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那些不经意的细节，恰是科学精神在闪光
对于在场的所有科学家而言，今年的论坛都是一场让人毕生难忘的科学盛宴

昨天开幕的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对于在场

的所有科学家而言，都是一场毕生难忘的科学盛宴。

一场论坛开幕式， 光今年的新科诺奖得主就来了三

位，他们齐刷刷现身、做报告；此外，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主席罗杰·科恩伯格和著名华裔物理学家朱棣文两位诺

贝尔奖得主也依次发言。 当然， 与台上 “星光” 相辉映

的， 是在台下端坐着聆听报告的 50 多位世界顶尖科学

家……

大师们谈的不仅仅是前沿科学动态， 他们言谈举止

中、那些在不经意间透露的细节，更是对科学精神的最好

传播和体现。

正如不少与会的青年科学家所言， 昨天的论坛不仅

是学术盛会，更是一次言传身教：科学研究没有国界，科

学家为了探索未知世界而付出的努力是无尽的， 但一切

科学探索都应遵循严格的规范。

闭门造车就能领先？ 那是错的！

“没有一个国家可以对科学实行垄断。 在欧洲、北美

洲、亚洲……科学家们经常在一起工作，分享奇思妙想。”

昨天上午的论坛开幕式上， 担任大会主持人的朱棣文所

作的一番总结陈述，让在场的所有顶尖科学家动容。

很多载入科学史上的重大发明， 都是全世界科学界

通力协作、 凝聚多方智慧的成果。 朱棣文说， 科学研究

本身就具有国际化属性， 一位科学家的重要发现， 往往

可以成为另一位科学家的灵感。 “如果认为闭门造车就

可以领先别人， 那是错的！ 科学研究， 有合作性， 也有

竞争性。”

真正的科学进步是怎么来的呢？朱棣文直言：科学家

们正是通过分享他们经由激烈竞争而获得的新发展，将

科学向前推进。

包括科恩伯格在内，很多诺奖得主都达成共识：科学

研究没有国界，只有合作交融，才能推动科学的发展。

朱棣文还以自己的亲身经历， 鼓励年轻的科学家。

“请相信，你付出更多、分享更多，也会收获更多。”他回忆

说，自己在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的研究工作，就处于十分

激烈的科学竞争中。在当时召开的一次学术会议上，有人

号称自己发现了实际激光冷却温度比理论预言得要低很

多。于是，朱棣文就和这位学术上的竞争伙伴在午餐时进

行了交流，而仅仅一个月之后，他俩分别取得了突破性的

发现。朱棣文也因为这一成果获得了 1997 年诺贝尔物理

学奖。

科学大咖们，所言不虚。 此次与会的青年科学家、北

京大学物理学院助理教授杨晓菲曾在欧洲核子中心访学

两年。 这家国际知名研究机构的科研人员来自全球 100

多个国家， 有时一个实验往往就有十几个国家的科研人

员参与。科研人员之间不仅分享各自的最新思考，有时也

分享各自的生活，灵感常常在不经意间迸发。 “身为一名

科研工作者，必须懂得与别人交流，尤其是跨界交流会让

人脑洞大开。 ”杨晓菲说。

演讲 PPT 的标注，折射诺奖得主
对学术极其严谨

昨天的论坛报告环节， 有一个细节让很多科学家印

象深刻。 201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威廉·凯林

的演讲时间只有短短 15 分钟，但是，当他介绍到自己成

果时，却先后两次强调“我是利益相关方”。而对于使用他

的成果研发新药的一些积极评论，他也进行了特殊处理。

昨天演讲中，当凯林介绍，美国有 200 万至 400 万人

患有贫血症，而他研发的 HIF 稳定剂被视为很有前景的

贫血治疗新方案时， 他特地在 PPT 中标注 “利益相关

方”，因为这一成果正被药厂用于研制新药。接着，当他介

绍这一成果在进行了改造，又用于肿瘤免疫新药研制时，

他也同样在 PPT 中标注出了他是“利益相关方”。 此后，

在谈及他的新药临床实验的效果时， 他展示了一些评论

和数据，但是他却对它们做了处理，遮住了评论和数据的

来源。 他直言，收集的这些患者的评价虽然是真实的，但

并不是官方评论，即便是说他的新药疗效好，也只是有参

考价值。

同在一个会场， 日本脑科学家三木胜彦对凯林的表

现作出很高评价。他告诉记者，科学家的研究接受过来自

企业的支持或赞助，理应标注利益相关。尤其是像生物医

药这类与大众密切相关的成果， 须注明每一个有可能影

响公信力的细节。

“但是，在面向公众的学术报告中作出如此明确而清

晰的标注，这并不多见。”三木胜彦说，凯林对待学术的严

谨可见一斑，他恪守学术规范，为今天的年轻科学家作了

极好的示范。

即便拥有聪明的头脑， 长时间的
积累仍是成功的“标配”

