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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要制作全媒体配套产
品，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讴歌
中国科技工作者自立自强、勇于担当
的精神风貌。”
———5 月 10 日，以两院院士、

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顾诵
芬为原型的广播剧《逐梦长空》在
沈阳首发。首发式上，该剧创作团
队“沈阳原创基地”总监郭志英如
此表示。

广播剧《逐梦长空》根据《中国
工程院院士传记·顾诵芬传》改编，
讲述了“顾骏”等航空工业科学家，
建立新中国飞机空气动力学设计
体系、开创我国自行设计研制超声
速歼八歼击机、主持国家大飞机工
程、实现“大客大运并举”并进行航
空工业领军人才培养等感人故事。
创作期间，主创团队循着顾诵

芬从沈阳到北京的工作轨迹，多次

深入航空工业相关单位采访，收集
了创作所需的珍贵史料。

编剧李多娇曾因创作广播剧《照
片中的回忆》和《今生无悔》等获得全

国“五个一工程”奖。此次《逐梦长空》
的创作在详实的传记文学、资料和采
访素材基础上，融入跨越时空展现故
事的手法，八易其稿。

从 5 月 10 日起，该剧在云盛
京、学习强国、云听、喜马拉雅、蜻
蜓等全国全媒体平台和沈阳广电
新媒矩阵进行展播。

“秦岭最好的形容词就是秦岭。”
———5 月 10 日，人民文学出版

社推出了作家贾平凹的新作《秦岭
记》，这也是贾平凹写作生涯中的
第 19 部长篇小说。谈及新作为何
如此命名，贾平凹如是说。

自 1973 年发表文学作品以来，
贾平凹从事文学创作已近五十年。
回顾此前的作品，从《兵娃》到《浮
躁》，再到《白夜》《秦腔》，以及《老
生》《山本》等，无论小说、散文，贾

平凹所写故事皆发生于文学地理
意义上的秦岭南北。而《秦岭记》是
他第一部以“秦岭”命名的作品。

全书以笔记小说的形式讲述了
近六十个秦岭故事。读者可以看到
能听懂人话的忠犬、人抱着哭叶子
就会一起流眼泪的皂角树、可以进
入别人梦境的小职员……这些故
事带领读者进入到一个混沌磅礴、
雄浑开阔的境地，产生阅读当代的
《山海经》《聊斋志异》之感。

《秦岭记》中的书写来自贾平
凹七十年来的生命洞察。“几十年
过去了，我一直在写秦岭，写它历
史的光荣和苦难，写它现实的振兴
和忧患，写它山水草木和飞禽走兽
的形胜……先还是着眼于秦岭里
的商州，后是放大到整个秦岭。如
果概括一句话，那就是‘秦岭和秦
岭里的我’。”贾平凹说。 （艾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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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内，由于潜水技
术的限制，人类仅能将目光落在陆地
文物的发掘与研究上，几乎无暇顾及
水下文物。

1960年，美国考古学家乔治·巴
斯在土耳其格里多亚角海域，展开对
公元 7世纪拜占庭沉船遗址的考古调
查和发掘，正式拉开人类利用水下考
古技术进行水下考古的序幕。乔治·巴
斯也由此被称为“水下考古学之父”。

曾被忽视的水下“宝藏”

我国水下考古工作开始的时间
较晚，直至上世纪 80年代后期，除了
完成了一些淤陆地和岛屿古代遗存的
调查和少量发掘之外，在水下考古技
术领域仍然是一片空白。但在国外，水
下考古却进行得如火如荼，并且有很
大一部分牵连到辉煌的中华文明。

1986年 4～5月，英国著名寻宝
人迈克·哈彻在荷兰拍卖了他在中国
南海打捞的荷兰东印度公司从南京
开往阿姆斯特丹的“歌德马尔森”号
上的 15万件瓷器、125块金锭。其总
价值达 2000万美元，价格之高让我
国派出的参与竞拍的专家甚至连举
手的机会都没有。

