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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的未来不只有硬核，更包含富有洞见的人文思考
世界顶尖科学家莫比乌斯论坛重归线下，引发一场超越领域和年龄的思维碰撞

去年因疫情而改在线上举行的世

界顶尖科学家莫比乌斯论坛， 今年终

于重归线下。 作为一场让科学大师们

大胆展望科技前沿与人类命运的圆桌

会议， 今年的 “莫比乌斯” 特意邀请

了多位青年科学家。 因为有了这种超

越领域、 超越年龄的面对面对话， 昨

天的现场产生了许多有意思的思维碰

撞。 其中最精彩、 最特别的部分， 并

非科技硬核的一面， 而是它与社会、

人文在交叉点上擦出的火花。

科学要善用互联网
与公众沟通

南方科技大学教授杨天罡发问：

“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全世界的共同努

力 ， 我们该怎样让科学与公众形成

合力？”

这个问题立即引来科学家的热烈

讨论。 第一个接过话筒的是 1986 年

图灵奖得主约翰·霍普克罗夫特。 他

的观点很鲜明： 政治家要决策， 离不

开公众的支持 ， 如果公众不理解科

学， 那么政府能做的就会非常有限。

霍普克罗夫特此前正在美国推动

一项科普工作。他希望让大众了解，在

三岁前进行早期大脑开发， 对人的成

长至关重要。为此，霍普克罗夫特到处

寻找优秀的科普作家， 并许以丰厚的

稿费， 希望他们能就这个话题为报纸

杂志撰稿。但一些优秀的作者告诉他，

这份努力很可能是白费功夫 ：“他们

说， 美国至少有一半的人从不读报看

杂志，所以，写这些文章并没有太大意

义。”经过反思，霍普克罗夫特得出结

论： 科学家必须用好互联网和社交媒

体，否则很难与公众交流。

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

尔·莱维特说， 不少人的思维存在偏

见， 比如许多美国人对待新冠病毒的

态度就不科学，过于政治化。因此，对

他们开展科普教育非常重要。 对科学

家而言， 必须善于与各种不同的人交

流。事实上，最有价值的讨论，应该发

生在立场、观点不同的人之间。与此同

时， 社交媒体也需要在算法上进行一

些优化，减少信息推荐的同质化，并且

避免“粉丝”抱团形成小圈子。

抓住“科学语言”的
童年敏感期

浙江大学教授林晓的问题很有意

思 ： “怎样才能做一名自信的科学

家？” 林晓发问的背景其实有些无奈：

作为一名基础科学研究者， 工作中很

多人会问他 “你的研究有什么用 ”，

这让林晓感觉有些不太自信。

2006 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罗杰·

科恩伯格接过话筒， 把它导向了青少

年科学教育。 科恩伯格说， 实际上所

有的科学都是应用科学， 只不过有的

在当下就能应用， 有的则在几十年之

后。 他承认， 与公众或是企业家探讨

“科学有什么用” 并不容易， 因此最

好的办法就是在人们小的时候， 就教

会他们享受科学与探索的乐趣： “这

样， 等他们长大之后就不会再问了。”

科恩伯格说， 科学并不复杂， 复

杂的是科学语言， 也就是要用公众可

以理解的方式， 对科学道理、 科学精

神进行清晰表达。 正如人类学习语言

有 “敏感期” ———把一个孩子放在外

语环境中， 三个月， 他就能把这门外

语说得近乎母语； 但换成成年人， 他

学语言就会辛苦得多。 科学语言也是

如此。 所以， 科学家们应该抓住儿童

的敏感期， 让他们从小习惯于用数学

语言来思考， 同时接触化学语言、 地

质语言、 分子语言等。

在元宇宙中再现一
堂费曼物理课

西湖大学彭斯颖老师昨天 “蹭”

了一个元宇宙的 “热度”。 她本人是

美国已故著名物理学家、 诺奖得主理

查德·费曼的粉丝。 费曼不仅是学术

天才， 在育人方面也是大师。 常常思

考如何更好地给学生上课的彭斯颖为

此发问： “能不能利用元宇宙让费曼

起死回生， 重新回到讲台给大家上物

理课？”

