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如火如荼的“大科学”会淹没“小科学”吗？
在未来国际大科学论坛上，大咖们各抒己见

“我是大科学计划的批评者， 而不是倡

议者 。” 200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科

恩伯格开篇第一句， 就点燃了昨天世界顶尖

科学家论坛之 “未来国际大科学论坛 ” 的

“硝烟”。

从欧洲核子中心、 同步辐射装置、 激光

干涉仪引力波天文台 （LIGO）， 到人类基因

组计划、 酿酒酵母基因组合成计划， 以及各

国纷纷推出的脑科学计划， “大科学” 正变

得越来越热火朝天。 然而， 科恩伯格给 “大

科学” 泼下的 “冷水”， 却赢得了不少与会科

学大咖的赞同。

对于人类未来而言， 以自由探索、 个人

发现为特征的 “小科学”， 与协同攻关、 投入

巨大的 “大科学”， 到底哪个更重要？

贡献之争
人类重大发现都来自“小科学”

“历史上很多改变世界的重要发现 ，

并非来自大科学计划 ， 而是来自个人的发

现。” 科恩伯格列举出一个个令人

耳熟能详的实例 ： X 射线 、

抗生素 、 无创影像 、

基因工程……他

还 提 到 ，

有些耗费巨资的大科学计划最后甚至不了

了之 ， 并未获得多少有意义的成果 。 反而 ，

在计划推进过程中 ， 参与其中的一些科学

家意外获得的灵感和点子 ， 带来了一些重

大进展 。

不过， 因为发现引力波而获得 2017 年诺

贝尔物理学奖的巴里·巴里什却并不这么认

为 。 很明显 ， 耗资数亿美元 、 历时四十年 、

参与项目的科研人员数以千百计的 LIGO 项

目， 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大科学项目。 谁也

不能否认， 引力波的发现为人类探索宇宙打

开了一扇新的大门， 对人类未来影响之深远，

是我们现在所想象不到的。

那是科恩伯格错了吗？ 其实， 他所批评

的 “大科学计划” 更多指向各国政府出于对

科技创新的迫切需求而设立的 “庞然大物”。

过去几十年， 科技创新已成为推动人类社会

发展的巨大推动力， 尤其是颠覆性技术的出

现， 往往会带来划时代的变革， 也成为各国

实力此消彼长的关键。

“怎样获得更多科学发现”， 恐怕已成为

世界各国最关心的问题之一。 那么， 高投入

的大科学计划就能确保更多的科研产出吗 ？

科恩伯格给这种想法 “泼” 了一瓢 “冷水”：

科学发现本身就不是能够计划和预测的 ，

“那是一个偶然的几率事件， 我们只有去碰运

气。 这需要成千上万个年轻聪明的人， 让他

们追随兴趣自由探索， 最终总会有重大科学

发现诞生， 从而改变科学的进展， 提升整个

人类的生存现状”。

概念之争
团队攻关与自由探索是否矛盾

人类到底需不需要“大科学”？ 其实，几乎

每一位登上演讲台的顶尖科学家都曾经或正

在发起、 参与大科学计划：2011年沃尔夫农业

奖得主哈里斯·李文于去年发起了 “地球生物

基因组计划”， 希望在十年内完成真核生物的

基因测序；中国科学院院士蒲慕明正在酝酿国

际“全脑介观神经联接图谱”计划；2013年诺贝

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迪·谢克曼也在着手

组建一个攻克帕金森病的全球研究网络。

有意思的是，这些科学界的领军人物在发

出携手科研、联合攻关的号召同时，仍在强调

基于好奇心的自由探索的重要性。 兰迪·谢克

曼并不认为自己发起的是“大科学”计划：“我

们想邀请全球研究者共同合作，来搞清楚这个

疾病的机制。 除了研究帕金森病的年轻学者，

还有与之相关领域的各种人才，共同来解开帕

金森病的谜团。 ”

