
示度的绿色主题博物馆要用好全国高校
博物馆育人联盟的协同平台作用，加大与
国际博物馆协会大学博物馆与藏品委员会
等国际组织、国内优秀自然资源类博物馆
的交流合作，在博物馆绿色化的国际合作
平台上实现资源共享。

三是高校博物馆的绿色发展和建设
既要见物，更要见人。国际博物馆协会亚
太地区第七届大会通过的《上海宪章》指
出，博物馆作为全面机构，是为公众全方
位参与而营造的空间，也是通过整体性
遗产管理实现的物质和非物质、移动和
不可移动、自然和文化的空间，应当成为
催化创造力的场所。为此，坚持人文理
念，点面结合，物质与意识并重，动态性
互动与静态性展示共融，搭建与社会公
众的体验交流、合作沟通平台，是博物馆
绿色化的应有之意。要在师生和公众服
务的全过程，体现以人为本，提高绿色志
愿讲解、绿色导览服务等专业化水平，开
发具有生态文化品位的博物纪念品。通
过“人”“物”的有机结合，实现博物馆绿
色低碳建设的新提升。

（作者系中国林业教育学会常务副秘
书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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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顾粤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的特征明显。广东拥有
庞大的产业集群，对科学研究、成果转化的需求量大，而
香港、澳门虽地处一隅，但在基础研究、成果转化方面有
较多积累。过去三方施展空间较小，但随着粤港澳大湾
区平台的建设，港澳发挥的不再只是窗口、桥梁的作用，
而是获得了深度融入、参与国家建设的机遇。

全球有四大著名湾区———美国旧金山湾区、
美国纽约湾区、日本东京湾区、中国粤港澳大湾
区。在世界经济之林中，它们就像所在湾区城市
上空俯瞰的华灯夜景，熠熠生辉、璀璨无比。

2017 年，粤港澳大湾区经济总量为 1.34 万
亿美元，经济增速为 7.9%，已超过旧金山湾区，接
近四大湾区之首纽约湾区的水平。

纵观前三大湾区的发展，都离不开强劲的经
济势能、开放的发展环境、优质的人才资源、源源
不断的创新活力。助力湾区发展的四大因素，与
所在地高校的贡献密不可分。

2019 年时值澳门回归祖国 20 周年，《粤港澳
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也于年初发布。那么，粤港
澳三地高校合作的重点是什么？各自又如何为粤
港澳大湾区建设发力？不久前，《中国科学报》记
者在粤港澳大湾区高校科教合作论坛上得到了
答案。

科教合作，输出更多创新成果

粤港澳大湾区分为东西两岸。
东岸主要为知识密集型产业带，位于东岸的

香港、广州、深圳、东莞、惠州五个城市，2018 年
GDP 总量达 8.4 万亿元，占据了粤港澳大湾区
77%的经济总量。

西岸主要为技术密集型产业带，包括肇庆、
佛山、江门、中山、珠海、澳门在内，2018 年 GDP
总量达 2.5 万亿元，发展潜力巨大。

根据《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加强
科技创新合作，推进“广州—深圳—香港—澳
门”科技创新走廊，加强产学研深度融合等成
为重要任务。

环顾粤港澳三地，优势互补的特征明显。广
东拥有庞大的产业集群，对科学研究、成果转化
的需求量大，而香港、澳门虽地处一隅，但在基础
研究、成果转化方面有较多积累。过去三方施展
空间较小，但随着粤港澳大湾区平台的建设，港
澳发挥的不再只是窗口、桥梁的作用，而是获得
了深度融入、参与国家建设的机遇。

作为东岸中心城市香港的高校代表，在香港
中文大学校长段崇智的介绍中，香港主要的大湾
区政策范畴将教育、创新科技放在了第一位和第
二位。香港未来工作的重点在于，建设国际科技
创新平台、推动科研要素流动、推动再工业化、建
设科研基建配套。因此，香港中文大学将青少年
教育与就业、基础建设与航空、物流业等作为大
湾区重点研究课题。

作为西岸中心城市澳门的高校代表，澳门大
学校长宋永华表示，作为西岸实力最强的综合型
大学，澳大将全力打造粤港澳大湾区西岸科技创
新中心，为西岸科技创新起到引擎和辐射作用；
全力打造人才培养基地，发挥西岸高等教育的引
领作用。如建设产学研基地、共筑科研平台、跨校
培养人才。

作为东岸中心城市广州、深圳的高校代表，
在中山大学校长罗俊看来，粤港澳大湾区高校应
以基础研究为核心，为湾区输出更多创新成果。
聚焦重大、尖端、基础领域的创新研究；搭建更多
科研大平台、大项目、大团队；产出更多高水平研
究成果，实现关键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推动三地
产学研分享转化。

