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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培训”项目的广度，这也是多样性的必然结果。除了联合
研究工作和出版物，交流实际上成为了多种形式培训活动的载
体。谈到这里，我想到了中法可持续发展智慧计算国际联合实
验室(HIT-LIMOS)，它曾推动数十位中国工程师和6位博士研究生
前往法国克莱蒙进行工作学习(见第18页)。此外，我还需要着重
指出的是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研究领域的粒子物理论文(见
第30页)通过答辩的已达40余篇。最后，甚至对于那些非正规化
的项目，例如法国电子、微电子和纳米工艺研究所与中科院上
海硅酸盐研究所的合作项目(见第24页)，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10年间也促成了5个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并吸引了3个中国博
士后赴法开展研究学习。

    这些科研活动不是徒劳的，尤其是当中国科研人员返回中
国后，他们将会为两国科学合作做出更大的贡献。这虽不显眼
但真实可靠，它是维护双边经济关系的有影响力活动。在第20
届中法经济研讨会上(照片)，梅里埃研究所董事长Alain Mérieux
在几百名中法企业家面前也提到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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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文字：具有离子特性的塑料薄膜截面部分。它是不同类型离子交换聚合物的混合物。我们看到插在基质上的结节。这种
薄膜用于半咸水淡化及污水处理。

    新一期《CNRS在中国》的准备工作，对我们所有编辑工作
都要依靠自己的小团队而言每次都是一次冒险。我们最担心的
是：收集的文字素材是否足够充实一整期的内容？

    现在看来，对于2014年夏季刊，我们的忧虑是多余的，我
们甚至不得不把很多文章留到秋季刊去刊登！本期内容非常丰
富，包含了很多重要活动和各种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华
项目相关的信息。此外，某些会议，比如“联合科研机构”研
讨会(6月19-20日于北京)或第七届北航 - 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
学术研讨会(5月19-21日)在双边交流中发挥关键作用，由于篇幅
限制，我们并没有详述，但这些只是诸多合作中的一小部分。

    从这些信息中，我们能得到什么呢？在期刊中给人强烈印
象的，是参与中国交流的法国科研混合单位的多样性。在各种
文章中，我们提到了属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研究所，
包括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信息学与
其相互作用研究所、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国家核物理与粒
子物理研究所、化学研究所或国家数学与其交互作用研究所的
二十多个科研混合单位。这些交流合作几乎涉及了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的所有研究所！在中国同事的建议下，我们决定系
统地列出这些科研混合单位的编号，以使他们可以很快找到其
法国合作伙伴。另一个将本期所有文章联系起来的显著因素，

中法委员会，第20届中法经济研讨会 (北京，2014年7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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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生态系统同样须以市场经济、企业自由
以及在涉及知识产权和商法(破产、商业等)的法
律为前提。我不说大家也明白中国在这些方面仍
存在不足。中国在努力完善创新的各个方面，但
尚未具备建立真正生态系统的所有条件。

    不过，在中国，我们还是可以观察到创新的
某些组成部分，并且它们运行得很好，这证明中
国在创新方面并非一片空白，而且进步很快：比
如科技园的建立、中国科技部的相关计划(973计
划，火炬计划等)、大企业(这些企业完成了国家
2/3的科研任务)与小企业间的互动等。中国政府
多次强调创新，并利用所有与创新特色相关的杠
杆，试图发展各种生态系统。这里，我们自然而
然想到的例子便是中国当局通过其某些计划和政
策，在公共领域内，以及公有和私有经济间消除
科研机构隔阂的尝试(比如：科学院和大学有着两
种截然不同的管理监督体制)。另一个很有说服力
的例子是对外国投资者的合资企业体系采取逐步
放弃的措施，因为外国投资者阻碍了相关公司创
新的自主发展。

进行首次公开招股。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像在美
国那样对创新和风险资本进行几乎同样多投资(大
约230亿美元投资于创新，280亿美元投资于风险
资本)的“天使”投资人(“投资天使”，即对初
创阶段的企业进行投资的投资人)。中国的情况并
非如此，这种情况下很难看到创新型公司的大量
涌现。

    其他的限制还包括：商业银行的存在,它不
仅仅进行兼并收购，交叉持股，还从事非上市证
券(私募股权)管理。在西方国家所有主要的创新
体系中，都可以找到能够评估创新并使其增值的
金融业者。一个典型的例子：无形资产的保值，
如专利、发现和发明。在创新周期较长且需要大
笔投资的生命科学(药用高分子、医疗器械等)领
域，创新的出现一般要通过更大的公司或子公司
或企业风险投资融资的技术收购而完成。这些在
欧洲已适度发展，在美国非常普遍的做法，在
中国还处在萌芽阶段，部分原因是因为中国的
知识产权保护框架不够稳固。这一点与我同事
Christine Lambert-Goué2的分析不谋而合，金融业
缺乏专家对创新经济不无影响。

