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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科学时代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

大科学是以解决人类社会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为导向、 以

多学科的交叉为特征、 由科学家群和技术人员群共同进行协作

攻关的一种科学研究方式

纵观世界科学技术发展史， 科技创

新与进步经历了由个体引领、 团队合作

到全社会协同参与的大科学时代形成的

过程。

20世纪以后， 特别是以二战中美国

实施“曼哈顿工程” 为标志， 科技发展

进入了全社会参与协同创新的“大科学”

时代。 在“曼哈顿工程” 之后， “阿波

罗计划”、 “人类基因组计划” 又成为大

科学时代科技创新的典型案例。 我国的

“两弹一星” 研制工程， 也堪称协同创新

进行大科学研究的典范。

当前， 我国正在加快国家创新体系

建设。 这个体系包括以研究型大学和科

研机构为核心的知识创新系统、 以企业

和研发机构为核心的技术创新系统、 以

各类高校和职业培训机构为主的知识传

播系统、 以企业和社会为主体的知识应

用系统。 但是， 目前在各子系统之间的

协同创新方面， 做得还很不够， 主要表

现为创新力量各成体系， 创新资源分散

重复， 创新效率难以提高。

经合组织 （OECD） 在2008年9月发

布的一份评估报告中， 指出我国创新体

系的这一软肋， 认为“中国的创新系统

就像‘群岛’， 各岛屿间没有充分联系，

难以形成溢出效应”。 这个评价是切中要

害的。

正因如此， 胡锦涛总书记在清华大

学百年校庆讲话中明确提出， “要积极

推动协同创新， 通过体制机制创新和政

策项目引导，鼓励高校同科研机构、企业

开展深度合作， 建立协同创新的战略联

盟，促进资源共享，联合开展重大科研项

目攻关，在关键领域取得实质性成果。 ”可

以说，这是从当代科技发展的特点与我国

创新体系建设的现实相结合的角度提出

的重大的战略性任务，它要求我们跟上时

代步伐，把实现“协同” 作为创新体系建

设和创新能力提升的关键环节。

科学的突破源于众人思想的融汇

■

丘成桐

一个多月前， 我受邀去国防科技大学演

讲， 参观了他们自主研制的大型计算机 “天

河一号”。 去年这部计算机通过了国际评估，

被认为是全世界最快速的计算机。

参观后我感到很兴奋， 这是中国独立自

主完成高科技产品的重要标志。 在和国防科

大校长聊天时， 我向他请教如何将这批一流

的教授和工程师聚在一起， 苦干十年完成了

这项举世瞩目的工程。

他说他们学校的士气和学风都很好， 年

轻人待遇不错， 以能够做出一流的工作

为荣。

拥有安定的环境 、 对自己的信心和

为国家、 为学校争取荣誉的决心， 这些

的确是进行研究的重要推动力。

在此之前几个月 ， 我受邀去了酒泉

卫星发射中心。

当第一次看着祖国的火箭冲天而起

的时候， 我内心感动不已。 整个宇宙飞

船的建造、 组装和发射等工程牵涉到

8

个

部门的合作， 每个部门有一万多人， 是

一个超大型的系统工程， 不容许有任何

错误。 我对中国工程师的组织能力至为

钦佩。 中国人有能力做出世界一流的成

绩， 我希望同学们也要相信自己有能力

去完成这样重要的工作。

从这两个不同领域的研究中心里 ，

