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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央一号文件：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
(摘自科学网)      

    新世纪以来指导“三农”工作的第9个中央一号文件2月1日由新华社受权发布。这份文件题为《关于加

快推进农业科技创新持续增强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的若干意见》。文件指出，实现农业持续稳定发展、

长期确保农产品有效供给，根本出路在科技。农业科技是确保国家粮食安全的基础支撑，是突破资源环

境约束的必然选择，是加快现代农业建设的决定力量，具有显著的公共性、基础性、社会性。必须紧紧

抓住世界科技革命方兴未艾的历史机遇，坚持科教兴农战略，把农业科技摆上更加突出的位置，下决心

突破体制机制障碍，大幅度增加农业科技投入，推动农业科技跨越发展，为农业增产、农民增收、农村

繁荣注入强劲动力。 

    文件确定，持续加大财政用于“三农”的支出，持续加大国家固定资产投资对农业农村的投入，持续

加大农业科技投入，确保增量和比例均有提高。发挥政府在农业科技投入中的主导作用，保证财政农业

科技投入增幅明显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增幅，逐步提高农业研发投入占农业增加值的比重，建立投入稳

定增长的长效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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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件指出，着眼长远发展，超前部署农业前沿技术和基础研究，力争在世界农业科技前沿领域占有重

要位置。面向产业需求，着力突破农业重大关键技术和共性技术，切实解决科技与经济脱节问题。打破

部门、区域、学科界限，有效整合科技资源，建立协同创新机制，推动产学研、农科教紧密结合。按照

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的要求，深化农业科研院所改革，健全现代院所制度，扩大院所自主权，努力营造科

研人员潜心研究的政策环境。 

    文件强调，大力推进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建设，完善以产业需求为导向、以农产品为单元、以产业

链为主线、以综合试验站为基点的新型农业科技资源组合模式，及时发现和解决生产中的技术难题，充

分发挥技术创新、试验示范、辐射带动的积极作用。 

    此外，文件还提出要改善农业科技创新条件，着力抓好种业科技创新，强化基层公益性农技推广服

务，引导科研教育机构积极开展农技服务，培育和支持新型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振兴发展农业教育，

加快培养农业科技人才，大力培训农村实用人才等。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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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学学会2012年度国家科技奖励项目推荐工作结束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中国力学学会推荐2012年度国家科技奖励项目工作结束。经过理事推荐、常务理事投票评选，最终确定

上报科协的推荐项目如下： 

1、国家自然科学奖：“结构材料和某些新型材料的变形和断裂理论研究”（范天佑、李显方，北京理工

大学、中南大学） 

2、国家自然科学奖：“先进功能材料及其结构的断裂力学研究”（吴林志、杜善义、周振功、果立成、

马力，哈尔滨工业大学） 
 
   

[返回本期目录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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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年度“香江学者计划”申报工作启动
         （摘自中国博士后基金会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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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结合内地与香港的人才资源和研究资源优势，共同促进国家科技和社会经济发展，自2011

年起，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与香港学者协会共同实施内地与香港联合培养博士后研究人员计

划（“香江学者计划”），每年选派一批博士后研究人员赴港开展博士后研究工作。现就做好

2012年度“香江学者计划”申报工作的有关事宜通知如下： 

一、“香江学者计划”主要内容 

“香江学者计划”每年选派内地博士到香港指定的大学，在港方合作导师的指导下，以港方大学

合约研究人员的身份开展博士后研究，为期两年。2012年度拟选派50人（视港方遴选情况可适当

增加），资助经费为每年15万元人民币和15万元港币，主要用于支付生活开支、住房补助、科研

补助、医疗保险及往返旅费。 

“香江学者计划”人员视为内地派出单位的博士后研究人员，需在全国博士后管委会登记备案。 

二、申报条件

    申请人为教育部“985”高校、“211”高校、中国科学院、2010年博士后流动站综合评估被评为

优秀博士后科研流动站设站单位的应届博士毕业生、在站博士后研究人员或教学、科研人员，并

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年龄一般在35岁以下。 

（二）获得博士学位（或通过校级博士学位答辩），身体健康。 

（三）具备良好的英语能力。 

（四）拥有下列学术或科研经历之一：

 1.获得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等；

 2.作为主要研究人员参加“863”、“973”、国家知识创新工程等重大科技项目；

 3.省部级以上科技奖励或学术荣誉称号以及全国百篇优秀博士论文获得者；

 4.单位的学术技术带头人或后备人才的重点培养对象。
三、申报程序 
（一）岗位需求 

港方提供的博士后研究人员岗位需求和招聘职位将于2012年2月上旬公布，请有关人员关注中国博

士后网站chinapostdoctor.org.cn，每人限报一个项目。 

（二）确定人选 

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按照候选人数和入选人数不少于2:1的比例确定候选人并提供给港方。港