如果全球合作不算“大科学”，那什么才算

呢？ 按照科恩伯格定义中的“大科学”，它指的

是目的明确、分工清晰的“工程性科研项目”，

而与之相对的“小科学”则是指源自个人好奇

心的自由探索。 因此，他并不反对政府投资建

造、运行昂贵的科学设施，因为它们超出了单

个实验室所能负担的范围，且此类大科学平台

确实为更多科学家参与并完成自由探

索，提供了极大便利。

科恩伯格在讨论中强调，他并非反对所有

的大科学项目， 而是希望科学界保持谨慎，不

要盲目发起大科学工程和计划，“有意义的大

科学项目才是我们未来可能的发展方向”。

机制之争
个人贡献淹没在团队之中

回到科研的现实世界中，“大科学”与“小

科学”带给科研人员，尤其是青年科学家的影

响也有着天差地别。

就以发表论文来看， 一篇来自大科学项

目的论文， 作者往往有上千人、 甚至几千人，

而且完全根据字母表排序， 无法从排名中区

分每个人的贡献大小。 “这就带来一个现实

问题。 如果一名年轻科研人员想要跳槽， 拿

着这么一篇论文， 如何向未来的老板证明自

己的能力？” 一位与会青年科学家说， “小科

学” 论文署名显著而清晰， 个人成就更容易

被同行认可。

对此，蒲慕明认为，现在科学所要面对的

挑战难度不断提升，需要发起全球性合作的科

研项目也将日益增加， 而且组织模式也

更为复杂。 要让国际大科学合作

顺利开展， 有些难题必

须解决———

首先是竞争与沟通、协作的关系。 身处科

学前沿， 科学家都希望能够第一个冲到终点，

但他们又迫切需要通过合作来解决人类共同

面临的问题，两者之间的协调与平衡需要有公

认的机制来保障。

第二，公平的技术和数据共享，以及功劳

分配。 “认可大型团队工作中每位科学家的贡

献，也是非常重要的。 ”蒲慕明提到，最近世界

各国的脑科学家正在酝酿一个“国际脑倡议”，

目前就“卡”在了功劳分配的问题上，“我们是

否要把个人成就和成绩作为评价科学家的唯

一指标呢？ ”

此外 ， 也有科学家提到 ， 需要分

清 “科学工具 ” 与 “科学研究 ” 之

间的界限。 建造 “工具” 时， 科

学家可以提出自己的需求， 却

未必需要深入参与———这

就好比下单定制一辆具

有特殊功能的汽车 ，

无 需 全 程 参 与 ，

只需把车开回

家即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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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昨天举行的未来国际
大科学论坛上， 红杉资本全
球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表达了
对科学的敬意， 并分享了两
则真实的投资故事。

第一则故事是， 当科学
家借助激光干涉仪引力波天
文台 （LIGO） 首次聆听到
引力波， 并于 2017 年获得
诺贝尔物理学奖时， 红杉资
本作为 LIGO 项目的长期资
助者之一， 收到了一封感谢
信： “稳定的资金投入， 对
这个漫长的研究过程发挥了
至关重要的作用。”

第二则故事则与今年的
诺贝尔经济学奖有关。原来，

红杉资本长期资助着这一诺
奖课题的研究， 第一笔资助
甚至可追溯到2008年。

“能够参与这些伟大的
发现， 让我每天的工作充满
喜悦与成就感。”在沈南鹏看
来， 科学创新与风险投资之
间有许多共同点，同时，科学
家与创业者、 企业家也有着
惊人相似的气质。比如，都需
要 “以大胆幻想为出发点”、

都需要“好奇心”、致力于“解
决人类未能解决的问题”“走
未曾走过的路”，而且都需要
“勤奋”。

“虽然现在的我对高深莫
测的科学并不太了解， 但我
小时候常去少年宫， 奥妙的
公式和理论给我留下了深刻
记忆。 ”沈南鹏说，正如世界
顶尖科学家论坛的主题 “科
技， 为了人类共同命运”，让
科学家发挥潜能、体现出创造
的价值， 让世界变得更美好，

正是投资界的价值所在。

因为爱妻，他决心和帕金森病再斗十年
诺贝尔奖得主谢克曼古稀之年“再出发”，联手全球科学家破解疾病本质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兰

