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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等事项公布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为做好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以下简称项目）申请和2012年应结题项目的结题等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 
　

一、接收项目材料 

自2013年起，自然科学基金委常设“项目材料接收工作组”（以下简称材料接收组），负责统一

接收依托单位报送或邮寄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资助项目计划书》和《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结题报告》（以下简称结题报告），自然

科学基金委各科学部及相关局室不再接收上述材料。自然科学基金委不接收个人直接报送和非依

托单位报送的项目材料。 

 

二、项目申请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的规定，自然科学基金委在2012年12月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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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南》（以下简称《指南》），引导科学技术人员申请项

目。 

1. 自2013年开始，对申请项目的限项规定进行部分调整： 

（1）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自由申请项目）计入有关限项申请总数。 

（2）上年（注：本次指2012年）已获得科学基金资助（不包括一年期资助项目）的项目负责人当

年不得申请同类型项目。

2. 自2014年开始，上两年（注：本次指2012年和2013年）连续申请面上项目未获得资助的申请人当

年暂停面上项目申请1年。

3. 依托单位应对本单位在站博士后人员的项目申请分别提供书面承诺函，该承诺函作为附件随纸

质申请书一并报送。承诺函内容包括：保证在站博士后人员获得项目资助后，延长其在站期限至

项目资助期满并负责解决其延长期间的生活费用；或出站留在依托单位继续从事相关研究。否

则，自然科学基金委不受理在站博士后人员的项目申请。 

有关具体内容和要求，请认真阅读《指南》。

（三）申请人事项。

1. 申请人应认真阅读《条例》、《指南》、相关类型项目及经费管理办法，按撰写提纲要求撰写

申请书。 

2. 2013年度申请书撰写采用离线和在线两种方式： 

（1）采用离线撰写申请书方式的项目类型包括：面上项目（不含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连续资

助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和地区科学基金项目。具体要求如下： 

申请人于2013年1月1日后访问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以下简称ISIS系统）下载2013年版申请书，

不得使用以前版本的申请书。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写后，向依托单位提交电子申请书和签字后的

纸质申请书原件（包含附件材料）。申请人应保证纸质申请书与电子版内容一致。 

（2）采用在线撰写申请书方式的项目类型包括：重点项目、重大项目、重大研究计划项目、国家

基础科学人才培养基金项目、青年科学基金-面上项目连续资助项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国

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创新研究群体项目、海外及港澳学者合作研究基金项目、联合基金项

目、国家重大科研仪器设备研制专项、科学仪器基础研究专款项目、科普项目、数学天元青年基

金项目、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国际（地区）合作研究与交流项目等。具体要求如

下： 

申请人向依托单位索取用户名和密码，登录ISIS系统，准确选择相应申请项目的资助类别和亚类说

明，根据《指南》要求选择或填写附注说明，按照相关要求与提示撰写申请书，并将申请书附件

材料电子化。其中，重大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的申请人按照上述要求完成在线撰写中文申

请书后，还应在ISIS系统中下载《国际（地区）合作研究项目英文申请书》进行离线撰写，该英文

申请书与合作双方的协议书一并作为中文申请书的电子附件材料。 

申请人完成申请书撰写后，在线提交电子申请书及其电子附件材料，下载并打印最终PDF版本申

请书，向依托单位提交签字后的纸质申请书原件，无需提交纸质附件材料（有关证明信、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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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承诺函等纸质材料原件除外） 

申请人应保证纸质申请书与电子版内容一致。

 

三、项目结题

 自2012年开始，应结题项目的结题报告采用项目负责人在线撰写、依托单位在线审核的方式。

  1. 项目负责人使用原有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ISIS系统，按要求认真撰写结题报告并将附件材料电

子化后一并在线提交；项目负责人下载并打印最终PDF版本结题报告，向依托单位提交签字后的

纸质结题报告原件，难以电子化的附件材料随纸质结题报告一并提交。项目负责人应保证纸质结

题报告内容与电子版一致。 

2. 项目负责人撰写结题报告时，应当使用“成果在线”方式收集本项目发表的论文。请不要将待

发表或未标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和项目批准号等的论文列入结题报告；不要直接复制论文内

容作为结题报告内容。 

3. 自然科学基金委在准予项目结题之后，将通过自然科学基金委网站公布项目结题报告和申请摘

要，请项目负责人撰写结题报告时注意保密及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

 