方对候选人进行第二次遴选，最终确定人选，并由全国博士后管委会办公室通知“香江学者计

划”赴港人员所在单位及本人。 
四、有关要求 
1.申报截止日期为2012年3月15日，以邮戳为准，逾期不再受理。 

2．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联系方式 

地址：北京市海淀区学院路30号 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会博士后评估与服务处 

邮 编：1000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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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 话：010-62335012、010-62335024 

传 真：010-62335012 

联系人：柴 颖 

附件1：“香江学者计划”申报表.doc 

附件2：“香江学者计划”推荐表.doc 

附件3：“香江学者计划”汇总表.x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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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2何梁何利基金科学技术奖候选人开始推荐 
（摘自何梁何利基金会网站） 

        
何梁何利基金是香港爱国金融实业家，本着爱祖国、爱科学、爱人才的高尚情操，胸怀“在中国

的土地上，建立中国的奖励基金，奖励中国的杰出科技工作者”的崇高愿景，共同创建的香港社

会公益基金。自1994年3月30日在香港成立以来，何梁何利基金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评选

原则，共评选产生18届科学与技术奖得主952人。 2012年度奖项提名推荐定于第一季度进行。

一、提名要求 

（一）提名个数：请根据基金评选条件和标准，按照收到的纸质文件规定，提名相应个数的候选

人。 

（二）提名奖种：根据评选章程，基金设立“科学与技术成就奖”、“科学与技术进步

奖”和“科学与技术创新奖”，提名人可对其中两项：“科学与技术进步奖”、“科学与技术创

新奖”候选人提名。请您在《推荐书》“奖项建议”栏目中，就被提名人适合的奖项提出建议，

供评选委员会办公室送审时参考。 

（三）科学与技术创新奖中的“青年创新奖”授予年龄在45周岁以下的科技人员，即被提名人出

生日期应于1967年3月31日后。 

（四）请按照“《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奖推荐书》（以下简称《推荐书》）”填写说明要求

填写推荐书。经形式审查不合格的将不予受理。 

（五）根据《社会力量设立科学技术奖管理办法》（科学技术部第3号令发布，10令修订）第38条

规定，凡涉及国防、国家安全领域保密项目的完成人，不得参加提名和评审；国防、国家安全领

域不保密或已解密项目的完成人，可以被提名参加评选，但应出具相当于省、军级单位的保密审

查证明。 

（六）何梁何利基金全部资金为专用于奖励国内优秀科技工作者的社会公共财产。公平、公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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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开的评选原则是基金提名和评选工作的生命线。请认真阅读《推荐书》中第5页“提名人声

明”，坚持科学精神，秉持职业操守，对推荐的被提名人情况介绍做到客观、真实、公正。 

二、报送材料要求

   请于何梁何利门户网站（http://www.hlhl.org.cn/）下载推荐系统软件，认真阅读系统说明书后，

按要求填写被提名人信息。 
  请将电子数据光盘及书面材料原件各1份，于2012年3月31日(以寄出邮戳为准)前一并寄送我办。 
三、咨询电话 

业务咨询：工作日68598017（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休息日18910962167 

技术咨询：010-68983079转612（推荐系统系统开发方） 

四、邮寄地址 

邮寄地址：北京西城区三里河路54号（557房间） 

邮政编码：100045 
    接 收 人：何梁何利评选委员会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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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科院将确保科研人员80%时间搞业务

     （摘自人民日报）  

    中科院院长白春礼在1月16日召开的中科院2012年度工作会议上表示，要通过实施“一三五”规划这个重

要抓手，建立以重大产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体系和研究所评价体系，避免同质化竞争，提高经费保障能

