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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善科技创新生态，培育科技创新“热带雨林”
杨逸淇

科技创新是“牛鼻子”。 我国拥有数

量众多的科技工作者、规模庞大的研发

投入，初步具备了在一些领域同国际先

进水平同台竞技的条件。 日前亮相第二

十二届工博会的很多创新技术成果就

是一个证明。 但同时，“卡脖子”问题仍

不少，支撑经济社会发展和民生改善的

科技“缺口”也不少。

如何加快解决制约科技创新发展

的一些关键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

出，关键是要改善科技创新生态。

科技创新生态是个“软环境”，却蕴藏

着“硬道理”。 当前，全球科技创新已从线

性范式、 体系范式演进为生态系统范式，

呈现出多样性共生、开放式协同的突出特

征。 这就意味着政府要培育科技创新的

“热带雨林”而不是“人工花园”。 在生态环

境完整的雨林中， 不仅有一些参天大树，

有丰富多样的植被、动物和昆虫，还有地

下盘绕相通的根茎和极大量提供营养的

细菌。 以此视角来看上海科创： 企业、高

校、 科研院所等各类创新主体 “大象起

舞”，科创板点燃中国经济“硬科技”引擎，

科创中心建设条例正式施行，上海科技期

刊创造“中国影响因子首超 20”……正是

有了这样的“生态”，使得我们对在今年形

成科创中心建设基本框架充满信心。

改善科技创新生态，激发创新创造

活力，要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 我

国面临的不少“卡脖子”技术问题，根子

是基础理论研究跟不上。 没有基础学科

“深蹲助跑”，就无法实现原始创新和技

术突破的“起飞跳跃”。 因此，增强创新

策源能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

创新中心，基础科学研究当成为上海主

攻方向之一。 去年 4 ?，市委书记李强

赴复旦大学调研时就表示，支持上海数

学中心建成世界一流。 基础学科建设的

关键，在于人；科技创新力的根本源泉，

在于人。 全部科技史都证明，谁拥有了

一流创新人才、 拥有了一流科学家，谁

就能在科技创新中占据优势。

那么，如何给科学家和科技工作者

搭建施展才华的舞台？ 如何让科技创新

成果源源不断涌现出来？ 关键是要通过

深化科技体制改革， 让科技创新生态系

统“阳光”更灿烂、“空气”更新鲜、“水”更

清、“天”更蓝。 用好改革这个关键一招，

体制机制上要“放”，让科技队伍蕴藏的

巨大创新潜能释放出来，让“我的科研我

做主”， 使有贡献的科研人员 “名利双

收”；在布局上要“谋”，瞄准全球科技前

沿，支持科学家勇闯“无人区”，聚焦集成

电路、人工智能、生物医药等关键领域，

围绕关键核心技术和“卡脖子”领域，不

断强化原始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

骐骥千里，非一日之功。科技创新生

态的改善也是一个累进的过程， 还需要

全社会共同努力。 咬定目标，久久为功，

把原始创新能力提升摆在更突出位置，

把科技自主权、 发展主动权牢牢掌握在

自己手中，充分发挥我们的制度优势，必

能走出适合国情的科技创新之路。

这部电影让人看见，中国人的古典诗心未曾退场
叶嘉莹唯一授权电影、文学纪录片《掬水月在手》10 月 16 日公映

现在还有多少人读诗，尤其是中国古

典诗词？导演陈传兴揣着这样的疑问。

10月16日， 叶嘉莹唯一授权电影、

文学纪录片 《掬水月在手 》将在全国艺

联专线上映。日前，影片在上海举行了点

映场。包括孙甘露在内，许多上海作家齐

赴这场大银幕的文学之约， 见一见高山

仰止的当代诗词大家、“穿裙子的士”。

映后对谈时，陈传兴忆及电影的缘

起，一番话说得曲折 。他希望通过叶先

生，让今天的人们看到中国诗词的源头

以及诗歌中流淌的生命 。“只是……如

何在今天找到诗词的精灵？”话锋一转，

他对观众席上端着手机拍视频的那些

年轻人说，“抖音是这一代人的绝句。我

期待你们用短视频来表达对诗词的感

受，这是我非常微薄的一点信心。”