生态系统

    但创新融资毕竟只是冰山的一角而已。应该
考虑到中国创新链的上游环节，旨在对其有清晰
地认识。这里我们要提到“创新生态系统”的概
念。这个概念在美国和法国3的文献经常出现。其
出发点是加利福尼亚和波士顿的生态系统。实际
上，创新生态系统有四个组成部分(见示意图)。
创新生态系统在本地或本国环境中发展起来的，
本身受益于某些公共政策、“一种文化”或“一
种“精神状态”(企业的创新活动、人际互动、创
造性等)，以及参与方之间的多重互动(会议、协
作、招标、项目等)。系统内的一切就是一种拥有
自身经济，并能够自给自足的组织形式。

2  《中国时代》第157页   -   《一个发展中的金融市场》

3   参见里昂三大企业管理学院Eunika Mercier-Laurent教授所著《创新生态系统》

中国与创新：缺失的环节1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李岚珩

分析

    在中国，创新无疑是个大问题，以至于难以从整体上对其进行探讨。我通过下面的文章，从两个方
面来谈谈这个问题：一方面是资金支持，另一方面是生态系统中的运作。尽管存在缺失环节，中国仍旧
按照自己的节奏建立了自己的体系。出乎大家的预期，中国加快创新的一个重要因素毫无疑问与近几十
年来西方制造业活动大规模向中国转移有关，比如太阳能电池板或者集成光电器件的生产。

    “微博，中国推特，登陆华尔街首日上涨”
，这是法新社2014年4月14日的标题。微博在纳斯
达克的股票交易代码是WB，筹集资金2亿8千5百
万美元，其市值达到约40亿美元。不久的将来，
另一个中国“科技”公司阿里巴巴毫无疑问也将
在纳斯达克上市，这家持有新浪微博32%股份的
公司总市值将达到1500亿美元。2012年Facebook
市值升至160亿美元，阿里巴巴打算至少像他们那
样在不确定性交易环境中完成它的开值预期。直
至目前，中国约有40余家公司在纳斯达克上市。

    这些变动意味着什么？首先意味着中国已趋
向国际化，利用全球市场融资机会来为几个在成
熟市场上前途无量的大“科技”公司的国际发展
提供资金。这些增长强劲的公司诞生于垄断性环
境或是在一个受保护的中国市场中发展而来，相
对于那些在中国有一定地位但无法在纳斯达克上
市的西方竞争企业来说，自然会具有明显优势。
原因自然是众所周知：限制性的立法(可兑换性、
利润汇回本国等)，尤其是深市和沪市没有“国际
板”。换言之，任何在中国拥有收益的西方大公
司无法在中国上市，进而为其工业或商业发展融
资，或者以本地模式进行研发。

创新融资：系统中的漏洞

    融资与创新有什么关系？融资在所有国家都
是创新链的上游环节。创新的最佳途径和结果，
当然是在股票市场上市(首次公开募股)。即便对
于在中短周期市场上的创新公司(信息与通信技
术、服务创新、流程、能源等领域)而言，也是申
请的多但被选中的少，更不用说那些从事生命科
学技术研发的公司(长周期)。在首次公开募股市
场关闭了两年的中国，上证指数2010年以来已经
暴跌了50%，对于那些新兴的或想通过上市募股
为其发展融资的中小公司，特别是科技公司，情
况更不容乐观。

    实际上，这些公司有其他的资金来源，比如
非银行资金或是在中国生意兴隆的私募股权投资
发展公司。还有些是外国公司，主要是美国公
司。有些甚至作为风险投资公司出现或作为美国
风险资本主要参与者的特许经营商崭露头角。

    不过，所有的金融界人士都很清楚，在中国
还没有风险投资业。这意味着由“有限合伙人”
组成的风险资本基金的存在，这些有限合伙人的
目的是在基金到期(5-7年)前对其投资成立的公司

1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为中国法国工商会杂志《联结》2014年70期夏季刊撰写了该篇文章，

该期《联结》专门制作一个关于中国创新的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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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经济学概念，指成品的的单位成本随其系列产品产量而变化。

5 工业经济学原理，按照该原理，一个工业机构通过用同一种工业工具制造更多种类的产品从而产生更多的价值。

6 参见：《麻省理工科技评论》(2012年2月) ，文章《从尚德的成功看中国的太阳能企业》

7 这个现实在鉴定报告《中国光伏》中做了很好的描述，法国驻华大使馆(第52页，2013年3月)。
8 哈佛大学商学院(HBS)Willy Shih教授

于成本和生产规模的市场定位，中国厂商想方设
法维持它们在生产过程及太阳能电池板上的竞争
优势，包括：产品质量、使用、循环利用、光伏
电池的能效、研发工作6等。业内的中国大企业尚
德按照全新工艺技术来设计面板，美国专家称其
为“极其复杂”，并认为在2020年前不会有类似
生产创新。总之，这不仅是个被占领的市场，也
是一个中国成功建立起的工业创新体系7。