力，减少检查评估，确保科研人员80%的时间从事科研工作。  
        为避免重复布局，中科院去年制定了“一三五”规划，要求各研究所围绕国家科技战略需求，明确本

所未来5年的一个研发定位、三个重大突破和五个重点培育方向(简称“一三五”规划)，以进一步凝炼目

标、明确重点、优化布局，突出中科院的核心竞争力。从今年开始，中科院要求各研究所把重大突破和

重点培育方向落实到项目、队伍、平台和管理上，全面推进“一三五”规划。  
        在提高经费保障方面，中科院将按照“增总量、调结构、强基础、促产出”的思路，改革完善资源配

置模式，逐步建立起新型的以重大产出为导向的资源配置体系。  
        具体措施包括：以经常性财政经费支持为主、间接费用补偿机制为辅，保障基本运行，调整财政经

费预算结构，适度加大基本人员经费和公用经费比例，逐步提高标准；开展基本科研经费稳定支持试

点，探索不同学科类型研究机构稳定支持与对外竞争之间的适度比例。逐步实施全面预算管理，提高预

算编制科学化精细化水平；开展扩大核算单元试点，推动研究所由全成本核算制向业务成本核算制转

变；围绕重大科技任务、领军人才、条件建设、学科基础、对外合作等，形成协同投入机制，优化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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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配置等。  
        在评价体系方面，中科院将改变“以数量和规模论英雄”的倾向，以水平和质量取胜，逐步建立以重

大产出为导向的研究所评价体系。具体内容包括：从今年开始，中科院将组织国内外高水平同行专家和

用户专家，对研究所的“一三五”进展情况进行诊断评估；在此基础上，每年根据体现国家科研机构特点

的6—7个核心指标和创新能力指数，对研究所进行关键指标年度监测；到2015年，对研究所的“重大突

破”目标完成情况进行验收，验收结果作为院对研究所资源配置的重要依据，并以适当方式向社会公开。  
        据悉，“十二五”期间中科院将全力实施15项重大科技任务：未来先进核裂变能、量子通信与量子计

算、高温超导与拓扑绝缘体研究、空间科学、载人航天与月球探测工程科技任务、深海科学探测装备关

键技术研发与海试、低阶煤清洁高效梯级利用、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分子模块育种创新体系与现代

农业示范工程、重大新药创制与重大疾病防控新策略、应对气候变化的碳收支认证及相关问题、深部资

源探测核心技术研发与应用示范、储能电池、甲醇制烯烃、煤制乙二醇等。  
        白春礼表示，希望通过综合改革建立完善现代科研院所制度，“规划森林，让树木自由生长”，激发

科研人员的创新活力，出成果、出人才、出思想，让中科院真正成为代表我国科技最高水平的国家队、

引领我国科技创新跨越的火车头、推动我国科技体制改革的先行者、促进我国实现科学发展的思想库、

培育我国科技骨干人才的大学校。

[返回本期目录栏] 

　

　

                    －－－－－－－－－－－－－－－－－－－－－－－－－－－－－－－－－－－－－－－－－

2012年1月高教关键词: 教育会议；考研大军；大学章程；学术特区

     （摘自刘广明的博客）  

    每年的一月都是继往开来的月份，在这个月，要总结过去一年的教育工作，规划布置新一年的教育工

作。今年的1月恰蓬中国传统节日，给当月的教育工作带来不小的冲击，但即便如此，今年的1月对中国教

育也有十分重大的影响。 

    这一月，“绿领巾、少年博士、撑腰体”被归为2011教育热点话题；2011年度中国十大学术热点发布；虽

然研究生就业率连续2年不如本科，但201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在1月7日至9日举行时，全国共有

165.6万考生参加考试，比2011年增加9.6%,其中专业学位报考人数43.7万；2012年全国教育工作会议1月6日至

7日在京举行，是新年继往开来的一次重要会议；更为重要的是，这一月，有三个教育令并期发布：《高等

学校章程制定暂行办法》、《学校教职工代表大会规定》、《高等学校教师职业道德规范》发布施行。这

些大事背后，仍有不少问题值得关注：教育部首次明确将师德作为教师评优首要标准；考研英语题疑遭泄

露，教育部回应称已展开全面调查；大学生就业调查显示：7成毕业生平均五年内两次跳槽；团山东省委与

联通公司携手支持16所高校组建创业“梦工厂”；上海发布高校辅导员誓词，所有辅导员就职将宣

誓；“中国大学视频公开课”第二批课程名单公布；广东建大学生信用档案体系，覆盖全省90%大学生；

河北师范大学试行“无人监考班级”制度；教育部与河南省签署加快河南教育发展合作协议；河南提高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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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本科高校生均拨款标准，2012年底不低于1.2万元；北京市"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高校联盟成立；浙