 四、资助项目进展报告 

自2012年开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进展报告》（以下简称进展报告）采用项目负责人

在线填写、依托单位在线审核的方式；依托单位无需提交纸质材料。 

项目负责人使用原有的用户名和密码登录ISIS系统，按要求认真撰写进展报告并提交；依托单位应

按照《条例》等要求，通过ISIS系统对进展报告进行审核，并于2013年1月15日前逐项确认。

 

详情请见： 关于2013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申请与结题等有关事项的通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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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届全国固体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在大连召开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数理科学部和中国力学学会主办，大连理工大学运载工程与力学学部工程力

学系、工业装备结构分析国家重点实验室承办的第五届全国固体力学青年学者学术研讨会于2012年10月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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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至21日在中国大连高级经理学院成功举办。基金委数理学部力学处詹世革处长、张攀峰副教授以及来

自全国30余所科研院校包括6名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7名国家优秀青年基金获得者、3名青年千人计

划入选者在内的60余名优秀青年学者参加了本次会议。

会议开幕式由本次会议主席之一、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郭旭教授主持。大连理工大学李俊杰副校

长、基金委力学处詹世革处长、大连理工大学工程力学系主任李刚教授、力学学会青年工作委员会主任

浙江大学陈伟球教授分别在开幕式上致辞。李俊杰校长代表大连理工大学对与会代表表示了热烈的欢

迎，并介绍了大工近年来的发展概况。詹世革处长在发言中强调了本次研讨会促进青年学者相互交流与

合作的主旨，并希望青年力学工作者利用好学术研究的黄金时段，扎扎实实地深入开展基础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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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国家特支计划”教学名师公示

（摘自教育部网站）

　

根据《教育部办公厅关于组织开展2012年“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教学名师(高等学校)评选工作

的通知》要求，“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教学名师(高等学校)候选人推荐工作已于12月9日结

束。为广泛接受社会监督，确保评选工作的公开、公正，经研究，决定对阎步克等216名候选人进行网上

公示，候选人信息可在“教学名师网站”(http://jxms.zlgc.edu.cn 或http://jxms.zlgc.org)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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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科研项目将从进大院大所转变成直接进入企业
（摘自中国新闻网）

 
    12月23日，第六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在江苏常州举行。作为促进中国产学研合作的最高峰会，本

届大会以“创新驱动、经济转型、产业升级”为主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路甬祥等中国政产学研

界的一线代表近千人出席了此次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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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甬祥在大会致辞中提及，在我国产学研用合作创新已经成为推进企业创新、区域创新和经济转型发展

的重要途径，但科技成果转化的激励机制仍待进一步完善。对此，中国产学研合作促进会秘书长王建华

表示，本届大会通过的《江苏宣言》，即释放出改变这一局面的积极信号，即更加突出企业的主体地

位，强化产学研合作的市场导向。“这就意味着，今后，国家的科研项目将从进大院大所转变成直接进

入企业，由企业承担更多的国家项目，大学、科研院所参与，真正体现企业的主体地位，并更快的转化

成生产力。”王建华说。 

据了解，本届创新大会以“围绕“汇集创新资源，提升企业自主创新能力”、“产学研协同创新促进产

业升级”、“创新驱动、创新人才、创新联盟、创新基地建”、“产学研合作与生态文明建设”等热点

问题展开企业与专家的专题研讨和互动交流。 

与此同时，创新大会还揭晓并颁发2012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进行2012年度中国产学研合作

创新示范基地授牌和产学研合作技术创新战略联盟揭牌。在获得2012年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与促进奖的

305个先进单位和个人中，更多的产学研企业榜上有名。这也突出了，大会希望引导创新要素向企业集

聚，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产业升级和经济转型。同时，大会向新认定的南京市江宁区、江苏省海门市、

常州市科教城、无锡市锡山区、苏州市吴江区、江苏省高邮经济开发区、南京理工大学常熟研究院和无

锡太湖学院等14家产学研合作创新示范基地授牌。（原标题：第六届中国产学研合作创新大会在江苏常

州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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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公布2012年度十大科学突破

（摘自科学网）    
   

美国《科学》杂志12月20日公布了本年度10大科学突破.