思维跳跃的莱维特当即表示， 如

果元宇宙技术足够发达， 费曼理应身

在其中。 科恩伯格也表示， 很多老师

其实并非自愿从事这个职业， 他们的

课无法激发学生对科学的热情， 甚至

学生们在课后可能再也不想从事研究

了 。 因此 ， 提升科学水平的最好方

式， 就是找到真正的好老师， 把他们

的课程做成视频， 传到网络上， 让全

世界的学生都来观看和学习。

作为计算机领域的顶级专家， 霍普

克罗夫特对此比较慎重。 他说， 很多人

都在尝试让人工智能参与教育， 但教育

是如此复杂， 可能很难找到放之四海而

皆准的所谓优秀的教学方法 。 在他看

来， 优秀老师的关键， 并不在于他掌握

了多少科学知识和上课技巧， 而是他们

是否真正关心学生。 霍普克罗夫特为此

向校长和系主任们建议， 大学应该调整

对教授的评价标准， 将更多关注从发表

论文、 获得经费， 转到老师们的课堂表

现上。

在结束发言前， 霍普克罗夫特特意

提到了他亲身经历的一个 “上海故事”。

在著名学府康奈尔大学任教的他， 曾带

过三个来自上海的博士， 巧的是， 这三

个学生还是高中同学： “他们的学校距

离今天的会场不到 30 分钟车程， 他们

都向我提到了同一位老师， 这真是一位

了不起的老师。”

临港莫比乌斯公园明年建成
本报讯 （记者李晨琰）明年，临港

将迎来一座充满科学气息的莫比乌斯

公园。临港新片区管委会昨天透露，作

为顶科社区内最为核心、 面积最大的

公园绿地， 总面积约14.3公顷的顶尖

科学家科学公园（莫比乌斯公园）预计

明年建成， 将于第五届世界顶尖科学

家论坛期间投入使用。

据悉， 莫比乌斯公园位于临港新

片区103地块，毗邻顶科论坛永久会址

大楼，为开放式公园。公园运用莫比乌

斯环的设计理念， 塑造了充满现代感

和未来感的莫比乌斯环桥， 串联着公

园内各个功能主题区。 园内规划有莫

比乌斯环、零碳建筑、江南园林、青年

T大会草坪、 分子花园广场和科学家

哲思小径等特色景观节点。

临港新片区管委会生态和市容管

理处副处长翟绍岩表示， 规划莫比乌

斯科学公园旨在筑牢临港新片区生态

基底，美化顶科社区的生活空间，希望

公园能够承载科学的功能， 给科学家

们提供完美的思考之所在。

据悉，公园与顶科论坛会址项目、

实验室、 居住区等通过便捷的慢行系

统进行连接。 公园绿地中设置有公交

首末站和公共停车场， 以更好服务顶

科社区。

■本报记者 张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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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记者许琦敏）如何把地球从

即将触发的全球气候变化“临界点”上拉回

“安全区”？当“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确定

后， 科学家已开始思考更进一步的科技解

决方案———负排放， 使大气中的二氧化碳

浓度逐步降低。

昨天，在第四届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首

设的碳大会之双碳治理论坛上，中外科学家

提出了利用海洋“吸碳”、探索全周期绿色能

源、制定控制碳排放政策等减碳路径。

201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拉尔斯·彼

得·汉森坦言， 每当思索气候变化对宏观经

济的影响，自己晚上就会睡不着。“气候变化

具有很多不确定因素， 如何设计一种智慧

的、积极的、前瞻性的政策，非常困难。”他最

担心的是，在这种不确定的状态下，大家都

以“等待最优结果”为借口，拖着不作决策，

“但我认为，人类必须行动起来，哪怕一个不

怎么明智的决策也比什么都不做好。”

作为一项事关全人类的系统工程，从

减排、碳中和到负排放，离不开整个社会系

统的整体配合。 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副主

席、199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朱棣文表

示， 基础设施的碳排放在全球碳排放中占

据相当比例，“目前， 不少国家的建筑都是

本着‘25年更新’的思路建造的，如果这一

观念可以转变为‘造了就用100年’，那就能

大大降低碳排放”。

技术创新可否使工业化以来的高排放

发展模式脱胎换骨，在地球上打造一个“净

零未来”？“要实现负排放，就必须开发新技

术。”2015年麦克阿瑟天才奖得主杨培东多

年来一直致力于模仿自然界的光合作用，

研发基于纳米颗粒的太阳能电池， 以及被

称为“液体阳光”的人工光合作用装置。他

认为，传统热化学工艺离不开能量输入，因

此无法达到碳中和，而要实现负排放，就需

要对整个系统进行综合的全周期分析，引

入新流程、新技术。

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出现， 为负排放

技术发展带来新机遇。杨培东说，目前美国

已有一批研究所在利用人工智能设计开发

新型催化剂，“二氧化碳很‘懒惰’，要让它

在尽量少耗能的条件下活跃起来， 变成有

价值的有机物，新型催化剂必不可少。”

