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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力学学会关于征集 2021 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的通知 

（摘自中国力学学会网站） 

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组、团体会员单位： 

为研判世界科技未来发展趋势、前瞻谋划和布局前沿科技领域与方向，推进

世界科技强国建设，按照中国科协《中国科协办公厅关于征集 2021 重大科学问

题和工程技术难题的通知》（科协办函学字[2021]19 号），中国力学学会即日

起开展力学领域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征集工作。 

一、征集时间 

即日起至 2021 年 3月 21日止。 

二、征集领域 

力学领域重大科学问题和工作技术难题。 

三、征集内容 

面向世界科技前沿、面向经济主战场、面向国家重大需求、面向人民生命健

康，征集对未来科技发展具有引领作用的前沿科学问题、工程技术难题。加强有

关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的科技问题征集，尤其是重大基础研究、

关键共性技术、前沿引领科技、现代工程技术、颠覆性技术、“卡脖子”技术、

科技攻关重点方向、促进可持续发展的科技等方向，重点关注前沿交叉融合领域

的相关问题难题。 

四、征集方式 

面向中国力学学会各专业委员会、工作委员会、工作组、团体会员单位组织

征集，每个单位可推荐重大前沿科学问题 1个，工程技术难题 1个。 

五、工作要求 

把握界定问题、难题要求，以问题的形式提出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

聚焦“点”上的问题，原则上应细化问题颗粒度至少到三级学科以下；对于既需

要科学原理创新也需要工程技术应用创新的问题难题，可考虑进一步细化问题；

对于跨领域、跨学科、交叉融合的问题难题，视情况考虑明确应用领域和场景。 

六、其它事项 

（一）2021 年 3月 21日前，各单位将所推荐问题难题电子版（附件 1和 2）

发送至邮箱 office@cstam.org.cn。 

（二）中国力学学会将对推荐的问题和难题进行遴选评议，遴选重大前沿科

学问题 3-5个、工程技术难题 3-5个上报至中国科协。 

（三）科协将组建重大科技问题难题专门委员会及有关领域学术组，通过科

技工作者初选、领域学术组专家复选、专家委员会终选 3 个环节，对推荐问题进

行遴选评议，遴选出 10个对科学发展具有导向作用、10个对技术和产业创新具

有关键作用的问题难题。 

（四）通过中国科协终评遴选的 20 个问题难题将面向社会发布。通过终评

遴选的 20 个问题难题正文及科普文章将分别结集出版。围绕征集遴选的重大科

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召开系列高层次研讨会，形成建议报告呈送有关部门作为

决策参考。 

七、联系方式 

联 系 人：陈桂 



联系电话：010-82543902，13671057135 

 

附件 1：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撰写格式模板 

附件 2：重大科学问题和工程技术难题推荐表 

 

 

 

 

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欧盟委员会“中欧人才项目”

指南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 

根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与欧盟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

双边合作协议，2021 年双方共同资助“中欧人才项目”，着眼未来合作，面向

国际人才培养。 

一、 项目说明 

（一）合作内容。 

本项目支持中国研究人员加入已获得欧洲研究理事会（ERC）资助的欧盟项

目团队进行 3 至 12 个月的研究访问（同意接收中国研究人员的项目清单见附件

1，根据欧盟法律要求，附件 1 中未提供欧方联系方式，有意向申请本项目的申

请人可以邮件向项目联系人索取欧方联系方式）。 

（二）资助强度。 

中方资助强度不超过 3 万元/项（直接费用），仅限经费预算表格中的第 9

项“差旅/会议/国际合作与交流费”栏，无间接费用，主要用于中国研究人员访

欧的国际旅费（机票为经济舱）。中国研究人员赴欧期间的日常生活费用与研究

经费由欧盟项目团队支付。 

（三）资助期限。 

申请书中的研究期限应填写 2021 年 9 月 1 日至 2023 年 2 月 28 日，申请人

最迟应于 2022 年 2月赴欧盟开展研究访问。 

二、 申请资格 

（一）申请人须具有博士学位，并且是 2021 年 12 月 31 日（含）以后结题

的资助期限 3年及以上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在研项目（合作交流项目除外）的主

持人或主要参与者（在研项目的主要参与者作为申请人须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

职称，或有 2名与其研究领域相同、具有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称的科学技术人员

推荐，并经在研项目负责人同意）。 

（二）申请人应联系同意接收中国研究人员的欧盟项目团队，就访问时长、

研究内容、赴欧期间日常生活费用及研究经费等内容达成一致，取得对方项目负

责人签字确认的接收函（参考范本见附件 2）。 

（三）关于申请资格的详细说明请见《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指

南》。 

三、限项规定 

（一）本项目属于国际（地区）合作交流项目，不受“高级专业技术职务（职

称）人员申请和正在承担的项目总数限为 2项”规定的限制。 

http://www.cstam.org.cn/static/file/20210209/20210209150922_290.docx
http://www.cstam.org.cn/static/file/20210209/20210209150952_570.doc