大建“学术特区”促青年教师成才；上海交大设“特别”岗位搭建青年教师成才舞台；教育部公布“十二

五期间高校设置工作意见”；河南高校设创业专项扶持资金创业类课程纳入学分；中国将实施六大人才队

伍建设引智工程。综合讲来，本月以下四个词汇作为本月高等教育关键词：教育会议；考研大军；大学章

程；学术特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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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学术会议
－－－－－－－－－－－－－－－－－－－－－－－－－－－－－－－－－－－－－－－－－

第五届分数阶导数及其应用国际学术会议-投稿通知 
（南京 河海大学　2012年05月14－17日）

http://em.hhu.edu.cn/fda12/
  

The 5th IFAC Symposium on Fractional Differentiation and Its Applications - FDA'12 will be held at Hohai 
University, Nanjing, China, from 14-17 May 2012. As you may know, this series of conferences is the largest of 
its kind, following the previous successful conferences, 2004 in France, 2006 in Portugal, 2008 Turkey, and 2010 
in Spain. 
The purpose of this Symposium in series is to provide the participants with a broad overview of the state of the 
art on fractional systems, leading to the cross-fertilization of new research on theoretical, experimental and 
computational fronts for potential uses of fractional differentiation in diverse applications. Major topics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Anomalous diffusion; Vibration and Control; Continuous Time Random Walk; Levy 
Statistics, Fractional Brownian Motion; Stretched Gaussian; Power Law; Riesz Potential; Fractal Derivative and 
Fractals; Computational Fractional Derivative Equations; Nonlocal Phenomena; History dependent Process; 
Porous Media; Fractional Filters; Biomedical Engineering; Fractional Phase-Locked Loops; Fractional 
Variational Principles; Fractional Transforms; Fractional Wavelet; History of Fractional Calculus; Soft Matter 
Mechanics; Fractional Signal and Imaging Processing; Singularities Analysis and Integral Representations for 
Fractional Differential Systems; Special Functions Related to Fractional Calculus; Non-Fourier Heat Conduction; 
Acoustic Dissipation, Geophysics; Relaxation; Creep; Viscoelasticity; Rheology, etc.
The organization committee has by now received around 300 abstracts. This announcement is to remind 
you that the submission deadline for extended abstract (less than 4 pages) or full paper is February 15, 
2012. The colleagues, who have not submitted, please do it as soon as possible. Many thanks for you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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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For details please visit the FDA12 Symposium website http://em.hhu.edu.cn/fda12 . For 

submission please contact fda12@hhu.edu.cn .
　

 [返回本期目录栏]

　

　
 

－－－－－－－－－－－－－－－－－－－－－－－－－－－－－－－－－－－－－－－－－

　Fluid Dynamics of Sustainabi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Summer School  

（9-21 September 2012,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兰州大学黄宁教授供稿）
　

The summer school is designed for PhD students and those in early stages of their research career. The residential 
school, held over two weeks, will consist of  
      Lecture courses：Six pedagogical courses covering the fluid dynamics relevant to sustainability and the 
environment 
      Laboratory experiments：Project-based investigations of fluid flows 
      Guest lectures：State of the art on advanced topics 
      Computational projects：Numerical simulations of fluid flows 
Applications 
      To apply please send a cv, a brief statement of interest (at most one page) and two academic references to Ms 
Doris Allen ( pavhsec@damtp.cam.ac.uk) from whom further information can be obtained.  