我看到一个共同点， 就是他们都认识到

基础科学的重要性—————他们都向我询

问了很多基本的数学问题。 从前韩国的科

技大不如台湾， 可现在超过台湾很多，听

说韩国政府要成立

50

个以基础科学为主的

研究中心， 每个中心每年投入经费

1500

万

美元。 事实上，在欧美俄日等国都有同样

的理念，认为基础科学非常重要。 然而在

对基础科学进行投资方面中国做得还很

不够，所以我很希望政府能充分意识到基

础科学对于科教兴国的重要性。

我认为中国科技的发展在这几年内

将有巨大的转变， 这是年轻人做一番事

业的大好时机， 也是中华民族崛起的宝

贵时刻。 我说的崛起不是经济或军事的

崛起， 而是科技的崛起。 现在中国科技

的创新不如欧美， 但在经济比较充裕和

国家比较稳定的客观环境中，

10

年内将会

见到重要的成功， 当然这些进展需要靠

年轻一代同心协力来完成。

同学们也许会惊讶地说 ： “我们还

是本科生， 很多学问都没有学过， 你凭

什么说

10

年内我们会对科技有重要的贡

献？” 你们应当看得起自己。 只要把基础

科学学好， 熟练掌握规律技巧后， 你们

很快就可以海阔天空地去闯、 去创新了。

回顾历史， 大部分科学上的突破， 都是

在科学家

30

岁以前完成的。 牛顿、 爱因斯

坦、 沃森和克里克、 费米、 杨振宁等人

最重要的工作都是在年轻时做出来的 。

这些划时代的工作虽然成于少时， 但绝

不是凭空创造。 事实上， 它们都 “有迹可

循”， 是科学家经过艰苦学习和多次失败

才最终成功完成的。

科学的突破往往源于众人思想的融

汇。 即使不太重要的发现， 只要有新的意

思， 也是有价值的， 所谓集腋成裘。 有些

人一定要做最伟大的工作， 但所有伟大工

作都是累积的结果。 即便是有独特创新贡

献的大师， 他们的工作也都是在前人的基

础上完成的。

（作者系著名华裔数学家， 哈佛大学

终身教授， 清华大学数学科学中心主任、

“清华学堂” 数学班首席教授， 数学界最

高荣誉菲尔兹奖得主。 本文系徐雯、 王飞

根据

5

月

13

日丘成桐先生在学生科协 “星

火论坛” 上所作的特邀报告录音整理）

整合资源：增强科研内外合力

■

钱军

大学是我国培养高层次创新人才的

重要基地， 是我国基础研究和高技术领

域原始创新的主力军之一， 是解决国民

经济重大科技问题、 实现技术转移、 成

果转化的生力军。 这是高校在建设创新

型国家进程中的历史责任， 是高校在国

家创新体系中的定位， 是国家对大学科

技创新作用的制度安排。

作为一所具有鲜明办学特色的地方

建筑类高校， 近年来北京建筑工程学院

充分认识科研工作对提高学校整体办学

实力的重要作用， 树立“大科研” 意

识， 实施科技兴校战略， 取得了可喜的

成绩。

坚持思想引领作用， 引导师生解放

思想， 树立重视科研的意识， 增强科研

动力。 学校通过反复宣讲、 政策引导、

典型示范等方式， 引导教师树立“教学

是天职， 科研是能力” 的意识， 自觉站

在科教兴国、 科研兴校的战略高度认识

科研工作的重要性。 通过全校上下的共

同努力， 广大教师的科研观念得到了转

变， 科研意识得到了增强， 在项目申报

和科研活动组织等方面发生了可喜变化。

一是由被动科研转变为主动科研， 从

“要我做科研” 变为“我要做科研”。 二

是由以我为主转变为以市场为主， 更加

注意面向需求开展科研。 三是由单兵作

战转变为集体作战。 四是由个人行为转

变为组织行为， 改变了过去“小而散”