（二）不受“申请人同年只能申请 1项同类型项目”规定的限制。 

（三）作为申请人申请和作为项目负责人正在承担的中欧人才项目，合计限

1项。 

（四）更多关于限项规定的说明，请见《2021 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指南》。 

四、申报要求 

（一）在线填报路径。 

中 方 申 请 人 须 登 录 ISIS 科 学 基 金 网 络 系 统

（https://isisn.nsfc.gov.cn/egrantweb/），在线填报《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国

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申请书》。具体步骤是： 

1. 选择“项目负责人”用户组登录系统，进入后点击“在线申请”进入申

请界面；点击“新增项目申请”按钮，进入申请项目所属科学部选择界面，点击

“申请普通科学部项目”进入项目类别选择界面。 

2. 点击“国际（地区）合作与交流项目”左侧+号或者右侧“展开”按钮，

展开下拉菜单。 

3. 点击“合作交流（组织间协议项目）”右侧的“填写申请”按钮，进入

选择“合作协议”界面，在下拉菜单中选择“NSFC-ERC（中欧）”，然后按系统

要求输入依托在研基金项目的批准号，通过资格认证后即进入具体申请书填写界

面。 

（二）在线提交附件材料。 

申请人须上传欧盟项目团队同意接收中国研究人员的接收函扫描件（参考范

本见附件 2），内容需涵盖访问时长、研究内容、研究及日常生活费用安排等，

并由欧方项目负责人签字确认。 

（三）报送材料。 

依托单位应对本单位申请人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和合规性，申

报预算的目标相关性、政策相符性和经济合理性进行审核。本项目纳入无纸化申

请范围，依托单位完成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的逐项确认后，应于申请材料提交

截止时间前通过科学基金网络信息系统上传本单位科研诚信承诺书的电子扫描

件（请参照《关于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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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执行），并在线提交本单位项目申请清单，无需提供纸质材料。ISIS 系统

在线申报接收期为 2021年 2月 22日至 2021年 5月 19日 16时。 

项目获批准后，将申请书的纸质签字盖章页装订在《资助项目计划书》最后，

一并提交。签字盖章的信息应与电子申请书严格保持一致。 

注： 请申请人严格遵照本项目指南的各项要求填报申请，不符合上述要求

的申请将不予受理。如有疑问，请致电项目联系人。 

五、结果公布 

2021 年 7 月将在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门户网站国际合作栏目中公布审

批结果。 

六、联系方式 

中方联系人：申 洁 

电 话：010-6232 7017 

Email: shenjie@nsfc.gov.cn（请联系此邮箱咨询欧方联系方式） 

中方申请人在线填写申请书过程中如遇到技术问题，可联系 ISIS 系统技术

支持。 



电话：010-6231 7474 

  

附件：1. 同意接收中国研究人员的欧盟项目清单 

   2. 接收函范本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国际合作局 

2021年 2月 22日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项目指南 

（摘自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网站） 

为进一步完善科学基金人才资助体系，充分发挥科学基金引进和培养人才的

功能，吸引海外优秀青年人才回国（来华）工作，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

下简称自然科学基金委）自 2021 年起，设立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海外）。 

一、项目定位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旨在吸引和鼓励在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方

面已取得较好成绩的海外优秀青年学者（含非华裔外籍人才）回国（来华）工作，

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性研究，促进青年科学技术人才的快速成长，培养一

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为科技强国建设贡献力量。 

二、资助模式 

1. 资助强度：100-300万元。 

2. 资助期限：3年。 

三、依托单位 

已在自然科学基金委注册的依托单位访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依

托单位系统，填写相应信息后，可以直接申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

尚未在自然科学基金委注册的单位应当访问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依托

单位系统，提出登记申请，经审核批准后，可以申请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

外）。系统将于 2021年 2月 22日以后开放。 

四、申请人条件 

1.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的申请人应当具备以下条件： 

（1）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法规，具有良好的科学道德，自觉践行新时

代科学家精神； 

（2）出生日期在 1980年 9月 1 日以后； 

（3）具有博士学位； 

（4）研究方向主要为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等； 

（5）在 2021 年 4 月 30 日前，一般应在海外高校、科研机构、企业研发机

构获得正式教学或者科研职位，且具有连续 36 个月以上工作经历；在海外取得

博士学位且业绩特别突出的，可适当放宽工作年限要求； 

http://www.nsfc.gov.cn/Portals/0/fj/fj20210222_01.xlsx
http://www.nsfc.gov.cn/Portals/0/fj/fj20210222_02.docx