而在 2019 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米歇尔·马约尔的

演讲中，他对天文学的浪漫阐释，让很多同行听得如痴如

醉。这位发现行星踪迹的科学家，在演讲中不经意间透露

的细节，也打动了很多人。

马约尔说，他发现第一颗太阳系外的行星，积累了整

整 10 年的数据。 正是这一发现，开辟了天文学研究的一

个新方向。 其后，科学家们用他的观测方法，发现了大约

4000 颗行星， 让人们相信 “也许在宇宙中我们并不孤

独”。正是这一发现，使他获得了今年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英国皇家学会会士、菲尔兹奖得主蒂莫西·高尔斯在

接受记者采访时说， 大多数重大发现看似是科学家灵光

乍现的产物，其实在此之前，这些“聪明的头脑”已经付出

了大量精力、长时间的勤奋工作。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聚集着如此之多的诺奖得主，

他们从事的研究课题，同时期有很多科学家也在做，但是

胜出、获奖的是他们。 也许，长期的积累与坚持是一个重

要原因。 ”正如一位与会青年学者所感言，有些人比你聪

明，还比你努力，成功的不二法门，就是坚持到底！

■本报记者 姜澎 李晨琰

论文数据“臃肿”虚假繁荣，
伤害的是科学的本源

专访2019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威廉·凯林———

“严谨也许不会使人感到愉悦， 但是却能让成果经得

起考验 。” 昨天 ， 2019 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威

廉·凯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不改他不苟言笑的神情。

这位新科诺奖得主在接受论坛邀请时， 还是拉斯克奖

获得者———这是基础医学领域最高荣誉之一 ， 素有诺奖

“前哨站” 之称。 就在他来参加论坛之前几周， 诺贝尔奖

的桂冠降临在了他的头上！

然而， 这位诺奖得主曾经被认为是个 “学渣”。 凯林

告诉记者， 他觉得这是自己经历过的最大挑战。 大学期

间， 当他憧憬着成为一名科学家时， 却无论如何也完成不

了导师给他的一个课题。 他的导师非常生气， 给了他一个

很差的成绩， 甚至说： “你的未来， 将会在实验室以外！”

时隔多年， 他回想起这件事只有一个感受： “我非常庆幸

当时自己没有摇摆不定， 没有改变人生目标。”

在他的科研生涯中， “严谨” 被他看作是最重要的态

度。 他认为， 所有的科学家都应该以十分严谨的态度对待

自己的发现， 尽力去追求自然界的真相。

正是这种较真的态度， 使得凯林对于科研领域， 尤其

生物医学领域内的一些不良风气难以容忍。 2017 年， 他

在 《自然》 杂志发表文章， 提出 “论文需要简化结论与主

题， 以更稳健和可靠的数据使论文更加可信”。

昨天， 再次谈及这一问题， 凯林说： “我觉得很遗

憾， 科学研究现在变得压力重重， 我觉得应该给它减减负。”

迫于发表论文的压力， 一些科学家往往会 “堆砌” 科研数

据， 使论文看上去更像那么回事儿。 比如， 发现一种新

的现象， 当然需要从多个途径去求证它， 但不能为此

而堆砌数据。 因为 “科学仪器的发展， 让获得大量实

验数据变得容易。 但那些看上去 ‘多途径求证’ 的

成果， 以及目前科学论文的数据 ‘臃肿’ 所造成

的虚假繁荣， 最终会伤害科学的本源， 更使得科

学家自己迷失科学探索的真正目的”。

昨天的青年论坛是凯林最期盼的 。 “我

给年轻人的第一条建议是， 尽力与最聪明的

人共事。” 他回忆自己的年轻时代， 成长最

快速的时期， 其实是置身于有很多优秀的

老师、 同事、 学生的环境中。 “他们比我

更聪明、 更努力 、 更博学 ， 他们会让我

觉得自己不再是最聪明的那个人， 他们

会不断推着我前进 ， 让我想要跑得更

快。”

凯林给青年科学家的第二个建议

是， 千万不要懈怠， 要不停敦促自己

向高处攀登———必须要找一个好的学

校 、 好的实验室 ， 然后做最好的工

作 ， 这样你会发现下一个更高的台

阶又会出现在你面前。

上海的“速度”和“温度”，
将成就科学的“高度”

专访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主席、2006年诺贝尔
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

上海临港 ， 滴水湖畔 ， 65 位世界顶尖科学家齐聚一

堂。 昨天， 第二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开幕， 在众多科学

大咖中， 记者见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世界顶尖科学家

协会主席、 200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恩伯格。

“一年前， 我参加了第一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 这

次会议办得非常成功。” 在科恩伯格的眼中， 虽然论坛今年

才办到第二届， 但是在全球科学界已经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力， 受到多方关注。 他直言， 自己能参与第二届世界顶尖