Closing date March 16, 2012. Successful applicants will be informed by April 20, 2012. 
Housing and fee 
Full board and lodging will be provided at Churchill College, which is adjacent to CMS. The cost for the school 
and lodging is £2000. Bursaries may be available and should be requested with the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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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cent Advances in Boundary Element and Meshless Methods” at ECCOMAS 
2012

（Vienna, Austria on September 10-14, 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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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锡根大学张传增教授供稿）

　

The deadline for abstract submission to ECCOMAS 2012 in Vienna has been extended to Wednesday, February 
29, 2012. 
      Due to your expertise and research activity in the field of Boundary Elements and/or Meshless Methods, you 
are kindly invited to participate in the Minisymposium “Recent Advances in Boundary Element and Meshless 
Methods” at the European Congress on Computational Methods in Applied Sciences and Engineering 
(ECCOMAS 2012) to be held in Vienna, Austria on September 10-14, 2012. More details to the conference can 
be found at the conference webpage:  
      http://eccomas2012.conf.tuwien.ac.at.  

      The Minisymposium is organized in honour of Professor Jan Sladek, Slovak Academy of Sciences, Slovakia, 
on the occasion of his 60 birthday anniversary. Professor Jan Sladek has made many contributions to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especially Boundary Element Method (BEM) and Meshless Local Petrov-Galerkin 
(MLPG) method. We would be grateful, if you could accept our invitation. Please follow the submission 
instructions described at the conference webpage and submit your abstract online at:  
http://eccomas2012.conf.tuwien.ac.at/scientific-programme/call-for-abstracts.html  

      Please select the Minisymposium "MS664: Recent advances in boundary element and meshless methods" for 
your online submission and inform us after your successful sub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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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h.D. Candidates in Experimental/Computational Mechanics,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We seek for highly motivated Ph.D. candidates in the field of 1) Acoustic metamaterials (e.g., phononic crystals), 

2) Advanced composite materials, and 3) NDE/SHM, to join Professor JK Yang's laboratory ( http://www.m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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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u/research/ASL/ ) at the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Dr. Yang's Laboratory is located in th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Department, which is ranked 31st in the U.S. according to National Research Council and is recently 

emerging due to the construction of Aerospace Cluster driven by Boeing Company and GE Aviation.  

    We focus on developing advanced aerospace/mechanical/biomechanical structures based on novel material 

systems and sensing devices, using both experimental and numerical approaches. Candidates should have a B.S. 

degree in applied physics, material science, mechanical engineering, or a related field. Good oral and writing 

communication skills are required.  

     To apply: Please send a resume to Professor Jinkyu Yang via email:  jkyang@cec.sc.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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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toral positions in statistical modeling of fracture and plasticity 

　

We anticipate the opening of four postdoctoral positions in 2012 to work on statistical aspects of fracture and 
plasticity, and in particular on size effects in the fracture of disordered media and in microplasticity. The 
positions will be funded by the ERC Advanced Grant 2011, SIZEFFECTS.  
        We look for candidates with a strong background in one or more of the following areas:  
        - statistical mechanics (scaling, critical phenomena, disordered systems) 
        - numerical modeling fracture 
        - dislocation dynamics simulations 
        - molecular dynamics simulations of mechanical properties of solids. 
        Two positions will be based at IENI-CNR in Milano ( http://www.ieni.mi.cnr.it/) and two positions will be 

based at the ISI Foundation in Torino (http://www.isi.it/ ). The starting date is somewhat flexible from the 

spring of 2012 onwards.  
        Interested candidates please send an me an email with their CV (stefano.zapperi@cnr.it ) See also: http://
www.smmlab.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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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toral Research Associate at Brown University 

  
A postdoctoral position with primary focus on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s of active biopolymer networks is 
available immediately at http://www.brown.edu/Departments/Engineering/Labs/Shenoy/shenoygroup/ . We 

are looking for a strongly motivated candidate to work on the mechanics of active cytoskeletal networks. The 
ideal candidate will have a background in solid mechanics/computational physics with expertise in finite element 
simulations. Experience with Monte Carlo methods and stochastic simulations is desired but not essential.  
       This individual will have the opportunity to be directly involved in complimentary experimental 
investigations, both at Brown and our collaborators elsewhere.  
       Candidates should send their CV with names of three references to  
       Prof. Vivek B. Shenoy ( Vivek_Shenoy@brown.ed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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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diff University应用和计算力学专业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

　

Cardiff University的应用和计算力学专业希望招收博士生和博士后，详情见下。感兴趣请联系Sivakumar 
Kulasegaram （KulasegaramS@cardiff.ac.uk ）。 

