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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9 月，“中国大运河研
究院”在扬州大学揭牌成立。研
究院将重点打造运河沿线城市
的经济、社会发展、运河保护以
及世界运河数据库矩阵，组建特
色智库。这是继今年全国“两
会”上，该校专家提交的“大运河
经济带”建议并转化为提案被全
国政协列为重点提案后，学校助
力运河经济带建设上升为国家
战略的又一个大动作。

从“大运河经济带”到“江淮
生态大走廊”，从“中国宝卷研
究”到国家清史工程之《清宫扬
州御档》研究⋯⋯近年来，扬州
大学人文社科领域的重磅成果
频频涌现。学校在人文社科领
域学科的综合排名由 5 年前的
100 名开外，迅速提升至全国前
50。 作 为 一 所 地 方 综 合 性 高
校，该校是如何推动人文社科研
究守正出新，扎根大地，走出一
条“顶天立地”的发展之路？

凝练特色：书写“扬州学
派”现代卷

宝卷对研究民间小说、戏
曲、民俗等传统文化意义重大，
但由于民俗文化的特殊性，历史
文献记录甚少。

怎样挖掘这种弥足珍贵的
活态文化？扬州大学退休教师
车锡伦用了30余年完成了这项
寻“宝”探“卷”的壮举。自上世
纪 80 年代至今，他一边深入乡
间僻壤，开展田野调查，一边在
少人问津的“史料边缘”披沙沥
金，最终著述完成《中国宝卷研
究》一书。

这部专著获得了教育部第
六届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
果一等奖。车锡伦也被学界同
仁 誉 为“ 中 国 宝 卷 研 究 第 一
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
所学术委员会副主任、博士生导
师吕微先生赞佩他：“几乎以一
人之力，将中国学界的宝卷研究
保持在了世界领先的地位。”

车锡伦老师的治学精神和
卓然成果，堪称扬州大学文科学
人凝练特色、砥砺精进，创建有
自身特色的高水平人文社科研
究体系的缩影。

近年来，该校以弘扬地方传
统文化为己任，充分整合人文社
科领域的科研力量，以淮扬文
化、民俗文化、运河文化等为重
点领域，深度挖掘、整理传统文
化资源，努力寻找其与现代社会
的结合点，为传统文化的研究与
创新打开了一片新天地，书写了
扬州学派的“现代卷”。

依托当地特有的文化和学
术资源，该校连续 5 年承接国家
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先后填补了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国
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教育部社
科重大攻关项目等多项空白。
其中，“扬泰文库”四个系列，共
出版图书90余种；晚近文学、俗
文化和秘密社会等研究，产生了
重大社会反响。2016 年，姚文
放教授主持完成的成果《从形式
主义到历史主义——晚近文学
理论“向外转”的深层机理探究》
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
库》。

问题导向：瞄准战略需
求打造“新型智库”

人文研究要能“顶天”，社会
科学必须“立地”。这是学校人
文社科管理的一个重要理念。
以问题为导向，瞄准国家和地方
重大战略需求，让社会科学研究
成果走出书斋，落地生根，成了
该校文科学者的自觉追求与“智
慧担当”。

今年“两会”期间，一份题为
《建议将建设“大运河经济带”上
升为国家战略》的提案，被全国
政协列为 2017 年度重点提案。
这份提案是扬州大学商学院教
师黄杰的研究成果转化而来。

“扎根社会大课堂，从实践
中取材立论，把论文写在大地上，
是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倡导的
风格与品质。”扬州大学人文社科
处处长秦兴方教授说。近年来，
该校以问题为导向，围绕社会需
求开展人文社科研究。学校制定
了《扬州大学重点研究基地（新型
智库）建设办法实施意见》，助力
政产学研用之间有序交叉流动；
搭建成果转化平台，联通知识成
果供求双方，有效增强了科研成
果对政府决策和社会舆论的渗透
力和影响力。