（6）取得同行专家认可的科研或技术等成果，且具有成为该领域学术带头

人或杰出人才的发展潜力； 

（7）申请人尚未全职回国（来华）工作，或者 2019 年 9月 1日以后回国（来

华）工作。获资助通知后须辞去海外工作或在海外无工作，全职回国（来华）工

作不少于 3年。 

2. 限项要求 

（1）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执行《2021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

目指南》中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限项要求，同层次国家人才计划只能申请或

承担一项，不能逆层次申请。 

（2）当年申请或正在承担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不得申请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海外）。 

五、申报说明 

（一）申请人注意事项 

1. 符合条件的申请人，可按照项目指南要求，与依托单位签订工作合同或

者意向性协议，于 2021年 3月 22日以后登录信息系统，在线填写《国家自然科

学基金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申请书》（以下简称申请书）。申请人对

所提交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 

2. 申请人应当按照申请书填报说明和撰写提纲的要求用简体中文或英文在

线填写申请书，并上传附件等材料。 

3.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实行无纸化申请方式，申请人在线提交

电子申请书及附件、公正性承诺书等材料至依托单位，由依托单位审核后在线提

交自然科学基金委。 

（二）依托单位注意事项 

1. 依托单位应认真组织申请工作，并保证申请材料的真实性、完整性及合

规性。 

2. 依托单位应在规定的项目申请截止日期（2021 年 4 月 30 日）前提交本

单位电子申请书及附件材料。 

3. 依托单位提交电子申请书时，应通过信息系统逐项确认，签署承诺后提

交至自然科学基金委。 

六、联系方式 

联系人：张韶阳 雷蓉 

联系电话： +86-10-62329133  62325562 

信息系统技术支持（信息中心）：+86-10-62327021 

七、相关链接 

1.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海外）依托单位系统链接 

https://isisn.nsfc.gov.cn/egrantweb/index?netf=selorgtype 

2. 项目申请信息系统链接 

https://isisn.nsfc.gov.cn/ 

 

 

 

 

学术会议 



第五届全国非定常空气动力学学术会议征文通知（第二轮） 

各有关单位专家： 

根据中国力学学会流固耦合力学专业委员会的年度工作计划，为发挥各高等

院校、科研院所的专家群体作用，加强非定常空气动力学领域内的学术交流和人

才培养，进一步推动深化研究工作，将因为新冠疫情影响而延后举办的第五届“全

国非定常空气动力学学术会议”，拟定于 2021 年 4月中旬在江苏扬州召开。 

本届会议由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扬州协同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承办。会议将