科学家在难以捉摸的希格斯玻色子亚原子粒子研究领域取得的成果被评为2012年最重要的科学发现。40多

年前，科学家假定了希格斯玻色子的存在，它是解释其他基本粒子（诸如电子和夸克等）如何获取其质

量的关键。 

1.希格斯玻色子

7月4日，科学家宣布找到了希格斯玻色子存在的证据，从而完成了粒子物理标准模型。该模型解释了粒

子如何通过电磁力、弱核力和强核力相互作用以组成宇宙中的物质。然而，在今年之前，科学家无法解

释这些基本粒子如何获得它们的质量。 

《科学》新闻记者艾德里安表示，物理学家假设空间由与电场类似的“希格斯场”所填充。粒子与“希

格斯场”相互作用以获取能量以及质量。“希格斯场”是由分布在真空中的希格斯玻色子组成，物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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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现在将它们从真空中轰出并进入短暂的存在状态。 

但是，观察到希格斯玻色子可谓来之不易甚或代价不菲。在瑞士日内瓦附近的粒子物理实验室中，与造

价高达55亿美元的原子加速器相伴的数千名研究人员借助两台巨型粒子探测器（ATLAS和CMS）发现了

盼望已久的玻色子。 

除希格斯玻色子的发现外，《科学》杂志及其发行机构美国科促会确认的本年度其他9项具有开创性的科

学成就如下： 

2.丹尼索瓦人基因组 

一种将特定分子绑定在DNA（脱氧核糖核酸）单链上的新技术帮助研究人员仅用一块远古人的小指骨碎

片，就完成丹尼索瓦人完整的基因组测序。该基因组序列让研究人员能够将丹尼索瓦人——这是与尼安

德特人密切相关的古老人类——与现代人进行比较。研究显示，该指骨属于生活在7.4万年至8.2万年之间

的一个眼睛、毛发和皮肤均为棕色的女孩，她死于西伯利亚。 

3.让干细胞形成卵子 

日本研究人员证实，小鼠的胚胎干细胞可被诱导成为具有生育能力的卵细胞。在研究中，他们让实验室

中受精的细胞在代孕母体发育并产下小鼠幼仔。这种方法要求发育中的卵子在雌性小鼠体内存留一段时

间。虽然这没有达到科学家追求的完全在实验室中得到卵细胞的终极目标，但是它为研究基因和其他影

响生育力和卵细胞发育的因素提供了强有力的工具。 

4.好奇号的着陆系统 

尽管无法在火星条件下测试其探测器所有的着陆系统，但在加州帕萨迪纳美国宇航局喷气动力实验室里

承担探索火星使命的工程师们仍安全并准确地将好奇号探测车抵达火星表面。这个3.3吨的飞行器因过重

而无法以传统的方式登陆，为此该团队从起重机和直升飞机那里得到灵感，创建了“空中起重机”着陆

系统，它将带轮的好奇号吊挂在3根线缆的末端让其着落。这一完美无暇的着陆让设计人员再次获得了信

心，宇航局希望未来在已有的探测车附近让第二辆探测车着陆，并将第一辆探测车取得的样本收集起来

送回地球。 

5.X射线激光解开蛋白质的结构 

研究人员用一种比传统的同步加速辐射源亮10亿倍的X射线激光确认了布氏锥虫所需的一种酶的结钩，这

种寄生虫是引起非洲昏睡病的原因。新的研究进展证明了X射线激光解密蛋白质的潜力，而这是传统的X

射线源所无法做到的。 

6.基因组的精密工程 

通常，人们无法确定对高级生物的DNA进行修改和删除的最终结果。然而，在2012年，名为“转录激活

子样效应因子核酸酶”（TALENs）的工具赋予研究人员改变或关闭斑马鱼、蟾蜍、牲畜及其他动物甚至

病人的细胞中特定基因的能力。这种技术以及其他新兴的技术与已有的基因靶向技术一样廉价和有效，

同时它能让研究人员在健康人和病人中确认基因及变异的特定作用。 

7.马约拉纳费米子 

人们有关马约拉纳费米子是否存在的问题的争论已有70多年，该粒子会作为它们自己的反物质并湮灭它

们自己。今年，由荷兰物理学家和化学家组成的研究小组首次提出了马约拉纳费米子以准粒子形式存在

的可靠证据，它们是相互作为的电子群，其行为像单个粒子。该发现促使人们努力将马约拉纳费米子结

合到量子计算中，因为科学家们认为由这些神秘粒子组成的“量子比特”与目前数字计算机中所拥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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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特相比，能够更有效率地存储和处理数据。 