而这些瓷器还只是整船瓷器的
1/4，其余的被迈克·哈彻砸碎扔掉。
有报道称，迈克·哈彻共打捞出古代
沉船 50余艘，获宝无数。而美国人格
雷科、比利时人海曼斯等都曾在我国
南海疯狂盗捞水下文物。

1987年 8月，英国一家打捞公
司通过查阅史料，推测属于英国东印
度公司的莱茵堡号沉船沉没于中国
南海台山海域，随后与广东省救捞局
合作进行了探测，结果证实其为一艘
中国南宋时期的沉船，也就是后来著
名的“南海一号”。

在打捞时，工作人员用巨大的抓
斗抓取的精美的长达 1.72米的金腰
带，以及 200多件来自于中国龙泉窑
系和景德镇窑系的瓷器，让中方人员
认识到这艘沉船的重要性。

惨痛的经历刺激着国人的神经。
前国家科委、文化部连续出台多份关
于加强我国水下考古工作的意见，得
到了党中央、国务院的批示，标志着
中国水下考古事业正式提上日程。
1987年 11月，中国历史博物馆水下
考古学研究室正式成立。

水下考古填补历史空白

就出土的文物数量和考古界的
影响力而言，“南海一号”被学者比喻
为“海上敦煌”，甚至媲美“秦兵马
俑”。其所载文物反映了我国宋代的
社会生产、社会生活、文化艺术与先
进科学技术，为研究古代造船技术、
航海技术及生产技术、手工业水平等
提供了极好素材。

而且它位于“海上丝绸之路”主
航道上，对研究“海上丝绸之路”历
史、造船史、陶瓷史、航海史、中西交
流史等都有极为重要的科学价值。

笔者虽未全程参与“南海一号”
的打捞工作，却有幸在 2004年培训
期间下水探摸了当时还在海底的“南
海一号”，参与发掘了郑成功军队的
漳州东山冬古湾沉船和附近的宋元时
期沉船调查；2005年，参加了平潭东海
水域“碗礁一号”清代康熙年间贸易沉
船的发掘工作，并对平潭水域的其他
地点进行了调查和探摸；2006年，参与
了福州闽江水域古代沉船的调查。

闽浙赣交界地区和太湖南部是
中国印纹硬陶和原始瓷器诞生的主
要地区，开创了中国 3000多年辉煌
的瓷器文明。这些地区烧造瓷器的窑
址已有不少发现，但印纹硬陶窑址却
凤毛麟角，成为学界聚讼的公案。

2016年太湖水下调查发现的直
径 8～12米的众多石圈，为考古界一直
搜寻不见的商周硬陶窑址提供了新的
线索。同时太湖水下发现的大量古代村
落、遗迹、遗物等遗存也为太湖的形成
史和形成原因研究提供了重要材料。

水下文物仅包括沉船上的货物
吗？答案是否定的。由于地震、火山喷
发、海啸等自然灾变，一些位于水边
的居址、港口、墓葬等沉没于水中；由
于水陆变迁、沧海桑田，一些本位于
水下的遗存也可能处于淤陆或城市
之中，等等。

水下考古除了发掘水下的古代
遗址、打捞沉船和水下文物外，还研
究位于陆地上的古代船只、码头、海
洋性聚落、专为海上贸易而生产的产

品基地等。另外，古代造船术、航海
术、海上交通和贸易等也属于水下考
古学的研究对象。

水下考古存在瓶颈

目前，我国的水下考古专门技术
已比较完备，能较好应用于全方法、
全流程的工作，但还缺乏在高等教育
中的普及。建立水下考古虚拟实验
室、购置必要的设备，培养更多的后
备人才应该成为下一步中国水下考
古需要努力的方向。

不仅如此，我国的水下考古在国
际视野方面还有所欠缺，即主要探求
我国水域内的水下遗存，这些遗存与
海外有什么联系、如何联系则相对缺
乏，即便知道了沉船大致从哪里出
海，但目的地是哪里，又是如何与海
外交接的还缺乏必要的证据。造成这
些问题的原因一方面与此前我国不
重视档案材料的留存有关，另一方面
也与缺乏国际化考古有关。