集国内从事和关注非定常空气动力学领域的专家学者和界内人士于一堂，广泛开

展学术交流，共同促进专业领域的创新和发展。诚邀国内从事非定常气动力领域

和相关交叉学科领域研究的各专家学者、在校研究生等踊跃投稿并参加会议。 

一、征稿范围 

*  非定常空气动力学的新原理、新概念、新方法研究 

*  非定常气动力建模技术 

*  非定常数值模拟方法 

*  非定常仿真技术 

*  非定常试验理论和方法 

*  动态气动力风洞试验技术 

*  流动显示与控制技术 

*  其他非定常流动相关问题 

凡符合上述会议内容及要求的论文、综述等均可赐稿。 

二、征稿要求 

1. 探讨会拟出论文集。论文要求如下 ： 

(1)    论文内容与会议主题相符，概念清楚，观点鲜明，内容详实，能反

映作者近期的研究进展和成果。 

(2)    稿件内容完整，包括标题、作者、单位及通讯地址、摘要、关键词、

正文、参考文献、作者简介等。全文一般不超过 6000字。 

(3)    请自留底稿，会议组一般不退还来稿。 

(4)    论文以“word”文档保存，具体格式参照会议论文格式要求（见附

件）。 

2. 保密审查证明： 

论文内容请勿涉及国家秘密。论文需经第一作者所在单位保密部门审查，提

交论文全文时须随文附所在单位出具的保密审查证明。未经保密审查的论文不予

录用。 

三、征稿日期 

1.论文摘要截止时间 

2021 年 2月 28日之前提交详细摘要（汇编纸质论文集）。 

2.论文摘要截止时间 

2021 年 3月 15日之前提交论文全文（光盘版论文集，优秀论文推荐相关期

刊）。 

3. 论文录用通知 

2021 年 3月底寄发论文录用通知。 

4. 论文修回时间 



2021 年 4月 10日前返回修改论文，以便会议前印制纸质论文摘要集和刻录

全文光盘。 

5.论文提交方式 

投稿人在指定日期之前将个人信息（含联系方式）、论文摘要与全文、保密

审查证明发送到邮箱 unsteady5th@ sina.com（请注明：第五届非定常流会议征

稿-个人姓名-单位）。 

四、联系人 

会议联系人： 宗宁 手机：18602490586 

会议秘书：李秀凤 手机：15705278601 

五、其他 

会议具体时间另行通知。 

 

附件：议论文格式要求 

 

中国力学学会流固耦合力学专业委员会 

沈阳飞机设计研究所扬州协同创新研究院有限公司（代章） 

二 O二一年二月七日 

 

 

 

 

招生招聘 

Fully funded PhD Positions at UBC, Vancouver  

Two fully funded PhD positions are available in my research group at UBC, Vancouver in the 

area of mechanics of architected and fibrous materials. Interested candidates with skills  in 

computational mechanics and interest in experiments are encouraged to apply to UBC and 

contact me with their CV, research statement, and a sample research publication. More 

details are available at  http://blogs.ubc.ca/mechanicslab/ 

 

 

Professor (Chair)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University of Limerick 

The University of Limerick (Ireland) is seeking candidates for the position of Professor of 

Aerospace Engineering. 

Salary Scale: €120,262 - €154,506 p.a. 

Areas of specialisation sought:Flight dynamics, aerospace control systems and/or aerospace 

vehicle design (“aerospace” here means spacecraft or aircraft, including UAVs and/or 

drones). 

http://www.cstam.org.cn/static/file/20210209/20210209155234_389.doc
http://blogs.ubc.ca/mechanicslab/


Further information for applicants and application material is available online from: 

http://www.ul.ie/hrvacancies/. 

Informal enquiries regarding the post may be directed to: Prof Jeremy Robinson, Head of 

School of Engineering, Jeremy.Robinson@ul.ie. 

The closing date for receipt of applications is Tuesday, 6th April 2021. 

Applications must be completed online before 12 noon, Irish Standard Time on the closing 

date. 

 

 

学术期刊 

《 工程力学》 

 2021 年第 3 期 

 

基于有限元模型修正的土木结构损伤识别方法 

翁顺, 朱宏平 

基于能量等效原理的金属材料硬度预测方法 

张志杰, 郑鹏飞, 陈辉, 蔡力勋 

基于无人机与计算机视觉的中国古建筑木结构裂缝监测系统设计 

杨娜, 张翀, 李天昊 

钢板-高延性混凝土组合低矮剪力墙抗震性能试验研究 

邓明科, 刘俊超, 张阳玺, 刘海勃, 景武斌 

剪跨比对 CFRP 加固无腹筋混凝土梁剪切破坏及尺寸效应的影响研究 

金浏, 夏海, 蒋轩昂, 杜修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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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自中国科学报） 

在全球当前复杂多变的背景下，科技创新能力在支撑国家发展、保障国家安

全方面发挥的作用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肯定。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把科