综合利用生态系统提升海陆碳汇潜能， 对于实现碳中和最

具实效。发展海洋养殖，利用海洋“吸碳”，是中科院院士焦念志

提出的想法。地球上有1/4的碳汇通过河流进入海洋，海洋固碳

潜力巨大。不过，他在研究中发现，减少陆地施用化肥，可增加海

岸线的碳沉积，“当海岸线被过量有机物污染时， 固碳能力反而

下降了”。他认为，建立综合海洋、陆地统筹系统，不仅可以减少

碳排放，甚至还能做到负排放，“比如人工养殖海带，在提供农产

品的同时做成饲料用来养牛，还能减少甲烷排放。”。

立足陆地—河流—海洋综合治理，中科院院士周成虎认为，

利用生物进行碳捕捉，通过生态存储更多有机碳，在营造良好生

态环境的同时，甚至可使陆地生态的储碳能力翻番。利用高光效

细菌、绿藻进行生物碳捕集，同时治理富营养化湖泊；种植高光

效芨芨草、杨树和高粱，以治理污染土地；海洋牧场实现近海海

洋生物碳沉积等方法，均已被联合国相关报告所采纳。

■本报记者 李晨琰

忽视女性，就浪费了人类一半的智慧
顶科论坛首设“她”论坛，推动更多女性投身科学已成广泛共识———

“诺奖走过120年， 女性得主不到

6%， 这意味着我们至少浪费了地球上

44%的脑力。”在昨天举行的世界顶尖科

学家“她”论坛上，世界顶尖科学家协会

副主席、2013年诺贝尔化学奖得主迈克

尔·莱维特用幽默的话语强调了女性之

于科学的价值。

眼下， 女性与男性几乎实现了教育

公平， 但在科研领域， 女性力量依旧不

足，尤其缺乏女性代表。“长期以来，女性

的才华被忽略， 人类一半的智慧被浪费

了。”莱维特直言，当今社会亟需吸纳女性

的智慧与力量，共同应对疫情、粮食安全、

气候变化等人类面对的挑战， 携手让世界

更美好。

“叫她兰诺，别叫她布
鲁姆太太”

“她”论坛进行到一半，出现了一个有趣

的细节： 当主持人介绍美国国家科学院院

士、 卡内基梅隆大学计算机系教授兰诺·布

鲁姆时，习惯性地称她为“布鲁姆太太”。同

时上线的布鲁姆先生、1995年图灵奖得主曼

纽尔·布鲁姆立即纠正说：“叫她兰诺， 别叫

她布鲁姆太太。”

一个小插曲反映出不少女性科研工作

者的真实状况———在科研领域， 女性的力

量很容易被忽视。2021年沃尔夫医学奖

得主琳妮·马奎特说， 她的朋友曾做

过一项调研，研究人员以随机生成

的男性或女性人名去申请进入

实验室， 男性申请者的通过率

明显高于女性，此外他们还能

获得更多的职业指导和更高的薪水。

即使是成功的女性科学家， 职业之路

也难免遭受轻视与偏见。 兰诺·布鲁姆直

言， 她的第一位导师最早在普林斯顿大学

工作，可当时校方不允许女性进入实验室，

她只得另寻导师；此后，她前往伯克利大学

开始博士后研究， 带教她的女导师却没有

正式教职。

2020年盖尔德纳奖得主伊莱恩·富克斯

的导师，一开始压根不相信女性也能从事科

学工作。“最初我是学物理的，后来又转向生

物研究，成了芝加哥大学生物化学系唯一的

女性。” 富克斯以自己亲身经历鼓励女孩子

们，“任何时候都要根据自己的兴趣出发，不

要听丧气话”。她建议，要善于倾听，尤其是

沉默寡言的女性的意见，不要让那些才华横

溢的女性被轻易忽视。

坚定内心，不要被周遭
繁杂的声音干扰

“尽管我们正努力招聘和留住更多女

性，但科研领域依旧如同一根漏水的管道，

女性在研究生、博士、博士后阶段不断被漏

出，而漏缝就是外界的偏见、家庭的束缚以

及自信心不足等， 这是一个巨大的损失。”