现下，国际上更多地使用海洋考古
学的提法，关注海洋史的问题。海洋史
学家研究的领域包括海洋航行、贸易路
线、停靠港口、来往于不同目的地的货
物、海上生活、航海科学，以及其他一切
有助于理解人类为何以及如何与海洋
环境联系在一起的事物。

考古学可以通过揭示船上的未
知货物，如史前器物、技术仪器等，为
海洋历史学家提供其他任何方式都
无法获得的信息。

也就是说，水下考古学实则只是
海洋考古学的一部分内容，海洋考古
学包括水下考古技术和海洋考古学
理论，我国的水下考古技术处于领先
地位，但理论建设有待加强。

新《条例》引领水下考古新发展

目前，我国水下考古工作面临的
挑战还有以下几方面。

首先，我国水域面积大，涉水文化
遗存非常丰富，所以保护任务重；其
次，我国各种生产、生活对水下文化遗
产的破坏较大，而且相关管理较难，无
法与已有广泛认知的地面文物保护等
而视之；第三，专业力量不足；第四，投
入成本大，见效慢。此外，还受到水域
条件影响，工作开展难度较大。

4 月 1 日，修订后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水下文物保护管理条例》（以
下简称《条例》）正式施行，为解决上
述问题带来希望。与此前相比，新修
订的《条例》制度更加完善，内容更加
明确，要求也更加具体，针对性和操
作性也更强。

在《条例》指引下，我国将会加快
水下考古工作基地和队伍建设，加快
开展沿海和内陆重点水域的水下文物
资源调查，公布一批保护单位和水下
文物保护区；央地合作，组织实施一批
重点水下项目；组织海上联合执法，迅
速遏制盗捞和走私活动。同时，高校也
会加强学科建设、加快培养后备人才。

我深信，水下考古的春天很快会
到来。
（作者系南京大学历史学院考古系

副教授，本报记者袁一雪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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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来源：喜马拉雅

广播剧《逐梦长空》海报

职场巅峰期在哪儿？怎样组团更易出成果？

科研“职场成功学”，有论文有真相
姻本报记者张文静

科学家要破解宇宙运行、物种演化
等深邃奥秘，但作为“职场人”，他们免
不了要考虑那些关乎职业发展的问题。
比如，科学家一般会在什么年龄达到最
佳工作状态？科学创新的生命周期是多
久？科学家职业生涯中出现突破性进展
的迹象是否存在？什么样的合作会带来
成功？年轻科研人员如何将成功的概率
最大化？

一些科学学研究者正致力于解答
这些问题。这个新兴的研究以“科学”为
研究对象，用量化方式认识科学的演化
路径，探讨科研活动涉及的种种因素与
其产出之间的关系。

他们的研究会给科学家的职业发
展带来启示，从这个角度上说，这些研
究或许可以称为科研人员的“成功学”。

你的“奇迹年”什么时候到来？

1905年被称为爱因斯坦的“奇迹
年”。就在这一年，爱因斯坦接连发表了
数篇彻底改变物理学的论文。他解释了
布朗运动，印证了原子和分子的存在；
他发现了光电效应，向量子力学迈出了
关键一步，并因此在 1921年获得诺贝
尔物理学奖；他创立了广义相对论，完
全改变了我们对时间和空间的认知。在
这一年的年末，他写下了世界上最著名
的公式：E=mc2。

虽然爱因斯坦的高度是常人难以
企及的，但他这种研究成果集中爆发的
“连胜”现象却引起了研究者的兴趣。爱
因斯坦的连胜仅仅是一种巧合吗？在更
多科学家的职业生涯中，重磅的研究成
果也会倾向于在某段时间内接连到来
吗？如果有这种连胜期存在，会发生在
什么时期呢？