技自立自强作为国家发展的战略支撑。 

科技界当知这份倚重的意涵与分量，每一位有责任感的科技工作者都应备感

责任与压力，容不得半点推诿与搪塞。 

遗憾的是，在“科技味道”如此浓重的时代氛围下，近年来不断通过网络曝

光、持续撩拨公众敏感神经的学术不端行为的发生就显得分外刺眼。前有梁莹学

术不端、翟天临被曝抄袭，后有张裕卿被曝造假。 

学术不端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喧嚣吵嚷之中不断冲击着科研诚信的底

线。 

科研诚信是科技工作者的安身立命之本。近日，国家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

联合工作机制对有关论文涉嫌造假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及随后的“饶毅举报”事

件再次引发网络热议。在尘埃落定之后，有必要深入探讨科研诚信建设长效机制

的命题。 

毋庸讳言，我国科研诚信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积极进展。 

杨卫院士将其总结为“六大战役”：始于 2000年的学术不端举报制度，2005

年确立的不允许一稿多投原则，2007 年开始的论文查重检测，2011 年开始的科

学道德和学风宣讲，2015年实施的发表论文“五不准”和 2017年开始实施的对

撤稿论文的联合调查与惩戒。 

在此过程中，相关部门、科研机构与高校相继出台了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文

件和调查处理规则。 

然而，问题的另一面似乎更应该引起人们的警醒。 

朱邦芬院士用两个“史无前例”描述了当前我国科研诚信的隐忧： 

一是随着社会整体大环境的急功近利倾向与道德水准滑坡，拥有各种学术头

衔带来的利益与学术不端行为低风险之间的反差，导致我国科研不端行为的涉及

面之广及严重程度史无前例；二是由于国家科技投入大幅增加以及互联网自媒体

传播广、速度快等特点，人们对科研诚信的关注史无前例。 

在如此境况之下，以霹雳手段严惩学术不端进而构建起科研诚信的长效机制

无疑成了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愿。 

以 2017 年对“107 篇论文撤稿事件”的处理为契机，在国家科研诚信建设

联席会议的统一协调下，第一次实现了对引发舆论风暴的科研诚信案件的联合调

查和统一查处。 

2018 年，中办、国办高规格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

意见》这一指导性文件，对科研诚信问题提出了“全覆盖、无禁区、零容忍”的

基本态度和治理原则，在制度设计上将科技监督与诚信建设相结合，确立了自上

而下、覆盖全面的科研诚信建设的责任体系。 

2019 年 10 月，经科研诚信建设联席会议审议通过，科技主管部门颁布了《科

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规则（试行）》，形成了科研诚信案件调查处理的统一规则，

相关重大案件的联合调查制度与工作机制得以确立。 

日前，舆论对联合工作机制的案件通报的关切表明，在我国迈向自立自强的

科技强国之路的时代挑战下，科技界和全社会对“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

的认知更为明确。但客观地讲，科研诚信建设任重道远。 



从整体上看，我国尚未形成具有公信力的、体系化的、成熟的学术诚信治理

体系，科研管理者在处理学术诚信问题时也是摸着石头过河。 

同时，由于我国科学共同体成长的时间较短，自查、自纠、自净以及在科研

诚信建设中的作用尚未得到充分发挥，一些科学家的求真态度、学术荣誉感、科

研诚信意识和科学道德自律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 

这也是学术诚信事件的揭发过程时常出现纷争，事件处理结果公布之后大家

总莫衷一是的重要原因。 

2019 年，国家出台了《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

意见》。相比之下，此文件以弘扬科学家精神为统领，在科研诚信建设的治本之

策上无疑跨出了历史性的一步。“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 

试想，如果每个科技工作者基本能做到文件倡导的“大力弘扬胸怀祖国、服

务人民的爱国精神，勇攀高峰、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追求真理、严谨治学的求

实精神，淡泊名利、潜心研究的奉献精神，集智攻关、团结协作的协同精神，甘

为人梯、奖掖后学的育人精神”，何来学术不端事件和科研失信现象的发生？ 

营造风清气正的科研环境，构建良好的科研生态，营造尊重人才、尊崇创新

的舆论氛围，公众期盼的这些目标实现起来自然就指日可待了。 

回顾百年历史，中华民族历经了从科学救国、科教兴国到科技强国的伟大历

程。 

一方面，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为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福祉；