讲究古诗词韵律的电
影，一次中国电影美学实验

大门打开 ，影片开始 。这是童年叶

嘉莹在北京的居所， 察院胡同祖宅，也

是导演眼中 “记忆的宫殿 、 存在的居

所”。跟随镜头由外而内，观众一层一层

地走进四合院，走近叶先生的近百年人

生 ：她生于1924年 ，长于百年收拢的动

荡时代，历经苦难却始终坚韧。晚年，她

回归改革开放的中国 ，持续创作 、传承

教学，重系一度中断的古典诗词命脉。

将这样一位学养丰赡的大家搬上大

银幕，什么样的影片才能称得上如诗如歌，

才能撑得起主人公叶先生的厚重一生？

如孙甘露所言，这部电影不论叙事

架构、视觉呈现、声音设计都堪称佳作，

是值得告别大银幕后依然反复品味的

电影 ， 因为它根本就遵从了文学的修

辞，遵从了古诗词的韵律。

绕开一般人物类传记的线性叙事，

《掬水月在手》 采用篇章的形式将叶先

生的生命史和诗史娓娓叙来。 结构上，

电影的六个篇章宛如词的韵律，有长短

句、慢词、小令。声音上 ，导演也在回溯

属于诗词的时空，他向日本音乐家佐藤

聪明委约创作，在唐朝雅乐的基础上配

以弦乐四重奏，一曲杜甫《秋兴八首》打

通诗词与音韵的历史时空。画面更有显

见的讲究，壁画、石窟、残垣，或者竹林、

风月、山川，许多空镜如同一叶小舟，带

观众穿梭、 回溯时间河流和诗的历史，

也像词的一种断句、韵脚。

作为陈传兴 “诗的三部曲” 终章，

《掬水月在手》 也许更像一场电影美学

的实验。导演说，在辗转十个地区、采访

43位受访者 、采访稿近百万字 、历时近

两年的拍摄过程中，他其实一直在思索

能不能用一种中国自己的电影美学叙

述方式，“这种方式不同于故事，而是像

诗词一样，有音律、对称，有一种不以叙

事为主的，百转千回的美在其中。”是叶

先生在拍摄沟通时的严谨态度提点了

导演，“叶先生随时会指出： 你念错了，

你这样会破坏了平仄。” 现在， 电影交

卷，用诗词的修辞刻画出叶嘉莹先生的

意暖神寒。

诗就在那里， 珍惜诗
歌的人也一直在

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里有一句“天

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大抵就是叶先生

的生命写照。可伴随电影缓缓走过两小

时，观众也许会发现 ，叶嘉莹早已默默

把苦难拉平，也无风雨也无晴。

大银幕上，叶先生的每一次访谈都

会穿着整齐雅致 、戴上饰品 ，妙悟灵思

间， 是不被任何事物所惊动的淡然。这

正应和了陈传兴的感受。拍摄两年多时

间里，导演亲近地聆听叶先生谈论中国

诗词，谈自己动荡起伏的人生 。可多少

沧桑艰难 ，都不过是平淡地掠过 。与其

说是“诗词救了她 ”，毋宁看成 ，沉浸在

文学诗词海洋里的人，所有的情感都有

安放之处。

导演说，之所以穿插了大量器物和

景物，在美学之外存着另一层心思。“千

百年时间流转，外在的自然环境和人文

社会都已与诗歌诞生的年代不一样

了。”因此，他用那些不曾改变的意象，比

如冬天在洛河龙门飘过的雪、 风吹过树

梢的声音、拂过水面的声音，那些千百年

不变的自然吟唱，来反复讲述一个主题：

其实诗就在那里，安静地流传至今。

点映场后， 作家王苏辛这样归纳电

影的观感：“你的故乡有源头， 精神世界

便有自己的来处。”而精神世界的探索往

往是寂寥的。就像这部电影，没有喧嚣，

有的只是大段空镜、悠远的雅乐，以及叶

先生缓慢吟诵出的诗词。在艺术手法上，

它的节奏和形式都不意在讨好观众。但，

这恰恰是这部纪录电影的魅力所在。

对这次公映，陈传兴是带着某些不

确定的：在太多人以手机当作日常粮食

的时候 ，还有人喜欢诗歌吗 ？还有人愿

花两小时来看一部关于 “诗的本质”的

纪录片吗？

但也有些事在潜移默化中给了他一

些“微薄的自信心”。今年夏天，上海国际

电影节把金爵官方入选的嘉许给予 《掬

水月在手》，两次展映，早早便一票难求；

后来在北京国际电影节上与观众再见，

它依然是最受欢迎的口碑佳作。而今，电

影在豆瓣上的评分达到了8.4分。还有些

《掬水月在手》 之外的碎片也在拼凑出

一些事实。 这些年，《中国诗词大会》的

冠军外卖小哥，电影《我的诗篇》里那些