8.ENCODE项目 

今年，超过30篇文章报道的一项长达10年的研究显示，人类基因组比研究人员曾经认为的更具“功

能”。尽管只有2%的基因组会为实际蛋白编码，但“DNA元素百科全书”（ENCODE）研究项目表明，

基因组的大约80%是有活性的，可帮助开启或关闭基因。这些新的细节有望帮助研究人员理解基因受到控

制的途径，以及澄清某些疾病的遗传学风险因子。 

9.大脑/机器界面 

曾经用大脑神经记录移动电脑荧幕上光标的同一个研究团队在2012年向人们展示，瘫痪的病人能够用他

们的思想来移动一个机械臂并从事复杂的三维运动。该技术虽然仍处于试验阶段且极端昂贵，但科学家

希望更先进的计算程序可改善这种神经性假体以帮助因中风、脊髓损伤及其他疾病导致瘫痪的病人。 

10.中微子混合角 

数百名在中国大亚湾反应堆中微子实验中工作的研究人员报告了一个模型的最后的未知参数，该模型描

述了被称作中微子的这种难以捉摸的粒子在以接近光速穿行时，如何从一种类型或“特色”变形为另一

种类型。这些结果显示，中微子和反中微子可能会以不同的方式改变其特色，并提示中微子物理可能有

朝一日帮助研究人员解释为什么宇宙含有如此多的物质及如此少的反物质。如果物理学家无法发现超越

希格斯玻色子的新粒子，那么中微子物理可能会代表粒子物理学的未来。

　
 

　

[返回本期目录栏]             

  
    
　

======================================================================== 

 学术会议
－－－－－－－－－－－－－－－－－－－－－－－－－－－－－－－－－－－－－－－－－

　

ICCESMM13: ICCES Special Symposium on MLPG, Trefftz, MFS, BEM,
and Other Meshless Methods

　

The ICCES Conference, ICCES'13 will be held during May 24-28, 2013: Seattle, USA. Among its diverse topics, 
a special symposium will be organized to focus on TMLPG, Trefftz, MFS, BEM,and Other Meshless Methods.
For details please go to http://submission.techscience.com/icces13 . Please note the deadline for abstracts 1 April 

2013. Also, if all the papers are (at least mostly) first publications of previously unpublished original research, 
the organizers will select papers of high quality to be published in a Special Volume of the SCI & JCR-indexed 
prominent journal, CMES: Computer Modeling in Engineering & Sciences (www.techscience.com/cmes).

For interested participants, please contact Mr. Yan Gu (谷岩）at guyan1913@163.co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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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第七分会场“先进能源开发装置中的关键力学问题”征文通知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将于2013年5月25-27日在贵州省贵阳市举行，由中国科协和贵州省人民政府共同主

办，主题为“创新驱动与转型发展”。中国力学学会承办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第七分会场，主题

为“先进能源开发装置中的关键力学问题”。

根据中国科协的安排和部署，本次年会将面向社会征集论文，征文经过评选后将刻录成光盘，作为中国

科协第十五届年会资料统一发放。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征文范围

1、清洁核能及力-电-磁-热多场耦合实验及理论；

2、风能源及超大型结构变形与力学测试方法与技术；

3、页岩油气压裂理论与技术；

4、海洋能源及勘探开发中的关键力学问题；

5、弱能量（环境振动、人体能量等）转化收集及实验表征；

6、大型装置成型及制作过程中的关键力学问题；

7、材料在极端复杂环境（高温、高压、流固耦合等）中的力学性能与实验表征；

8、宏/微/纳多尺度力学测量方法及表征；

9、其他各种新型能源及其相关的力学问题。

二、征文要求及论文格式要求

请登陆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网络平台（http://2013.cast.org.cn，近期开通）注册个人信息、提交论文。

有关论文格式要求请参见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学术交流分会场征文要求（附件1）。

论文在线提交成功后，请同时提交一份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学术交流分会场报名表（附件2）至投稿联