        PhD positions open - Marie Curie 
        http://www.cardiff.ac.uk/jobs/engin/phd-studentships---marie-curie-early-stage-researchers-in-

computational-mechanics-2-posts-4796.html  

        Post-Doc position open - Marie Curie 
        http://www.cardiff.ac.uk/jobs/engin/postdoc-marie-curie-experienced-researcher-in-computational-

mechanics-4803.html  

        Though the dead line for the applications are next Monday (13th Feb), the deadline can be flexible if the 
potential applicants contact us directly to express their inter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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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d Applied Mechanics Letters 

Vol. 2 No. 1

Electron Moiré method

Satoshi Kishimoto

Axial Couette flow of an Oldroyd-B fluid in an annulus

Muhammad Jamil, Najeeb Alam Khan

Coupling of discrete-element method and smoothed particle hydrodynamics 
for liquid-solid flows

Yrjö Jun Huang, Ole Jørgen Nydal

Aeroheating CFD analysis of missile slots

Kai Yang, Xiaowei Gao

Rarefied planar jets into vacuum

Chunpei Cai, Limei Wang

Mechanism of drag reduction by spanwise oscillating Lorentz force in 
turbulent channel flow

Leping Huang, Baochun Fan, Dongjie Mei

Multi-modes control method for spacecraft formation establishment and 
reconfiguration near the libration points

Yuedong Zhang, Yunhe Meng, Jinhai Dai

Motion stability dynamics for spacecraft coupled with partially fill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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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quid container

Salman Ahmad, Baozeng Yue

Editorial: Mechanics of biological and bio-inspired materials

Baohua Ji

Specific adhesion of a soft elastic body on a wavy surface

Jizeng Wang, Jinyan Yao, Huajian Gao

Determination of volumetric elastic moduli of plant leaf cells based on 
pressure-volume curves

Yanxiang Zhang, Quanshui Zheng

Self-assembly of lipids and nanoparticles in aqueous solution: Self-
consistent field simulations

Weihua Xie, Guangkui Xu, Xiqiao F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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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学术评价体制批评要有创见

（摘自中国科学报，朱大明，总参工程兵科研三所）  

　

学术评价是促进科技创新和成果转化应用、实现科技资源优化配置、提高科技管理水平的重要手段。公

正、合理、规范的学术评价体制，对调动广大科技工作者的积极性、激发创新竞争意识、发现和培养优

秀人才，以及防止学术不端行为具有重要作用。如何建立健全合理的科学评价规范制度是科技界的重大

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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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我国科技工作者绩效评价的主要内容是看其科技成果获奖类别与等级、发表的论文和著作，以及