科学家论坛， 深感荣幸。

科恩伯格认为， 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举办的目的主要

有两个： 一是给全球年轻科学家更多的支持和提携； 二是

支持基础研究的发展。

“科学是无国界的 ， 国际化合作非常重要 。 在前沿

领域探索 ， 已经没有人能单靠一个人的力量 、 靠单打独

斗取得成功， 很多重大发现都建立在彼此合作之上。” 他

表示 ， 当今科学发展正呈现出多点突破 、 交叉互融的基

本格局 。 这样的发展趋势 ， 使得开放 、 协同和共享的合

作不但是人类应对未来诸多挑战的基础 ， 更是推动科学

发展的前提 。 “科技创新活动将不再仅仅局限于成建制

化的单向推动 ， 它将更多来源于世界范围内各个社会单

元的碰撞 、 汇聚 ， 来源于各个不同层面的科创参与者之

间的互动。”

科恩伯格特别关注中国的科研情况。

“我非常愿意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把

掌声献给一些杰出的中国科学家们。”

让他印象深刻的一项研究成果是， 中

国科学院院士饶子和教授领衔的团队

在不久前刚刚解析了非洲猪瘟精细三维

结构。 这让他明显感受到， 中国作为世

界科技方阵的一支重要力量， 正发挥着

越来越大的作用， 并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

体的旗帜下承担起越来越重的责任。

在接受记者采访时， 科恩伯格还特别提

到了青年科学家。 “我很高兴在今年的论坛

现场看到那么多全球杰出的年轻科学家， 他们

来到这里一起愉快交流， 这就达成了我们举办

论坛的最初目的。” 科恩伯格说， 青年科学家代

表着科学的美好未来， 他们身上承载着人类应对未

来挑战的 “力量源泉”。

“如果说去年第一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的成功举

办，让我们见证了中国、见证了上海的‘速度’，那么今年

这一届论坛，则让我们感受了上海‘温度’。有这样的‘速度’

和 ‘温度’， 我们完全可以预见上海在未来可能达到的科学

‘高度’。 ”科恩伯格坚信，今年的论坛能再创辉煌，这将是世

界一流科学家的一次美好聚会，更将是载入科学史册、值得

大家记忆的一页。

年轻时“傻”一点，
科研生涯或许更长更精彩

专访 2015 年图灵奖获得者马丁·赫尔曼———

“无论是在硬件设施上还是在科研上，中国近年来对科

研的投入，尤其是基础研究的投入很大，这展示了中国提升

原始创新能力的强大意愿，让人非常欣喜。 ”2015 年图灵奖

获得者、 密码学先驱马丁·赫尔曼昨天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

直言，未来中国原始创新能力的提升，关键取决于今天的年

轻一代科研工作者的表现。“年轻人要记住一点：高质量的原

创成果，往往是从一些听上去很傻的想法开始的。 ”

“对科学家来说， 最糟糕的事情莫过于到了自己整个

研究生涯临近尾声的时候， 发现自己没有实现最初的目标，

成果乏善可陈。” 赫尔曼不由地说起自己的经历： 他最有成

就的工作大约是在 30 岁时进行的， 但这项工作被认可则是

在整整 40 年之后。 其实， 当他最初决定要从事公钥密码学

研究时， 身边的同事都觉得他的研究很 “傻”。 而事实上，

正是这个看起来很 “傻” 的研究让他 “笑” 到了最后， 摘

得了图灵奖。

“从我的经历中， 其实可以看到科学研究中的一个悖

论———年轻人往往有创新的激情和活力， 喜欢钻研新东西，

而年长的科学家则有更多的经验和来自经验的智慧。”如今，

年逾七旬的赫尔曼经常被问及如何才能做出一流的成果，而

他的答复始终如一：越年轻，越要保持一点“傻”劲。

“如果周边的人听说你的研究课题后， 都认为你在做

一件听上去很疯狂甚至有点傻的事情， 那么恭喜你， 或许

你走对了路， 你大可以回答他 ‘谢谢你， 这是你对我最好

的赞美’。” 事实上， 赫尔曼做过一个有趣的

调查： 不仅他是因为保持 “傻” 劲而在科研

上实现突破的， 很多世界顶尖科学家都有类

似的定力和魄力。

“有一次，我有幸受邀去参加一个有不少

诺奖得主参加的会议，于是先后问了五位诺奖

得主，当初决定要开启自己的工作时，周边人

如何评价。结果，五个人中有四个人

说，别人说我太傻了！”所以，对于刚

刚起步不久的青年科学工作者，赫

尔曼的建议是：请尽量让自己“傻”

一点。这可能就意味着，你的科研生

涯会很长、很精彩。

■本报首席记者 许琦敏 记者 金婉霞

■本报记者 李晨琰

■本报记者 樊丽萍

威廉·凯林

本报新媒体中心 张挺摄

罗杰·科恩伯格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马丁·赫尔曼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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