系人。

三、征文截止日期

    2013年3月15日

四、其他事项

有关中国科协年会详情，请参见关于举办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的通知（附件3），并及时关注年会网站

http://2013.cast.org.cn（近期开通）

五、投稿联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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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兴义   地址：甘肃省兰州市天水南路222号，兰州大学土木工程与力学学院

电话：18919923064、13919810943

传真：0931-8914561，Email：zhangxingyi@lzu.edu.cn

 

附件1  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学术交流分会场征文要求

附件2  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学术交流分会场报名表

附件3  关于举办第十五届中国科协年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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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mposium on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ft Matter 
      

On behalf of the organizing committee, I cordially invite your participation in Symposium on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ft Matter, as part of the 13th Pan-American Congress of Applied Mechanics (PACAM XIII), to be 
held in Houston, Texas, May 22-24, 2013. 
Soft matter has emerged recently as a highly interdisciplinary research area at the interface between physics and 
chemistry, with exciting developments and potential applications in materials, biomedical, and electronics. 
Mechanics of soft matter has also become an active field with both fundamental interests and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is symposium aims to provide a stimulating discussion forum for recent advances in the 
mechanics and physics of soft matter, including experiments, theories, modeling and simulations. Specifically, 
the topics of interest include, but not limited to: 

●     Nonlinear mechanical behavior of polymers and elastomers 
●     Fracture and instability of soft materials 
●     Mechanics of interfaces (contact, adhesion, and friction) between soft matter and other material 
●     Soft active materials, including electroactive polymers, dielectric elastomers, shape-memory polymers, and ionic 

polymer-metal composites (IPMC) 
●     Polymer gels 
●     Biomaterials, including soft tissues, cells, and biopolymers 

Sponsored by American Academy of Mechanics, PACAM is a biennial event to promote progresses in the broad 
field of mechanics. More information about PACAM XIII is available at: http://www.conferencetoolbox.org/

PACAMXIII/.
 
       To submit an abstract, please go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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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conferencetoolbox.org/PACAMXIII/login.cfm and select Track 8 for this symposium. The 

submission deadline is Tuesday, January 15, 2013. 
Symposium organizers: Rui Huang (University of Texas at Austin), Oscar Lopez-Pamies (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Urbana-Champaign), and Jerry H. Qi (University of Colorado-Bould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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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stdoc Opportunity at 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 Textiles & Composites for Blast 

Protection
 
The Multifunctional Materials Branch, Code 6350, at the Naval Research Laboratory , Washington DC, is 
seeking postdoctoral associate candidates in the areas of textiles, composites, and other materials for combat 
infantry equipment applications. 
Particular areas of interest includ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new textile and composite materials 
concepts for blast and ballistic protection; techniques for synthesis, processing and fabrications of these 
materials; high strain rate mechanical properties testing and computational modeling, including impact and 
overpressure loading; and fundamental theoretical and experimental energy dissipation mechanism research. 
Classes of materials of interest include but are not limited to: ballistic fabrics and composites, utility fabrics, 
tactical textiles, and other materials with potential for novel combat infantry equipment applications. 
Candidates should have a doctorate in textile science, materials science, engineering, physics or chemistry with 
credible experimental, computational, or theoretical experience germane to the areas of interest listed above. 
Information about the NRC and ASEE postdoctoral associate programs at NRL can be found at the NRL HRO 
Postdoc Programs web site. NRL is an Equal Opportunity Employer. Please note that US Citizenship or US 
Permanent Residence status is required for postdoctoral positions at NRL. 
Resumes and inquiries should be submitted by March 31, 2013, to: 
Dr. Ronald Holtz ronald.holtz@nrl.navy.m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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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raduate Research Assistant (PhD) Position in Nonlinear Vibrations and Dynamics
 
We have a graduate research assistant position to be filled as soon as possible. Please contact Dr. Kidane if you 
are looking for a PhD position in the area of dynamic behavior of materials. Applicant should have a master 
degree in the area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material science or related subject.  
        Email: kidanea@cec.sc.edu  

        Department of Mechanical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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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机辅助工程》

（2012年 第6期）

工程数值仿真与CAE算法

锂离子动力电池包CFD仿真（作者：王东,李昌盛,杨志刚）

Helmholtz共振腔气动噪声数值仿真（作者：王东,张学亮,李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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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Adams的摆杆输送机动力学仿真分析（作者：高先海,韩业鹏,张群）