“人文社科研究要有顶天的
气度和立地的情怀，通过不断创
新，凝练优势和特色，汇聚学术
队伍，构筑研究高地。”扬州大学
副校长陈亚平说。

“接地气”的人文社科研究

树立了扬州大学的“智库品
牌”。5 年来，该校先后与政
府、企业等共建了“江苏苏中
发展研究院”“江苏省邪教问题
研究中心”等各类决策咨询平
台10余个，每年接受外界委托
的调查、研究、咨询等规划决
策达百余项。该校基于江淮地
区秘密社会研究形成邪教治理
领域的有关成果，被国务院防
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办公室采纳。

人才为翼：科研梯队显
现“雁阵效应”

今年 4 月，扬大文学院陈军
教授入选“长江学者奖励计划”
青年学者名单，成为江苏省内唯
一入选“青年长江”的文学研究
专家。陈军是扬州大学“土生土
长”培养起来的学者，2009 年，
他的博士论文《文类研究》被评
为“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也
是江苏高校中文学科第一次入
选“优博”。

扬州大学不断加大对青年
教师的培养力度，通过推行国际
化工程、设立科研启动基金、引
入特别聘任机制、建立师资博士
后等措施，加快构建种类齐全、
梯队衔接的人文社科人才体系。

该校规定每个学科青年项
目立项数不得低于三分之一，从
2011 年以来，学校连续 6 年举
办“青年骨干教师科研能力提升
班”，邀请海内外知名专家为青
年教师“开小灶”；大力构建完善
职称评定和人才遴选制度，为科
研业绩突出的40岁以下青年教
师开设职称晋升“绿色通道”，
2015年以来，20余名40岁以下
文科青年拔尖人才顺利晋升教
授职务。目前，一支结构合理、
高端引领、成果突出的人文社科
研究人才队伍在该校已初步形
成。

给青年教师工作“加码”的
同时，学校也重视给青年教师生
活上“减负”。9 月份，新建的
500 套“青年教师公寓”正式启
用，青年人才提包入住，让他们
卸下生活包袱，全力以赴“施展
拳脚”。

“得益于在‘青年端’的精耕
细作，人才体系的‘雁阵效应’正
逐步显现。”秦兴方介绍说，近年
该校人文社科青年教师的立项
数和立项率迅速增长。仅 2016
年立项的 30 个国家级项目中，
35 岁以下青年教师申请的基金
项 目 就 达 到 12 项 ，占 40% 以
上。累计申报的21个青年项目
中，有 9 个项目立项，立项率超
过 42%，立项数和立项率位居
江苏省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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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探索

本报讯（王彦东）四川大学华西医院在国
内首先建立医学人工智能研发中心，通过“人
工智能技术+互联网”，让基层医疗得到升
级，以医疗技术的更新为病人带来福祉。四
川大学华西医院正在开展的消化内镜人工智
能技术，借助后台强大数据库，对患者图片、
视频进行提示和判定，帮助医生特别是年轻
医生快速诊断。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打造的医
学人工智能研发中心致力于对消化内镜、病
理、CT、MRI、超声等多个学科开展系统性的
医学人工智能研发、转化、应用和推广，在新
药研发、辅助疾病诊断、辅助治疗等多个领域

发挥作用。
目前该医院在医学人工智能技术领域的

研发取得了突出进展，其中由医院消化内科
主任唐承薇教授率领的团队在消化内镜人工
智能领域取得了重要阶段性成果，医院消化
内镜人工智能技术研发已达世界领先水平。
随着这项研究的进一步推进，未来消化内镜
的人工智能技术将给临床诊治带来极大便
利。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李为民表示，医
院将通过人工智能研发中心的建立，“搭建产
学研用的协同创新平台，从而构建医学人工
智能的中国力量”。