马奎特很是遗憾。

能力，是女性科研工作者最好的“金字

招牌”。我国大洋科考史上第一位女首席科

学家、 自然资源部第二海洋研究所二级研

究员韩喜球说，美国地质学家玛丽·萨普的

故事总是激励着她不断挑战自我。

萨普因绘制世界上第一幅完整的世界

海底全景图而极大推动了板块构造学说。

而她最初绘图时， 大陆漂移理论尚不被学

界普遍接受， 有同行甚至嘲笑萨普所言不

过是“女儿家的话”。韩喜球提醒女性同行：

“在投身科研的道路上，难免听到周遭繁杂

的‘声音’，一定要坚定自己的内心。”

如何为希望在科技领域有所建树的年

轻女性提供更多机会？近年来，我国相继出

台多项举措推动女性科技人才发展。比如，

女性高级知识分子与男性同龄退休； 中国

青年科技奖女性获选人年龄从40岁放宽到

45岁； 明确女性因生育原因可延长在研项

目结题时间等。

94岁女院士聆听科学的样子真美

94岁的中科院院士、

中科院上海天文台名誉台
长叶叔华昨天出现在世界顶
尖科学家碳大会上，是个不小
的 “惊喜 ”。天文学家和 “碳中
和”有什么交集？在她充满诗意的
开场白中， 听众找到了答案：“仰望

苍穹， 那些一闪一闪的星星仿佛没有
尽头，它们的能源来自哪里，是天文学一

个巨大的奥秘所在。”

叶叔华十分关心能源这一终极命题。她
注意到，在多国的联合推动下，国际热核聚

变实验堆计划（ITER）近期有了新进
展，我国的“人造太阳”技术也走到了
世界领先行列———实现可重复的1.2

亿摄氏度101秒和1.6亿摄氏度20秒等离
子体运行，这意味着我国离“人造太阳”实现
商用又近了一大步。

在结束碳大会的发言后， 叶叔华又现
身“她”论坛，以亲身经历鼓励更多女性投
身科学。“男女平等并不意味着女性要比男
性更强，而是平等享有机会。”叶叔华说，经
过多年努力，目前在国际天文学联合会中，

男女科学家享有公平的机会， 现任执委会
主席就是一位女天文学家。

前天晚八点， 叶叔华参加了世界顶尖
科学家大学校长论坛， 在这场以 “开放科
学” 为主题的头脑风暴中， 她听满90分钟
的 “上半场”， 才在旁人体贴的提醒中离场
休息。 听讲过程中， 她时而点头时而思考。

而昨天下午， 她又走上了莫比乌斯论坛的
讲台。

天文学是一个需要国际合作的学科 ，

叶叔华就是科学合作的大力倡导者。 在她
的努力下， 中国天文界与国际天文界建立
了广泛的联系与交流。上世纪80年代，她积
极组织全国力量参与“国际地球自转联测”

项目，取得了多项重要成果。在叶叔华担任
第20届和第21届国际天文学联合会副主
席期间，她抓住时机，与各国开展了一系列
国际合作观测与研究项目， 不断提升我国
天文事业在国际上的影响力。

“她离开时，看了下顶尖科学家背景墙
上自己的照片。”这是出现在“朋友圈”里叶
院士的行程；“叶先生， 您如何看待开放科
学？”这是想要悄悄退场的她被媒体“发现”

后的提问……这位已值鲐背之年却精神矍
铄“打满全场”的科学大家，全情投入、全神
贯注聆听科学的样子，真美！

■本报记者 沈湫莎

叶叔华在“她”论坛上发言。

本报记者 袁婧摄 制图：李洁

荩莫比乌斯

论坛上， 顶尖科

学家和青年学者

齐聚， 分享人类

未来前沿科技 ，

畅想科学蓝图。

本报记者

袁婧摄

荨莫比乌斯公园效果图。 制图：李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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