关注青年，培养更多创新创业人才

粤港澳大湾区占地 6.6 万平方千米，人口多
达 696 万。科教合作的实现，离不开越来越多的

创新创业人才加入。那么，粤港澳大湾区对培养
创新创业人才有哪些需求呢？

宋永华表示，现代大学应把知识创新、创造
与应用结合起来，对教师的要求，不仅在于传授
知识，还要创造知识、应用知识；对学生的要求，
不仅要掌握知识，还要学习创造知识的方法。进
入社会任何领域都需要创造能力，不同阶段的学
生，对他们创造知识的能力要求不同———本科生

要培养创造知识、科学研究的兴趣，鼓励他们进
实验室，参加科研小项目；研究生特别是博士生，
要求他们具有创造知识的能力，并且在局部领域
能够创造新知识、出科研成果。

除此之外，他认为科教合作不只在于知识创
造、传播，还在于应用。“甚至要求导师、博士后将
自身科研成果，通过不同方式参与企业合作、推
广应用。”

近年来，创新创业成为风潮。对于高度商业
化、金融化的香港，创业是最近才出现的现象。作
为香港主要的大湾区政策范畴之一，青年发展面
临的是整个生态环境的挑战。而香港中文大学

（深圳）或许是一个很好的突破口，在这里，他们
成立了深圳研究院众创中心，给校友、学生提供
创业的机会。“你会发现学生对创业的要求并不
多，借助会议室、办公桌、电子邮箱，就可以和企
业家、天使投资者进行交流。”段崇智说。

“现在我们不只是把专利转给企业，而是要
鼓励师生们带着专利去创业，直接参与知识和技
术转化。”宋永华说，在这个过程中，要处理三方
面的关系———教学、科研和社会服务。处理不当，
容易造成重科研轻教学、重科研轻应用的现象。

作为大学校长，他表示应结合本校、本地区
需求，营造创业环境，制定政策、措施，实现学生
受益，教师发挥潜力，社会得到高校培养的创新
人才和创新成果转化的目的。

开放合作，“和最亲近的人谋事”

此次论坛举办的一个背景是，2016 年 7
月，中山大学、香港中文大学和澳门大学共同
发起成立粤港澳高校联盟，目前共有 28 所高
校入盟。大湾区之外的高校也一直积极参与到
大湾区发展中，如北京师范大学在珠海设立分
校（现改为珠海校区），清华大学在深圳设立研
究院。

无巧不成书，清华深圳研究院、北师大珠
海校区分属粤港澳大湾区东西两岸。大湾区发
展战略提出之后，它们进一步参与到高校合作
当中。

“此行的目的之一是请求入盟！”清华大学副
校长杨斌的开场白引来众人喝彩。就像上世纪 70
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在中国南海边画了一个圈，
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特区，在杨斌看
来，粤港澳大湾区高等教育发展也要仰仗特殊性
政策。

他指出，粤港澳地区就业机会众多，边工边
读成为该地区硕士生生源的一大特点。而这些人
入学，最害怕的是每年 12 月的硕士生入学考试，
纯知识性的考核会让不少人存在畏难情绪。那
么，在职、非全日制硕士应该大力发展，入学方式
也可采用审核制，这样与港澳地区的高校录取方
式也更为接近。同样，硕士阶段可以考虑降低论
文要求，去掉过强的学术性，增加论文的实践性。
从入口、出口“双管齐下”，让粤港澳大湾区的研
究生教育插上快速发展的翅膀。

这或许可以为 2020 年呈现的紧张就业局势
提供一个出口。与此同时，杨斌建议，粤港澳大湾
区高校应减少短引进、聘用条款过松的现象，让
只挂名不落实的人才进来，会影响真正愿意投身
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教师加入。

开放合作，才能吸引更多才俊。同样，本土人
才的培养也不可或缺。

以师范教育为例。作为联盟的“观察员”，
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表示，北师大将开
展师范生联合工作，以“一带一路”学院、粤港
澳中小学教师发展中心为主，促进粤港澳大湾
区教育平衡发展。未来，北京师范大学将致力
打造“教育硅谷”，实现教育大数据、互联网 +
教育、教育科技研发等成果转化，为粤港澳大
湾区发展提供科技支撑。

“Your best friend is next door（近邻乃挚友）.”
正如段崇智比喻，粤港澳三地高校是“一家人”，
和最亲近的人谋事，乐见其成。

粤港澳大湾区高校
各自发力不如歃血为盟

■本报记者温才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