读诗、写诗的打工者 ，他们每次出现都

会牵引大众的视线。也恰是这些人让我

们相信 ，珍惜诗歌的人一直在 ，中国人

的诗心未曾退场。

点映场散场前，孙甘露被问及会如

何向年轻人推荐《掬水月在手》，他用杜

甫诗作答 “同学少年多不贱 ，五陵衣马

自轻肥”。

他们把博弈思维引入定价机制
两名美国学者因“拍卖理论”获2020?诺贝尔经济学奖

说起拍卖， 很多人脑海中会浮现出

这样一幅画面：众人争相举牌报价，拍卖

师最终一锤定音。事实上，即使没去过拍

卖会现场， 你也很可能已经在现实中体

验过拍卖了： 搜索引擎上靠前的链接几

乎都是竞价排名的。

正是凭借这样一个你我再熟悉不过

的定价机制理论，保罗·米尔格罗姆和罗

伯特·威尔逊昨天摘得 2020 年诺贝尔经

济学奖。 这两位来自美国斯坦福大学的

经济学家将分享这项荣誉， 他们的获奖

理由为 “对拍卖理论的改进和发明了新

拍卖形式”。诺贝尔经济科学委员会主席

彼得·弗雷德里克松表示，“今年的经济

学奖获奖者从基础理论开始， 将其结果

用于实际应用中，这些应用已遍及全球。

他们的发现对社会大有裨益。 ”

解决如何更好定价这一课题

传统经济学理论通常不重视价格形

成的具体过程， 而拍卖理论则有效解释

了市场经济中价格形成的内在机制，即

在规则明确时， 信息不对称条件下的市

场参与者，应当用何种价格获取商品，也

就是说，经济信息不对称条件下，商品价

格如何收敛于均衡价格。

上海交通大学上海高级金融学院副

院长、 金融学教授朱宁在接受采访时表

示，“两位学者的主要研究方向在于拍卖

理论，并且设计出了新的拍卖机制。 对于

土地、自然资源等稀缺的公共资源而言，拍

卖已经成为一项重要的机制，在经济学上

可以用来解决如何更好定价这一课题。 ”

“如果从学术研究的角度而言，两位

学者对于微观经济学理论， 特别是博弈

论开展了重要的开创性研究， 他们比较

早地把博弈的思路引入到定价机制和整

个市场的微观结构之中。 ”在朱宁看来，

他们设计的机制主要可以解决两个方面

的问题，首先是信息经济学方面，在信息

不对称情况下，如何发现最准确的价格；

其次是在博弈论方面， 如果我和其他一

些人竞拍，如何在信息不完备的情况下，

更为理性地作出价格判断。

威尔逊生于1937年， 是斯坦福大学

商学院经济学荣休教授，而米尔格罗姆则

是现任斯坦福大学商学院经济学教授。要

论辈分， 威尔逊是米尔格罗姆的老师，米

氏博士论文就是在前者的指导下完成的。

威尔逊开发了具有共同价值的物品

拍卖理论， 展示出为什么理性的竞标者

倾向于将竞标价格置于他们对共同价值

的最佳预估以下———他们担心 “中标者

诅咒”，即因付出太多而输掉。 米尔格罗

姆则制定了更为笼统的拍卖理论， 不仅

允许出现共同价值， 而且允许出现投标

人之间的不同私人价值。 他分析了多种

众所周知的拍卖形式的出价策略， 表明

当出价者在出价过程中了解彼此的估计

价值时， 这种方式将给卖方带来更高的

预期收益。

改善拍卖方式，提升市场效率

通常来说， 人们总是把东西卖给出

价最高的人， 或者从出价最低的人那里

买下来。如今，在实际生活中，不少商品、

服务都是以拍卖方式定价的， 这其中包

括家用物品、艺术品，还有证券、矿产和

能源， 公共采购也可以通过拍卖方式进

行。 因此，拍卖理论已成为近 50 年来经

济学学科中最具影响力的理论之一。

值得一提的是， 今年两位获奖者的

理论和机制并不局限在学术领域， 在现

实生活中也已产生了很大的应用价值。

例如， 美国联邦通信委员会在拍卖无线

电频率时， 一直采用的是这两位学者所

设计的拍卖机制。 昨天的颁奖词这样写

道：“两位经济学家研究了拍卖的运作方

式， 随后为以传统方式难以出售的商品

和服务设计了新的拍卖形式。 他们的理

论发现在实践中改善了拍卖， 使世界各

地的卖方、买方和纳税人受益。 ”

“在整个研究过程中，他们把理论和

现实非常好地结合在一起， 对于现实中

的定价机制和提升市场效率都产生了积

极作用，”朱宁表示，“而且，诺贝尔经济

学奖已经好几年没有垂青微观经济学理

论了。因此，今年把奖项颁发给这两位学

者，也是实至名归。 ”