的局面。 五是由科研与教学分离转变为

教学、 科研互相促进。

树立“大科研” 意识， 以开放合作

姿态强化资源整合， 增强科研内外合力。

站在教学、 科研、 社会服务三位一体、

产学研结合的角度， 通过构建教学、 科

研、 社会服务互相促进的格局加强科研；

站在拓展国际合作的角度， 通过开展国

际科研合作与学术交流开阔科研视野；

站在教师相互协作的角度， 通过组织团

队式科研强化集体科研攻关能力。 在此

基础上紧紧抓住四个工作重点：

一是构筑大平台， 筑牢科研基础。

近5年， 学校的省部级科研基地增加到12

个， 而且布局合理， 基本上实现了面上

的全覆盖， 使得学校的每个优势学科都

有1-2个省部级科研基地作为支撑， 为人

才培养、 科学研究、 服务社会搭建了广

阔的平台。

二是组建大团队， 汇聚攻关力量。

学校以学科为基础， 以科研项目为平台，

从整合资源入手， 加强组织， 加强建设。

目前， 我校已拥有北京市学术创新团队

12个。 这些团队都是学校承接大项目、

拿国家科技奖励的主力军。

三是争取大项目， 提升科研层次。

学校通过不断凝练科研方向， 积极整合

科研资源， 努力争取拿大科研项目， 科

学研究的水平与层次有了较大突破。 近

五年， 学校主持完成各类科研项目1700

余项； 国家863、 国家科技支撑等省部级

以上科研项目300余项； 获省部级以上科

技成果奖励53项。 2011年完成科技服务

经费突破2.4亿元,连续7年位居北京市属

高校前列。

四是争取大成果， 提升科研实力。

近年来， 学校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不断实

现新突破,荣获国家科学技术进步奖、 科

技发明奖共7项， 学校作为主持单位申报

的“特大异型工程精密测量与重构技术

研究及应用” 和“固体废弃物循环利用

新技术及其在公路工程中的应用”， 分别

获得2010、 2011年国家科技进步二等

奖,为学校的内涵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

（作者系北京建筑工程学院党委书记）

治校之道

ZHIXIAOZHIDAO

大科学时代需要大协同创新

■

龚克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在世界银行

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

美国当地时间

5

月

30

日上午， 浙江大学校长杨卫受邀在美国国会图书馆亚洲馆

发表了题为 “浙江大学： 中国高等教育百年发展的参与者” 的演讲。

杨卫的演讲以浙江大学的历史、 现状和发展目标为例， 分析了中国高等教育

100

年来走过的历程。 美国国会图书馆中文及蒙文部主任潘铭燊博士表示， 图书馆

将会收藏杨卫校长的报告。 浙江大学的成长过程是中国大学非常典型的代表， 具

有很强的学术研究价值。

据了解， 杨卫是第一位受邀在世界银行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的中国大

学校长。 之前一天，

29

日下午， 杨卫应邀访问世界银行总部

Preston

会议大厅， 杨卫

发表了题为 “科技政策： 推动中国大学发展的动力” 的学术演讲。

大学新话

DAXUEXINHUA

迫切需要观念更新与体制机制改革

瞄准“国家急需、世界一流”，组建“2011协同创新中心”，实施跨

学科、跨学校、跨部门、跨行业、跨区域甚至跨国界的实质性合作

组建“2011协同创新中心”， 首先

需要眼界的放开、 观念的更新、 思想

的跨越、 境界的提升。 这就必须要有

“追求大事业、 构筑大舞台、 组建大团

队” 的大视野、 大思路、 大胸怀、 大

气魄、 大境界。 倘非如此， 一切皆以

自己和本学科、 本单位为中心， 局限

于狭隘的学科、 单位发展需要， 斤斤

计较个体和小团体的得失， 是不可能

实现协同创新的。

开展协同创新， 更需要以协同为

中心的机制体制的改革。 协同创新计

划的目标并不在于解决具体的学术问

题， 而在于构建有利于实现协同创新

的机制体制。 以机制体制改革引领协

同创新， 是实施“2011计划” 的一个

基本原则。 开展协同创新， 目的就是

要汇聚各种创新要素和资源， 特别是

把人才作为协同创新的核心要素， 建

立有利于激发释放协同创新活力的新

机制新体制。 所谓“新”， 就是要以

有利于出人才、 出成果为最高准则，

突破狭隘的“以学科为本位” 的科研

体制， 改变固化的“学科-行政-经

济 （指利益分配）” 为一体的管理机

制， 形成“以问题为导向” 和以项目

为纽带的动态组合的体制和机制。

我们深知， 现行的体制机制是被重

重利益链条所捆绑的， 改革突破绝非易

事， 也无现成模式可循。 强调协同创新

的“2011计划”， 其最重要的意义不仅

在于提出以改革为动力的根本要求， 更

在于提出了以“协同” 为核心的价值准