所取得的发明专利和完成的专业技术工作量等，并与其技术职称晋升、科研基金申请、奖金待遇分配等

各种利益直接相关。毋庸讳言，由于评价制度不健全、评价体系不完善、评价方法不规范等问题，在一

定程度上助长了急功近利的短期行为和浮躁浮夸的学风甚至学术腐败现象。核心期刊、SCI论文以及影响

因子等学术量化方法更是不断受到质疑和责难，如认为学术评价量化背离了学术评价宗旨，科技论文数

量剧增是“学术泡沫”，是学者们沦为“论文机器”的结果，甚至认为正是学术评价量化导致了种种学

术不端行为。
 
  失之片面的批评
 
  目前的学术评价和绩效考核制度固然需要不断改进和完善，但某些批评也失之片面，一味指责而无创见

更无济于事。 

  有人批评职称或学位论文的量化考核，主张用所谓的科研“实力”或教学“实绩”去评价。殊不知，真

正意义上的论文正是其科研“实力”或教学“实绩”，尤其是学术理论水平主要的具体表征，至少是其

中的一个重要方面。 

  有人主张取消对SCI 论文或在权威国际期刊发表论文的特殊奖励。但一般而言，国际高水平期刊或SCI收

录期刊对论文的审查把关较普通期刊严格得多，更由于高水平权威期刊投稿量大而用稿率低，发表论文

的总体质量相对较高。将SCI 论文数作为学术绩效评价指标的初衷正是针对当时国内同行评议存在各种人

际关系影响的学术不正之风。 

  有人提出论文被引用频次不是评价论文质量水平的标尺，真正的标尺是读者从文章中是否能获得新的知

识和灵感启发。殊不知，实实在在的“引用”正是读者从文章中获得新知和灵感启发的具体体现。 

  有人提出论文评价用同行评议取代引文计量或影响因子，但现实中的同行评议也并非无懈可击，如受到

个人学识水平、主观倾向或学术成见的影响，或遇到利益冲突时也可能失去公正性和客观性，且评审结

果不易量化比较。事实上，论文被同行引用也是同行评价的一种方式，无论是继承性引用还是批评性引

用，都比较客观地体现了论文或作者的学术影响力。 

  在此情况下，对学术评价方法的一些积极创见、探索和尝试则更有实际价值，也更值得赞赏和鼓励。例

如，美国物理学家J.E.Hirsch提出的h指数法，富有创意地将学者论文的“数量”和“质量”巧妙结合起来

进行量化评比；采取“论文影响因子法”（即用某学者发表的论文总被引频次除以论文总篇数作为评价

指标），可促使科研人员慎重发表论文，抑制片面追求论文数量的倾向；采用“代表做法”（即只选择

自己一定数量有代表性的作品统计其被引频次并由同行鉴审、评定其质量水平），可兼顾对论文质量和

数量以及定量与定性评价的综合要求。
 
  学术评价应遵循科研规律
 
  学术绩效评价确实是一项困难而复杂的事情，有许多问题亟须研究，如怎样正确处理十年磨一剑的大型

科研项目与年度或阶段性绩效考核的关系；如何正确对待在国内一般学术期刊和国际公认高水平期刊上

论文质量水平及影响力的差异；如何公正合理地评价最终失败或未得到预期成果的探索性课题研究工

作；怎样将同行评议与量化统计考核有机结合；如何将科研成果转化应用效益与论著发表的学术理论水

平联系在一起评价；如何合理确定科研报告、成果鉴定意见与公开发表学术论文在科研绩效考核中的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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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等等。 

  其实，任何评价方法都有其相对合理性及具体针对性，但也存在一定的片面性，用任何单一的方法取而

代之大都是行不通的。注重核心期刊或SCI论文数量的统计和评比本身并无原则性错误；错的是被简单化

地滥用，以及缘于急功近利、唯利是图的各种学术不端行为乃至学术腐败；对现行的学术评价方法和体

制泛泛指责或一概否定无济于事。 

  目前，真正需要的是在遵循科研规律的前提下，针对不同研究类型、不同学科门类、不同科研岗位和不

同职称等级的具体特点和要求，对其学术评价方法和体制积极地研究、探索，提出富有建设性的创意和

见解，使其不断改进、完善并合理运用，以更好地促进科技创新和学术研究的健康发展，并有效遏制学

术不端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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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基金申请书写作要注意的几个问题

（摘自科学网林中祥博客）  

 今天有博友让我评论一下他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写作方面的帖子，提点看法。在此，简单也说一

下自己的心得。 

    本人从九十年代开始写申请书，到今已经得到五项资助（比大牛们少多了，呵呵，不过我也感到满意

了，因为我一半多精力做新产品开发），十多年来，也评审了多年国家自然基金（以前接受纸质申请

书，现在网上评审），有四位毕业生及同事的申请书在我建议下做了重大修改后得到了资助。所以自认

为还有点经验吧。 

    从申请书写作上，别人从正面讲了许多，我觉得非常好，我从反面来讲。 

  1 有的申请书在创新点上保守，越是保守，越难申请，但也不是写得越前卫越好，如果你写得太过份，

同样也得不到资助，因为让人觉得你在吹牛。创新点一定要突出，如果评审人觉得你申请的内容已经有

人做了，文章已经发表，基本上就没有戏了。有的人为了保险，写得保守，也有人会夸大了写，如果在

行家手里看出来，也有被否的可能。 

  2 申请书写得太多太罗嗦，许多申请书内容我觉得可以缩短到一半甚至三分之一。申请书要写得非常精

炼，这段话能省掉就不写，这个字能不写就不写。写得多，评审人没有心思看写的这么多，他要看其中

的核心内容。这是目前申请书中毛病最多的。 

  3 严谨性不行，有的申请书有错别字，标点符号不对，参考文献前后格式不一致，语句不通顺等。一般

来说，申请书写得太粗糙，是很难得到批准的，评审人会认为，你连写申请书都这样马虎，做科研怎么

严谨呢。写申请书毕竟内容少呀。 

  4 研究内容太多，大而全，让人觉得这么点时间与钱你根本做不完。这是刚写申请书的人经常犯的错

误。其实你只要解决一个或二个有意义的问题就行了，如果你要解决的问题有价值，一个就可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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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申请的内容有点偏新产品开发或应用，这不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范围，一定要研究基础或应用基