四川大学

国内首个医学人工智能研发中心建立

兰州大学大气科学学院教授黄建平团队
的一项最新研究成果显示，一直以来关于塔
克拉玛干沙漠是东亚沙尘主要来源的认知存
在一定误区。位于中国和蒙古国之间的戈壁
沙漠才是东亚沙尘浓度最主要的贡献者。

研究表明，塔克拉玛干沙漠身处盆地、
三面环山，沙漠上空风速较小，因此不利于
沙尘传输，大量沙尘在扬起后又重新沉降到
地表。同时，塔克拉玛干沙漠的沙尘只有当
被抬升到 4 公里以上才能进入西风带开始
远距离输送，因此对整个东亚地区沙尘的贡
献相对较小。戈壁沙漠位于中国和蒙古国

之间，西接塔克拉玛干沙漠，面积为 13 万平
方公里。相比塔克拉玛干沙漠，戈壁沙漠地
形平坦，海拔相对较高，南北两支急流汇合
处位于其上空，高空风速大。深厚的对流混
合促使高空急流动量下传，导致戈壁地区中
低层风力增大，有利于戈壁沙尘的垂直抬
升。在强西风急流作用下，戈壁沙尘更容易
被输送出沙尘源区。

“模拟结果显示，相比沙尘传输量约为每
年4500万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戈壁沙漠沙
尘传输量超过每年5300万吨，是东亚地区最
主要的沙尘贡献区域。”项目负责人陈思宇说。

兰州大学

揭示东亚沙尘主要来源

聚焦国家重大科研项目系列报道

“这是中国印度学研究的一
块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人对印度
学研究的最高水平，对世界奥义
书的研究意义巨大。”不久前，
由南开大学哲学院教授吴学国编
著的 《奥义书思想研究》 正式出
版，这是国际学界第一部用概念
史阐释方法，梳理奥义书思想的
发生和演变历史的专著，国内印
度哲学史家王志成教授对此不吝
赞美之词。

从 2007 年正式获国家社科
基金项目立项到第一部系统研究
奥义书思想专著的出版，十年磨
一剑，吴学国教授孜孜不倦，呕
心沥血，最终完成了这部迄今国
际学界对于奥义书进行研究的篇
幅最大、内容最详尽的一部作
品，在多个方面填补了国际学界
相关研究空白。这项研究有何意
义？又经历了怎样跌宕起伏的钻
研过程？

哲海“书虫”和国内首部奥义书专著
——记南开大学吴学国教授科研团队

通讯员 郝静秋

【项目推介】：

印度奥义书哲学思想研究专著《奥义
书思想研究》（五卷本，约260万字）是国内
学界第一部系统研究奥义书思想的专著，
也是国际学界第一部用概念史阐释方法全
面、系统地梳理奥义书思想的发生和演变
历史的专著，同时也是迄今国际学界对于
奥义书进行研究的篇幅最大、内容最详尽
的一部作品，在多个方面填补了国际、国内
学界的空白。

此书一经问世，很快在学术界
受到了广泛关注。年近八旬的中
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中国哲学
史学会名誉会长方克立教授在读
到该书后，表达对这部专著的赞赏
之意：“全世界关于奥义书的研究
有很多，但是吴学国老师的这部著
作是目前国内汉语学界关于奥义
书研究做得最好、最全面、最充分
的，这是南开大学的一笔重要财
富。”

印度驻华大使顾凯杰（Vijay
Gokhale）称该成果是一项“重大
的标志性成果，表明印度学在中国
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学科”。我国印

度学权威郁龙余教授也高度赞扬
这一成果，称其“在我国哲学发展
史和中印学术交流史上，乃是国之
重器”。

吴学国一直有一个清醒的认
知：哲学是一门奢侈的学问。作为
哲学工作者，不能只是享受思辨的
乐趣，而是要解决人类生存面临的
问题，促使人们更自由、更有尊严
地活着。