则， 从而明确了科研体制机制改革的方

向。 南开大学将以实施“2011计划” 为

契机， 在新的起点上继续加大先行先试

的力度， 闯出一条具有南开特色的协同

创新之路。

（作者系南开大学校长）

5月7日， “高等学校创新能力提升计

划” 工作部署视频会召开后， 强调协同创新

的“2011计划” 终于启动实施了。 为什么

要强调协同创新呢？ 无疑， 这是为了落实胡

锦涛总书记清华百年校庆讲话的要求。 那

么， 总书记为什么要提出协同创新的要求

呢？ 又为什么要从高等教育的角度提出这样

的要求呢？ 我认为， 其答案在于： 协同创新

既是科学技术发展进步的内在要求， 也是培

养拔尖创新人才的必然要求。

高端论教

GAODUANLUNJIAO

【聚焦协同创新④】

随着新科技革命加速推进， 我们所处的时代， 已不再是万能科学家时代了，

而是一个讲求多方合作、 协同创新的大科学时代———

1

3

协同创新需要教育与科技的协同

创新体系的关键在人， 人是创新体系诸要素中唯一的活的

要素即主动的要素。 实现协同创新，必须首先着眼于“人”

协同创新首先需要“教育 ” 与

“科技” 的协同。

高等教育作为科技第一生产力

和人才第一资源的重要结合点， 是

实施协同创新的最好切入点。 以高

校为实施主体的协同创新计划， 其

最为重要的特征， 就是要把创新人

才培养、 学科交叉集成、 体制机制

改革和重大问题解决， 紧密地结合

在一起， 进而通过校校、 校所、 校

企、 校地以及国际合作协同创新，

为创新人才培养提供新的模式和平

台， 实现高校创新能力和人才培养

质量的同步提升。

今年4月18日， 南开大学与百度公

司举办了“索引缓存算法” 成果交付

仪式。 完成这一成果的， 是来自“南

开－百度协同创新工程中心” 的24岁

博士研究生童健聪。 产生这样的成果，

并非偶然。 南开与百度自2008年建立

联合实验室 （2011年升级为协同创新

工程中心） 以来， 双方通过加强技术

创新合作和人才交流培养， 在为业界

解决重大技术难题的产学研用紧密结

合过程中， 也使学生的研究能力和实

践能力得到显著提升。

去年年底， 南开大学还与天津市

国际生物医药联合研究院签订了进一

步开展协同创新战略合作的协议， 共

建药学院与相关学科， 共做大项目、

好项目， 共享资源优势互补， 共筑生物

医药人才高地。 我们在改革完善协同创

新的机制方面进行了一些探索， 比如，

建立人才共享机制、 科研互动创新机制、

学科共建机制。

南开大学与近邻天津大学更是很早

就开展了战略合作。 从2001年开始， 两

校以联合研究院为载体， 打破原有学校、

院系的条块分割， 通过整合双方优势研

究力量， 凝练出一批高起点的前沿交叉

科研项目， 组建了一支由各领域领军人

物组成的高水平研究团队， 从而使两校

由简单的校际项目合作， 转变为教学科

研一体化共同建设、 共同发展的紧密合

作关系。

2

高教方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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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何以为大

■

刘振天

前不久， 笔者受邀参加一所地方高校十

二五发展规划咨询会， 会上学校领导提出办

学目标要从学术型转向应用型。 此言一出，

立即招来几位教授的激烈反对， 认为这是自

我矮化， 大学将不成其为大学了。 由此引发

笔者关于何为大学的思考。

大学何以为“大”？ 民国时期清华大学

校长梅贻琦曾给大学下过一个形象又经典的

定义： “大学者， 非大楼之谓也， 乃大师之

谓也”。 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也说： “大学

者， 研究高深学问者也”。 今人有云， 大学

之大， 大在大师、 大爱、 大美， 大在大学

问、 大视野、 大作为……可见， 大学之

“大”， 不是小盆景、 不是小市民， 不是小打

小闹， 而是远大、 神圣和崇高， 是阳春白

雪， 是形而上学， 是象牙之塔。

中外古今， 人们对大学之大总是推崇备

至， 呵护有加， 似乎谁要怀疑大学之大、 批

评大学之大、 改变大学之大， 谁就会被扣上

破坏大学纯洁性、 庸俗和堕落的帽子， 那可

要犯大忌， 意味着大逆不道， 冒天下之大不

韪。 不过， 大学的发展史却向人们展示这样

一幅画面， 大学实际上经历了一个不断由大

变“小” 的过程。 大学之“小” 是客观存

在，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规律和趋势。

众所周知， 19世纪之前的欧洲大学， 特

别是中世纪大学， 如果用今天的标准加以考

量， 其规模可谓小得可怜， 知识学问浅得可

怜， 活动形式简单得可怜， 社会效用低得可

怜， 但没有谁不承认它们是真正的“大”