另一方面，伴随着现代化所产生的诸多问题也提出了更多的应用需求，反过来给

科技界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压力与挑战。 

在积极肯定科学的工具价值与实用效益的同时，我们也应看到由此催生的狭

隘科学主义和功利主义盛行所产生的负面影响，科研失信和学术不端则是其典型

表现。究其根本，则是科技界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双重缺失，背离了科学发展

的初心。 

科学精神是科学的灵魂，以求实和创新为其核心诉求，是现实可能性和主观

能动性的结合。 

其中，现实可能性来自对客观性的追求，主观能动性则体现为强烈的创新意

识，二者共同构成了严谨治学的求实精神和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等科学家精神的

灵魂。科学精神内涵极为丰富，不断发展演化，科技哲学专家刘大椿将其概括为

理性信念、实证方法、批判态度和试错模式。 

人文精神是以崇高的价值理想为核心，以人本身的发展为终极目的，是一种

普遍的人类自我关怀的精神，亦是爱国精神、奉献精神、协同精神、育人精神等

科学家精神的初衷所在。 

作为整个人类文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科学活动，其精神核心自然也应该

是人文精神。很多资深科学家在晚年闲暇思考时，都不约而同地强调人文精神对

于中国科学发展的重要意义。 

从宏观角度看，现代科学发展带来的不仅仅是物质财富，同时也在丰富着人

类的精神世界和拓展其认知边界。 

一些专家明确提出，离开人文精神的科学精神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精神，

离开科学精神的人文精神也是不完整的人文精神。要发展好科学，科学家个体最

理想的人格，就是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的高度融合。 

反过头来再仔细研读《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

见》一文，从新时代提倡的科学家精神的表述中，不难体会学界提倡的科学精神



和人文精神相互融合的要义，而“严守科研伦理规范，守住学术道德底线”等经

过推敲的具体表达，无不折射出鲜明的时代特征。 

正如一些具体学术不端事件的处理需要讨论，更宏观层面的科研诚信长效机

制的建设以及如何将弘扬科学家精神落到实处，同样需要公开讨论与理性争鸣。 

如何进行理性质疑、规范学术争鸣、区分学术分歧和不端指责？如何加强科

研管理和学术规范教育？如何完善科研失信惩罚与监督机制？如何更好地培育

严谨治学的优良学风？如何促使包括知名科学家在内的每一位科研人员提升专

业精神与学术荣誉感……这些都需要在科技界内部达成更加广泛的共识，最终形

成健康向上的科技创新氛围。 

有鉴于此，《中国科学报》从即日起开设“科研诚信建设大家谈”专栏，诚

邀广大科技工作者积极参与。联系邮箱：tougao@stimes.cn。 

 

 

 

 

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王大珩—— 

用科学的态度对待科学 

（摘自人民日报） 

2009 年 12 月，在中国光学科技馆论证会上，年过九旬的王大珩委托秘书恳

请与会者：请不要再叫我“中国光学之父”了。这不是王大珩第一次善意推辞。 

“我是时代的幸运儿。”王大珩常说，自己顶多是中国光学事业的奠基人之

一。在他看来，自己所做的工作，都是在国际形势的大环境中、在国家建设需求

的促进和推动下完成的，并不是个人的功劳。 

1948 年，王大珩满怀报国之志回国。当时，国内想制造光学精密科学仪器，

却拿不出制造它的材料——光学玻璃。 

一切从零开始。1951 年，王大珩受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这是中科院

长春光学精密机械与物理研究所的前身。两年后，这里成功熔制出第一炉光学玻

璃，结束了我国不能制造光学玻璃的历史。 

1956 年，制定《1956年至 1967 年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时，王大珩

提出中国要做自己的电子显微镜，苏联顾问认为难度太大，规划时间内中国做不

出来，如果要用，可以向苏联买。中科院领导来询问，王大珩拍着胸脯回答：“做

得出来！”短短数年，他带领团队相继研制出了史称“八大件一个汤”的代表性

成果（“八大件”指 8种光学仪器，“一个汤”指融化态光学玻璃），奠定了我

国国产精密仪器的基础。 

1964 年，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其中有王大珩和同事们研制的大型

光学测试仪器的贡献。1970 年，“东方红一号”卫星发射成功，他和团队研制

的对地观测相机，带回了清晰的地面图像。1980 年，我国完成南太平洋发射远

程运载火箭试验，他参与了船用电影经纬仪和船体变形测量系统的研制任务…… 

谈起科研秘诀，王大珩总是说：“老老实实地用科学的态度来对待科学。”

回国 60 多年，王大珩很少发表论文，而经他审定的文章、报告、讲义却车载斗



量。说到新中国光学发展史，谈起别人的贡献他如数家珍，提到自己时却总是轻

描淡写。 

1986 年 3 月，王大珩获悉美国“星球大战”计划后，当即联合王淦昌、陈

芳允、杨嘉墀给邓小平写信，提出要紧跟世界先进水平，发展我国的高科技。这

封信得到了中央重视，批准实施了国家高技术研究发展计划（“863计划”），

有力推动了我国高技术的进步。 

退休后，王大珩也没有闲着，一直为发展高科技奔走呼号，提出成立中国工

程技术科学院的提案，建议国家重视对大型飞机的研制……他说：“科技人员是

有祖国的，他为祖国谋利益而受到人民的尊重。” 

2011 年 7月 21日，王大珩先生在京逝世，享年 96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