础问题。这个问题也非常突出。 

  6 一定要将已经开展的工作写进来，特别是已经取得的一些数据。否则一点基础没有，说服力不够。 

  7 研究工作的连续性不好，有的人几年申请书写作是东一枪，西一枪的，让人觉得没有深度。要在一个

领域或小研究范围内做深，这非常重要。有的人将申请书给我提意见，我一看就不行，没有深度，只是

不明确讲不行而已，否则让人太失望。 

  8 课题组成员，教师最好共有三个左右，研究生也要有几个，如果没有研究生，教师可以多点。 

  十多分钟写的帖子，即时想的内容，不一定全面，说出来供大家参考。 

  补充一下，我申报国家自然基金经验中最核心的一条是：屡报屡败，屡败屡报，不怕被毙，持阿Q精神

再写，以捡漏网之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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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笑柄　如今“中式英文”流行
 

（北京综合讯）昔日常被人引为笑柄的中式英文，近年却冲击着英文词汇库；来自美国全球语言监督机

构的报告显示，自1994年以来，国际英语增加的词汇中，中式英语贡献了5%到20%，超过任何其他来

源。  

　　据《法制晚报》报道，在过去一年的外媒涉华报道中，人们惊讶地发现，为了能更加形象、夺人眼

球地描述中国特有的现象，外媒的记者们在报道中掺杂“中式英语”，甚至在报道一些中国新闻时，创

造了中国专属的英文词汇。  

　　2010年，中式英语“ungelivable（不给力）”风靡网络，似乎标志着一个从“中国人背英语单

词”到“中国人造英语单词”的跨越性时代拉开帷幕。《纽约时报》称此事“非常酷”。  

　　过去那些被“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人山人海）”、“watch sister（表妹）”等中国式英语翻译

弄得云里雾里的老外，开始慢慢觉得“中国制造”的英语“很有意思”。  

　　有专家称，随着中国国力的提升，中国文化正对世界文化形成强烈补充。  

　　由中国网民创造，经外国媒体报道的中国特色英文词汇也至少有27个，如“Chinsumer”，指的是出

国旅游时挥金如土的中国购物狂，是由Chinese、consumer合成；形容80后大学生低收入聚集的群

体“antizen”（蚁族）则是把ant加上izen。  

　　英国《经济学人》杂志在报道中国社会男多女少的现象时，将未婚男子“光棍”直接翻译

为“guanggun”；美国《纽约客》描写中国新一代时出现了一个词“愤青”（fenqing）；诸如英国《卫

报》等媒体还出现了描述“关系”的“guanxi”一词。  

　　其他像“China Bear”（中国熊），形容中国A股吼声如四面楚歌；“Chinawood”，意指中国电影追

赶好莱坞仍需努力；去年英国国家广播公司还刻意用“Leading Dragon”，代表中国带动全世界经济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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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  

　　另外还有Naked Phenomenon（裸现象），如“裸婚”“裸考”“裸辞”⋯⋯具有中国社会特色的各

种“裸”现象，吸引大量外媒的关注。美国《基督教箴言报》的报道开头就提醒读者，“这些

有‘裸’字的新闻标题吸引了大量读者”，但“内容其实跟不穿衣服毫无关系”。  

　　文章评论称，这些“裸”词汇代表着在受教育程度较高的中国青年中逐渐兴起一股时代思潮。如

果“裸”现象真的普及，将意味着中国社会的重大改变。 

至于Peking Pound（北京镑）的出现，是2011年年初，中国顾客的高强消费能力，让英国媒体从“英

镑”的概念创造了这个新名词，意即中国人所花的英镑。英国《每日邮报》称，“北京镑”所消费的

Burberry、LV、Gucci等大牌奢侈品预计将占整个奢侈品行业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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