学。 因为那时在大学是未分化的， 知识也最

高深纯粹， 不求任何伦常日用。 然而， 19世

纪以来科技、 工商业以及市民社会的发展，

不断冲破传统大学的封闭、 高傲和自大， 不

管是出于主动还是被动， 也不管是功利主义

者的鼓动还是保守主义者竭力阻止， 大学最

终还是选择了生活化和世俗化。 其结果， 大

学变得越来越“小”。

当今的大学， 已经大众化、 巨型化、 多

样化、 综合化、 产业化、 终身化、 国际化

了， 用“大”、 “多”、 “全” 等词来形容可

能再恰当不过。 但是， “大”、 “多 ” 、

“全” 只是一种表象或假象， 它的背后， 却

是“小”。 换言之， 传统的大学之大， 是大

学个体之“大”， 每一所大学都体现这种

“大”， 但现在的大学， 是整体的“大”， 具

体到单个大学， 却是“小” 的。 因为当今的

大学是由一个个大学单子组成的集合体或复

合体， 其内部是高度分化的， 每一大学居于

不同的层次、 分属着不同的科类， 承担着不

同的目标和职能。 这种多样化的层次、 多种

多样的类别和专业、 多样化的目标与职能，

便将大学分割成无数的条块， 每一大学只属

于它自己的这个条块。 这种分割化和条块

化， 就是大学的“小”。 进一步考察发现，

当代条块化的大学系统中， 少数大学 （如研

究型大学） 处于学术顶端， 从事着类似高深

学问的研究和教学活动， 而多数大学 （如文

理学院、 社区学院、 专修学院、 高职高专院

校等） 则处于学术末端， 从事着一般专业知

识的普及和教学； 有些大学 （如综合性大

学） 在进行着范围广博的教育， 多数大学

（多科或单科高校） 进行着应用性的专业教

育和技术教育。 整体上看， 当代高等教育既

不“高”， 也不“大” 不“全”， 已经没有好

高骛远的资本。

正如前面所说的， 大学从大到小是客观

现实， 是规律使然。 因此， 要尊重规律， 尊

重事实， 不能反其道而行。 历史上不同时

代， 都有回归传统大学之“大” 的企图和行

动。 19世纪有以英国人文主义学者纽曼为代

表的大学理想， 20世纪有以美国芝加哥大学

校长赫钦斯为代表的永恒主义教育的主张和

阅读经典名著计划。 这些思想和探索虽然可

嘉， 但都没有成气候， 也没有改变大学之

“小” 的状况。 长久以来， 人们总是怀有一

种向往大学之大的贵族化情素和冲动， 以为

大学只有培养大师， 研究大学问， 远离尘世

与实用， 才有品位、 才高贵、 才神圣， 而服

务现实、 应用技术研究、 专业教学、 职业教

育， 就低人一等， 就庸俗不堪， 就不能称之

为大学。

《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0-2020年）》 提出要克服高等教育同质

化倾向， 分类发展， 特色办学。 这种多样

化、 个性化、 特色化的要求， 实际上是倡导

大学从小做起。 在这层意义上， 小能出特

色， 小能出质量。 没有小， 特色就成了无源

之水， 质量就成了无本之木。

大学既要仰望天空， 更要脚踏实地， 既

要顶天， 更要立地。 不立地， 就不能生根，

就无以超越。 因此， 大学要认同“小”， 接

受“小”， 以小为荣、 以小为美、 以小为乐，

只有这样， 才能小中见大， 以小搏大。

（作者系教育部高等教育教学评估中心

教授、 处长）

校长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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