20 多年来，他一直努力在建
构接续西方哲学传统、吸纳印度哲
学传统的一种全新的精神哲学，学
生们给他这套理论命名为“自由本
体论”。

在这套理论里，吴学国揭示出
自由是存在、生命和精神的本质。
他分析，在精神的自否定运动中，有
4 种维度是最基本的，它们构成精
神生命展开的坐标。这就是精神
的自身建构(自组织)、自身维持、自
身否定和自身出离运动。这是生命
不断扩张自己的4种意志，也是生命
维持自身存在的先天必要条件。

在《奥义书思想研究》的结尾
处，吴学国写道：“人类精神史的任
何有价值的创造都是在自由推动
下做出的成果，都是自由的实现，
没有自由，人什么都做不了，没有
自由，人什么都不是。”

哲海泛游，他和他的“自由本体论”

不 积 跬 步 无 以 至 千 里 。
2003 年，吴学国第一本学术专著

《境界与言诠——唯识的存有论
向语言层面的转化》由上海人民
出版社出版。2006年，《存在·自
我·神性——印度哲学与宗教思
想研究》开启了吴学国研究印度
哲学的脚步。

在钻研印度哲学的过程中，
吴学国发现，长期以来，国内对于
印度文化的研究是一个比较冷门
的领域，成果也很少。然而，西方
和印度学者的研究已经做得比较
详尽、深入，其中印度学者有近两
千年注疏整理奥义书的历史，但
传统印度学者的研究往往很难摆
脱教派立场而充分意识到自身与
文本意义的历史距离；西方学者
着重具体概念、范畴的分疏，但在
解释概念的内在联系和发展、演
进的脉络基础上把握奥义书的观
念整体性方面，尚有很大不足。

为了做好印度奥义书哲学思
想研究，吴学国想办法弥补自己
在印度哲学方面知识的不足。对
于各种奥义书参照梵本的整理研

究，吴学国没有捷径，只能孜孜不
倦、全身心地投入。对他而言，工
作就是他的生活，由于长时间地
趴在书桌上研究写作，吴学国的
眼睛慢慢看不清了。高达两千度
的近视，让他的同事和学生忧虑
不已。

年近七旬的周德丰是哲学院
的一名退休教授，与吴学国既是
数载的同事，又是多年的邻居。
他回忆：“学国老师常常在北村的
报栏踱步，一晃就是两个小时。
我从那儿经过，他经常看不见
我。一方面是他在思考问题；另
一方面是他的眼睛真的看不清
我。直到我叫他，他才知道。”提
起这位老同事，周德丰字里行间
都是对他的钦佩与欣赏之情。

“在这个急功近利的浮躁时
代，学国老师踏实、淡泊，像是一
只潜心研究的‘书虫’，更像是精
神界里徜徉的一名战士。他一个
人在哲学研究的道路上前行，与
史料、文字、精神海洋搏战，其中
的辛酸与艰难不是常人能体会
的。”

孤灯清茶，潜入书山钻研的“书虫”

两千多年来，因与“中毒”“暴死”等词汇
关联而声名狼藉的砒霜，经现代科学证明，
也能救人一命。日前，湖南大学分子科学与
生物医学实验室的谭蔚泓院士课题组，尝试
以砒霜制备一种新型白蛋白纳米药物，为拓
展砒霜在慢性髓性白血病和其他肿瘤的临
床应用方面提供了新方法和思路。

课题组基于砷-硫键对肿瘤细胞内
酸性和谷胱甘肽还原敏感的可逆响应机
理，将叶酸修饰的人血清白蛋白对砒霜进
行富载，制备获得了智能纳米药物“FA-
HSA-ATO”。“白蛋白本身具一定靶向

癌细胞的作用，表面修饰的叶酸能进一步
有效靶向癌细胞，增强砒霜在肿瘤细胞中
的富集。如同赋予了砒霜‘眼睛’，让它能
更精准地找到癌细胞，投放砒霜、杀死癌
细胞，并减少砒霜在正常器官组织中的富
集，最终实现既可有效治疗疾病，又能降
低毒副作用。”研究团队成员彭咏波副研
究员说。