重载货车轴箱弹性元件结构分析及优化（作者：孙群禄,陆正刚）

列车底部结构对交会高速列车气动性能的影响（作者：赵乃莹,陈羽,杨志刚）

钢轨波磨对地铁车辆动力学响应的影响（作者：钟硕乔,吴磊,李伟,肖新标,金学松）

柴油机负荷对曲轴疲劳寿命影响的三维有限元分析（作者：郑长江）

FRP包覆筋锚杆与混凝土拉拔试验设计有限元分析（作者：刘志刚,郑百林,胡兴健）

岩石流变对不同锚杆应力影响的数值分析（作者：李娟,郑百林）

基于ANSYS的大跨预应力混凝土桥梁空间仿真方法（作者：吴万忠）

计算机辅助工程及其理论研讨会2011

计算机辅助工程建设中的工程科学（作者：陆仲绩）

自主CAE软件产业建设的瓶颈和思考（作者：毛火华,王菲菲,陆仲绩）

汽车乘员舱空调制冷CFD瞬态分析（作者：崔津楠）

汽车钢板弹簧非线性有限元分析（作者：卢晨霞,王朋波）

重型自卸车架模态分析和结构优化（作者：王朋波,卢晨霞）

新型MFRP锚杆的理论与数值分析（作者：陆华,陈彪,王水平）

应用技术与技巧

基于JSTAMP/NV的AA5042薄壁筒形件变薄拉深仿真（作者：李彦波,刘荣丰,刘红武）

CAE软件操作小百科(12)（作者：吴入军,武秀根）

行业动态与访谈

2012年LMS中国用户大会暨LMS中国成立15周年庆祝大会（作者：）

信息

IGBT封装技术创新高峰论坛成功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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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科学网武夷山博文）

　

《科学与社会》杂志2012年第3期发表罗伟先生的文章，《中国科技体制改革可能需要换个思路》，文中

提到： 
《现代医学的偶然发现》一书列出了三、四十项得诺奖的自选课题以及偶然的发现。其中有的是歪打正

着，有的是因祸得福，有的是失之东隅，得之桑榆。正所谓“我们有意地去发明，我们意外地去发现”。

我国学者也曾从中科院一些研究所的重大成果的研究中发现其中80％最初是源于科学家的自选课题。 
博主：我曾经在发表于《光明日报》的一篇文章里（http://bbs.sciencenet.cn/home.php?

mod=space&uid=1557&do=blog&id=513148&cid=1368746 ）说，要允许“种瓜得豆”，也是这个意思。我在

那里写道：

既然科技创新过程充满不确定性，那么，如果一个国家、一个组织的整体文化氛围不是过分强调所谓

的“目标管理”，指哪打哪，而是允许“种瓜得豆”，或者是对不听话的、自作主张的研发人员比较包容，

则反而可能涌现出较好的科技创新成果。

3M公司是美国著名的创新标兵，拥有不计其数的发明专利，其中很多成果都属于种瓜得豆。3M公司允

许其科研人员用15％的时间干自己想干的事，惠普公司也给其科研人员一定的灵活时间。从表面看，让

科研人员干自己想干的事，怎么能保证公司目标的实现呢？实际上，让科研人员干自己想干的事，反而

更可能诞生优秀的成果，从而最终为公司带来丰厚的利润。国外有学者估计，在技术型公司中，75％以

上的实验室中都发生着“悄悄干”的科研活动，即公司老板不知晓、甚至是不允许的科研活动。

日本东芝公司膝上型电脑的问世也是“悄悄干”导致创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事例。最后，膝上型电脑为东

芝公司收获了几十亿美元。不过请注意，在这一故事中，东芝公司总部虽然前期的决策表现不佳，但至

少没有因为底下有人在悄悄从事他们否定了的项目而大发雷霆。若这样的事例发生在中国，很可能有关

科研人员和庇护他们的领导都会因对总部的“蔑视”而受到重罚。

我们中国有句老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这句话凝结着高度的智慧。我们如能将这

句话落实在创新管理的实践中，中国的科技创新就一定能上一个台阶。 
 
相关阅读：

武夷山，歪打正着的偶然科学发现:
http://blog.sciencenet.cn/home.php?mod=space&uid=1557&do=blog&id=29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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