在不久前出版的《给科学家的科学
思维》一书中，美国西北大学科学学与
创新中心主任王大顺和美国东北大学教
授艾伯特—拉斯洛·巴拉巴西共同探讨
了这一问题。这些探讨基于王大顺等人
2018年发表在《自然》上的一项研究。

在研究连胜现象之前，王大顺就对
一万多名科学家的职业生涯做过研究
分析。他发现，研究人员发表最有影响
力的论文的时间完全是随机的，其出现
在研究生涯早期、中期或晚期的概率是
一样的。

而在 2018年的研究中，王大顺等
人不仅关注科学家的最佳作品，而且关
注他的次佳、第三佳作品，考察这些作
品出现的时机是否具有统计学上的有
效规律。

他们使用谷歌学术搜索和 Web of
Science平台获得了超过两万名科学家
的研究论文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每篇论
文在发表十年之内的引用情况。他们还
将研究范围扩展到学术界以外，考察了
艺术家和电影导演的作品情况。

研究人员首先计算了个体的三个
最佳作品产生的时间间隔，然后进行模
拟。他们随机打乱了三个最佳作品在个
体职业生涯中出现的顺序，并再次计算
了它们之间的时间间隔。

他们发现，与随机数据相比，现实
数据中一个人的两个巅峰作品有更大
概率在相近时间内出现。也就是说，无
论是科学家、艺术家还是电影导演，职
业生涯中的连胜期都是存在的。

通过进一步深入研究，研究人员发
现大多数人至少会经历一次连胜期，他
们连胜期的长度随职业的不同而不同，
比如艺术家大多持续 5.7年、电影导演
持续 5.2年，而科学家会持续 3.7年。

虽然连胜期出现的原因还有待进
一步研究，但在王大顺看来，这项研究
能给我们带来一些启示，比如在鉴别或
培养有潜力的科学家时，可以将连胜这
一概念纳入考量因素，否则可能会错失
机遇。

在这方面，耶鲁大学有过一次教
训。化学家约翰·芬恩在 67岁时发表了
研究成果，证实了一个新的电喷雾离子
源。这是一个重大突破，至少他自己认
为是。但耶鲁大学仍然让他退休，将他
请出了校园。

此后，约翰·芬恩不太情愿地在弗
吉尼亚联邦大学重新安顿下来，该校为
他提供了实验室继续从事研究。自此，
他的连胜期开启了。1984至 1989年，约
翰·芬恩的研究论文一篇接一篇发表，
最终创立了电喷雾离子化的质谱分析
法，使大分子和蛋白质的测量更快、更
准确，促进了癌症诊断和治疗上的许多
创新，这使他获得了 2002年的诺贝尔
化学奖。

多样化的科研团队，影响力更大？

除了个人科研产出之外，如何组建
一支优秀的科研团队也是很多科学家
最关心的话题。科学家是拉上彼此熟悉
的、有“共同语言”的人一起工作好，还
是选择多样性更强的合作伙伴好呢？一
些研究给出了数据。

近年来，不少研究都对科研团队
多样性产生的影响进行了探讨，这些
多样性因素包括国籍、种族、所在院校
或机构、性别、学术年龄和专业
背景，等等。毫无例外，这些研究
都显示，科研团队的多样性有助
于提升团队效率，无论是在产出
量上还是在产出更具影响力的
论文上。

有研究分析了 1985—2008
年由美国作者撰写的 250多万篇
研究论文涉及的种族多样性情
况。研究人员发现，由来自 4或 5
个不同种族的作者撰写的论文，
比全部来自相同种族的作者所撰
写的论文，获得的引用量平均要
高 5%~10%。

针对国籍或机构多样性的研
究也呈现出相似的结果。有研究
人员对 1996—2012 年 8 个学科
的所有论文进行分析，结果表明
由来自不同国家的科研人员撰
写的论文，更有可能被高影响力
期刊发表，而且往往会获得更多
的引用。