迪·谢克曼，在69岁时启动了他职业生涯中一

场新的冒险———领导一个全球性帕金森病研

究项目。 鲜为人知的是，这次“重新出发”，很

大程度上源于一个很私人的因素。

在昨天举行的未来国际大科学论坛上，

谢克曼说，他的夫人生前患有帕金森病，于两

年前去世。不多久，谢克曼接到了领导全球帕

金森病研究的邀请。

帕金森病被发现至今，200年过去了。 尽

管人类在许多疾病的治疗上取得了极大进

展， 尽管科学界对健康和疾病本质的了解不

断深入，但对于帕金森病、阿尔茨海默病等神经

退行性疾病，医学依然无能为力。 谢克曼说，这

类疾病的病理学因素，“我们依然知之甚少”。

科学界的挫败感和疾病本身的挑战都在加

剧。谢克曼表示，一些大型药企对帕金森病的治

疗前景已失去信心，并开始撤资。 过去几十年，

科学界一直把帕金森病理解为一种单因素导致

的疾病， 并希望能发明出一种单一的特效药来

治疗它。 但这样的尝试至今无一成功。

与此同时， 受帕金森病威胁的人群却在急

剧增加。谢克曼现场展示的幻灯片上，可以看到

一根陡峭的曲线———1990年到2015年， 全球帕

金森病患者增加了1.4倍；未来二十五年，还将

再增加1.7倍。

谢克曼的夫人南希·沃尔斯曾长期受帕金

森病困扰，在抗争了二十年后，于2017年去世。

上周，恰好是妻子的生日，在昨天的论坛上，谢

克曼在演讲中也夹杂着自己特殊的感情。他说，

妻子的去世，促使他决定用十年时间，把帕金森

病的发生机制搞清楚。

从学术研究的 “最初一公里” 入手寻求突

破， 这是谢克曼与该项研究的资助者达成的共

识。 谢克曼说，这项研究的资助者塞尔吉·布林

也深受帕金森病困扰———他本人和母亲都是患

者，所以，其家族基金会决定将大部分资金用于

帕金森病研究。

当时， 大部分资金都想在治疗帕金森病药

物研发上“走捷径”，布林家族基金会也曾如此。

但两年前， 该基金会决定将资助重点从临床前

移到基础研究，以获得有助于“彻底解决问题”

所需要的知识。 谢克曼因此受邀，担任“帕金森

病科学联盟”咨询委员会主席。

目前， 谢克曼领导的联盟已绘就工作路线

图， 以彻底搞清与帕金森病相关的几个基本问

题。该项研究也希望识别帕金森病的一些前期症

状。 谢克曼说，在患者生病前十年甚至二十年，

就有可能展现出一些迹象，比如奇怪的微笑，或

是在睡梦中通过肢体动作把梦境演绎出来。

或许因为项目背后寄托着无数家庭的牵

挂，谢克曼说，联盟形成的所有论文将提供给所

有人免费阅读 ：“我们希望十年后写成一份报

告，帮助大家理解这种病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

十年内对所有真核生物完成基因测序
进化基因学家哈里斯·李文呼吁加快开展“地球生物基因组计划”

“地球上的真核生物虽然肉眼无法可见，却

足足有 1200 万至 1500 万种 ， 堪比天上的繁

星。 ”在昨天举行的未来国际大科学论坛上，进

化基因学家哈里斯·李文以一组数据开场。 随

后，他话锋一转：生物学发展了 300 多年，可科

学家只记录了这些“小东西”中的 10%，而其中

进行过基因测序的只有 0.3%， 仅 4000 种———

这意味着， 如果某种未被记录的真核生物突然

灭绝，人类甚至都不知道它们存在过。

于是，2018 年， 李文以工作组主席身份发

起了“地球生物基因组计划”。根据该计划，科学

家们将在未来十年内对所有真核生物进行收

集，并完成基因测序，最终希望重塑人类对生物

进化的理解。

为何需要了解这些“小东西”？李文认为，人

类只有不断增进对生物进化过程的理解， 才能

善待它们并且“为我所用”。 李文说：“目前 80%

的药物来自自然界，而非人工合成，其中最知名

的例子就是青蒿素。 如果我们能对剩下 99%的

真核生物进行测序，结果让人充满遐想。 ”

在全球物种加速走向灭绝的背景下， 把物

种的基因保存下来也具有重要意义。不过，李文

坦言，这一切都不会轻易达成。 对此，他援引了

一句名言作为结语：“我们之所以要做这件事，

不是因为它很容易，而恰是因为它的艰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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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 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之 “未来国际大科学论

坛” 上， 科学家们围绕 “小科学 ”

与 “大科学” 展开发言和讨论。

本报记者 叶辰亮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