在有效配置资源上带来启示

两位获奖者的研究对于中国经济和

政策制定有哪些现实意义？朱宁认为，目

前，国内的土地资源采用“招拍挂”的管

理制度， 今后更多的公共资源如何实现

更好定价， 其实是经济转型过程中一门

很重要的课题 ，“既要避免国有资产流

失，同时也要引入更有活力的竞争机制。

从这个角度来说， 拍卖理论在有效配置

资源上可以给我们提供一定借鉴。 ”

同时， 两位学者在整个市场定价过

程中的博弈思维，也就是通过引入竞争、

引入策略性行为和应对来解决问题、达到

最优解， 或者让双方能够实现共赢的结

果， 这种思路对于下一阶段国内各个行

业、各个企业的竞合关系，对于产业整合，

以及在反垄断等方面也是很有价值的。

■本报记者 唐玮婕

瑞典皇家科学院诺奖宣布现场电子屏幕上显示两位获奖的经济学家。新华社发

■ 王国维的 《人间词话》 里有一句 “天以百凶成就一词人”， 大
抵就是叶先生的生命写照。 可伴随电影 《掬水月在手》 缓缓走过两小
时， 观众也许会发现， 叶嘉莹早已默默把苦难拉平， 也无风雨也无晴

电影用诗词的修辞刻画出叶嘉莹先生的意暖神寒。 上图为该片剧照， 右图为该片海报。

“两张网”：基础是“一网”，

落脚点是“用”
（上接第一版）李强认真倾听记录，同大

家深入交流，对大家认真履职尽责，为上

海城市治理作出积极贡献表示感谢。 他

说，“两张网”建设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

社会各界积极参与、合力推动。希望大家

继续围绕中心、服务大局，结合“十四五”

规划编制 ，持续关心 、支持 “两张网 ”建

设，帮助我们把工作做得更好。相关部门

要全面梳理、认真研究、积极吸纳这次民

主监督提出的意见和建议。

李强指出，政务服务“一网通办”、城

市运行“一网统管”，基础是“一网”，要在

“通”和 “统 ”上下更大功夫 。 在鼓励各

区、各部门根据自身特点和需要进行个

性化探索的同时，对于重要制度和标准

的制定 、重要系统和场景的开发 、重要

资源和设施的共享， 要加强统筹设计。

要通过深化“放管服”改革，形成协同高

效的运行体系，推动“一网通办”、“一网

统管 ”在数据汇集 、系统集成 、联勤联

动、 共享开放等方面相互依托、 相互支

撑、相互赋能。

李强指出，“两张网” 的最终落脚点

是“用”，要充分考虑实际应用需求，从使

用者的角度出发， 以使用者的感受为感

受， 努力做到实战中管用、 基层干部爱

用、群众感到受用。 “一网通办”要加快

从“能办”向“好办”转变，使各项服务更

高效、更便捷、更精准。 “一网统管”要坚

持“应用为要、管用为王”，围绕“高效处

置一件事”，切实为基层减负增能。 要强

化社会参与， 请企业来监督、 群众来评

判， 让产品和服务更有效对接群众和企

业的需求。

李强指出 ， 要进一步筑牢安全底

线，坚持法治引领，加强制度供给，围绕

数据安全 、网络安全 ，下好防范信息安

全风险的“先手棋”，加上严密制度规范

的“安全锁”，更好为“两张网”建设保驾

护航，让“两张网”在安全轨道上更有力

地牵引城市治理现代化、支撑城市数字

化转型。

全力帮助喀什打赢脱贫攻坚收官战
（上接第一版）

通过教育、医疗组团式帮扶，上海援

疆的民生项目极大增强了当地百姓的获

得感。 由上海援建的莎车县综合福利中

心，为孤儿、孤寡老人搭建了温馨的家。

在叶城县依提木孔乡， 代表团走进艾力

艾则孜·吾斯曼的家中，得知一家人在各

方帮扶下顺利脱贫奔小康， 龚正连连点

赞，祝愿他们生活越来越好。借助上海援

疆资金， 叶城县第二中学软硬件设施大

幅提升，代表团到访时，上海教师徐继田

正通过视频远程培训当地英语老师。 喀

什地区第二人民医院在上海医疗人才支

持下，以优异成绩通过三甲医院评审。龚

正指出，要大力运用信息手段，努力实现

优质教育、医疗资源均等化。

龚正一行还看望慰问了援疆干部人

才和支教教师代表。

上海市领导彭沉雷、 新疆维吾尔自

治区领导艾尔肯·吐尼亚孜参加考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