有趣的是，在针对多样性的
研究中，团队的种族多样性因素
对论文影响力的提升作用似乎最
显著。

2018 年发表在《自然—通
讯》上的一项研究，分析了由 600
万名科学家撰写的 900多万篇论
文，探究科研影响力与种族、学
科、性别、隶属关系、学术年龄等
五种多样性因素之间的关系。

研究人员将这五种多样性指
标与团队成果的五年总引用量进
行比较，发现种族多样性与影响
力的相关程度比任何其他指标都
更强。即使他们控制了论文发表
年份、作者人数、研究领域、论文
发表前作者的影响力以及大学排
名等因素后，团队的种族多样性
仍提升了 10.63%的团队影响力。

对此有一种解释认为，能与

更多样化的同事合作的科研人员，科
研也会做得更好。也就是说，论文影响
力的提升可能是由于团队成员思想开
放、善于合作导致的，而并非由于种族
多样性本身。
为了验证这个观点，研究人员设计

了一种“个体多样性”指标，通过采集某
位作者所有的早期共同作者情况，测量
其种族多样性的程度。然后，再将它与
“团队多样性”进行比较，即某篇论文共
同作者中的种族多样性程度。结果表
明，虽然团队多样性和个体多样性都具
有很高的价值，但前者对科研影响有更
大的促进作用。

不过，王大顺在《给科学家的科学
思维》一书中也提醒，这些研究依据的
都是论文发表数据，因此这些发现可能
仅限于那些足以成功发表论文的团队。
也就是说，当团队真正形成并有了论文
产出之后，多样性才能与更高的影响力
联系在一起。

科学家陷入盲人摸象的困局？

在论及上述科学学研究的价值时，
《给科学家的科学思维》译者、西南大学
计算机与信息科学学院教授贾韬表示，
一位成功的科学家在科学研究实践中，
通过观察自己以及身边的科研活动，对
各种规律进行符合逻辑的归纳总结，也
很有可能形成系统化的科学认知，这些
认知将进一步为他的成功助力。然而，
个人对科学的观察往往局限于“身边”。

当涉及跨学科、跨国家的复杂问题

时，缺少大规模数据的量化分析，而仅
仅依赖身边的经验，也许会让科学家陷
入盲人摸象的困局中。

贾韬举例说，国内科研人员很可能
会基于直观感受，认为医学、生物、农业
和化学这样的学科是“劳动密集型”的，
六七个人共同完成一项工作、合作发表
一篇论文是学科的常态，因此人力投入
是发展这些学科的必要条件。

这种直观感受在一定程度上是正
确的，因为在我国这些研究领域中，
2017年作者人数少于 5人的论文占比
在 25%以下。然而在全球其他国家，这
一比例为 50%甚至更高。也就是说，这
些领域中，规模较小的研究队伍创造了
一半的科研产出，而这才是这些学科在
全球发展的常态。
“脱离大数据的系统性分析，仅仅

依赖自身的感知，我们很可能会走向与
世界其他国家不同的学科发展道路。”
贾韬表示。2019年，《自然》发表了一项
对科研团队的研究，发现小团队比大团
队更能做出颠覆式的创新成果。“考虑
到小型研究队伍在颠覆性创新上的特
有能力，这样的选择可能会给我们带来
一系列其他问题。”

同时，在贾韬看来，目前一些科学
学研究，比如关于团队多样性的研究，
所基于的数据主要是英语国家的论文
产出，相关的结论是否适用于我国，仍
有待于进一步研究。
“我们在一些初期工作中，已经发

现了我国高被引论文的国际影响力呈
现出与其他国家不同的规律，但是这些
观察结果到底是对应着不同的机制，比
如高被引论文在我国不能准确地反映
其科学影响力，还是对应着相同机制下
的不同参数，比如我国的论文发表增速
全球最高，还需要大量的后续研究分
析。”贾韬说。

无论如何，在贾韬看来，当我国逐
步从科技的追赶者变为全球的创新中
心，科学的结构性变革必然会到来。在
这样的背景之下，科学学的研究变得极
为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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