细胞和动物水平实验表明，该纳米药
物能显著增加砒霜对慢性白血病治疗的
效果，降低毒副作用。同时具备制备简
单、生物兼容性良好等优点。

湖南大学

剧毒砒霜有望治疗慢性白血病

近日，上海交大材料科学与工程学
院韩礼元团队用更加经济安全的方法，
制备出比蝉翼还薄的大面积钙钛矿薄
膜，向实现大规模低成本太阳能发电迈出了
重要一步。

“钙钛矿材料 2009 年首次应用于光
伏技术，短短几年时间，实验室钙钛矿太
阳能电池的光电转化效率屡屡取得突
破，它的光电能量转换效率已经快速增
长到 22.1%，超过了多晶硅太阳能电池
的效率水平，而发电成本却低于硅电
池。因此，钙钛矿太阳能电池被评价为
光伏研究领域极具竞争力、最有希望实现

低成本发电的光伏技术。”韩礼元说。
电池如果要达到实用化需求，其关键

部位钙钛矿材料薄膜面积要足够大、质
量要足够好，才能保证电池的光电能量
转换效率足够高。“我们用了 3年时间解
决这个问题，在大面积高质量钙钛矿薄膜
制备的基础上，开发了有效面积 36.1 平
方厘米的钙钛矿电池模块，在国际认证机
构首次获得了12.1%的认证效率，创造了
第一个大面积钙钛矿模块效率的世界纪
录。”韩礼元表示，这意味着未来钙钛矿光
伏技术有了大规模产业化的可能。

（徐倩 整理)

上海交通大学

制备出大面积高效率钙钛矿薄膜

本书对数十种主要的奥义书
参照梵本进行了重译，译文参考、
斟酌了从杜伊森（Deussen）、缪勒

（Muller）等近十种老一辈学者的
所有权威翻译的最新译本，充分吸
取了近百年来相关领域的研究成
果，在多个方面填补了学界空白。

研究首次采用概念史阐释的
方法，根据思想发展的自身逻辑，
把原本以内容之暧昧纷挐、含混
杂乱著称的奥义书观念放到精神
演化的历史整体中进行诠释，把
每一观念当作奥义书精神历史展
开的一个环节，阐明了每一观念
生成和演变的内在精神逻辑及其
与其他观念的必然联系，使这些

经常相互矛盾的观念构成一个历
史性整体，从而非常清晰地呈现
了奥义书思想的动态轮廓。

“这样既避免了传统印度学者
由于缺乏历史意识导致的对奥义
书思想的扁平化，也避免了一些西
方学者忽视奥义书思想的整体性
以及牵强地将奥义书思想弄成一
个统一的逻辑体系的误区，真正做
到了逻辑和历史的统一。”吴学国
介绍说。

值得一提的是，该书在学界
首次从概念史层面对于奥义书思
想与包括吠檀多派、数论派、瑜伽
派、顺世论、耆那教和佛教在内的
印度各派思想的源流关系进行了

系统、完整、详细的梳理。首次全
面、系统地阐明了奥义书思想对
于佛教产生的影响，以及它的持
续渗透导致佛教向大乘思想的转
化、乃至最后如来藏佛教产生的
过程。

这部著作的最大特色是其基
本理论层面的原创性。吴学国不
无自豪地介绍说，“我们不同于通
常哲学史家写的哲学史，而属于哲
学家写的哲学史。我们是把哲学
史作为精神史。我们主要是通过
观念史的阐释，揭示人类精神的现
实内容，以及精神本有的自由推动
它不断自我否定、自我展开的逻
辑。”

十年磨一剑，弥补学界多项空白

吴国学教授与学生讨论项目研究进程。 吴军辉 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