    自然，转移的不止是创新，还有所有的工业
技术和相关服务，同时减少了进口国像顾问、专
家、维修公司、分包商这样的相关工作机会。在
对加工厂重新定位的同时，西方国家还有失去在
新兴技术领域创新的趋势。比如，一位研究人员8

列出了一份美国将开发和制作委托给其他国家的
关键技术名单，例如：LCD显示屏、晶体硅片、
功率半导体、电池等，被委托国主要是中国。

    看来，缺乏对这些技术工作的控制权导致工
业标准、技术和鉴定的丧失，最终会从丧失知
识，进而导致缺乏在这些领域的创新欲望。卡耐
基梅隆大学学者Erica Fuchs提到了集成光电技术的
案例，该行业的美国厂商在2000年“互联网”泡
沫之后因为成本的原因转移生产而将其放弃。然
而，美国厂商在这个方兴未艾的尖端领域保持技
术领先，他们将生产转移至中国，并向这个国家
转移了创新能力！

优势

    中国的发展日新月异。利用评估其他国家创
新能力的分析方法，例如创新经济排名来看待中
国那就大错特错了。一方面因为创新体系存在很
多种类而非单一的。美国的创新体系与德国、法
国或日本的创新体系就毫不相干。每个国家都有
自己的模式，并发展以适应新的现实情况和挑
战。另一方面则因为在2014年成为了全球第一大
出口国的中国，拥有其自身的经济发展模式和崭
新的科技历史。

    在这方面，中国在调整现有的国家模式以适
应国际化的要求同时，拥有着值得西方政策制定
者进一步重视的优势，而后者又明确支持创新。

    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事实是意料之外的，并
不被看好，至少与制造业有关。实际上，与批量
生产相关的市场有利于规模经济4和范围经济5。
然而，制造业生产因成本原因向中国转移的同
时，工业流程及创新产品方面的能力也被整体上
转移至制造商及其所属国家。这一事实最明显的
例子是太阳能电池板市场。12年前，美国、德国
和日本是太阳能电池板的主要生产国。此后，尽
管该行业遭遇危机(尚德太阳能产能过剩、频临破
产)，中国制造商还是生产了5000万块太阳能电池
板，占世界市场总供应量的一半。结果是，借助

© CNRS 图片库 - FRESILLON Cyril

© CNRS 图片库 - PERRIN Emmanu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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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创新的其他方面还有待讨论，我还特别想到
了基础研究对创新体系的作用，小企业与大企业
间的关系或技术转让等问题。值得特别对待的众
多主题，共同构成了一整幅中国创新的图板。

    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这说明中国正处于迅
速发展阶段，几十年来它利用着技术含量高的制
造业活动迁移的事实。这种现象的出现，还因为
中国研发费用的三分之二来自于企业。

© CNRS 图片库 - LEBEDINSKY Christop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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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除此次报告外，朱尔斯·霍夫曼教授还接受
了众多的采访：电视、广播、报纸不约而同地就
广泛的话题向我们的同事进行了提问，从科学工
作到……人类的未来！朱尔斯·霍夫曼教授还受
到了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亚平教授的接见，并会
见了中科院动物所的主要研究人员10。

    霍夫曼教授借出访北京的机会，还与其广州
医科大学的同事进行了会面，并谈及建立于2013
年10月12日的“中法霍夫曼免疫研究所”，讨论
了研究的优先事项，团队组成，以及联合研究方
式。具体内容请见下期刊物。

中法信息研究合作：中法信息自动化与
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在巴黎
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供稿

    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于2014年5月16日在巴黎化学之家
举办了一场旨在推动双边信息自动化发展与合作的研讨会。

    来自中国、法国和其他欧洲国家的70多人参加了此次研讨会。会议包括两个圆桌会议，一个关于法
中合作融资，另一个关于在华法中合作的个人经历。日程包括关于中枢、建模、信息安全、互联网及无
人驾驶车辆的20几个科学报告。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研讨会网站9。

9 https://liamafrancechine50.inria.fr

代表处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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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尔斯·霍夫曼(Jules Hoffmann)
北京之行：“先天免疫，从昆虫到人”
作者：李岚珩

    2011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主，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9022号科研直属单位)研究主
任，朱尔斯·霍夫曼教授于6月12日至15日出访
北京。应法国驻华大使馆邀请，朱尔斯·霍夫曼
教授此行是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系列活动的一部
分。他于6月13日星期五在北京中国科学院大学
做了一场高水平报告。

    正如使馆科技处所说明的，此次报告介绍
了“对先天免疫细胞组织和分子组织的最新发
现，并证明他们是出现在最早期多细胞生物体
内(距今大约十亿年)，且在当今很大程度上得以
保存。除了在哺乳动物中起到抗菌第一道防线
的作用外，先天免疫还对这一种群的适应性免
疫起到了决定性的促进作用，在疫苗接种时需

要添加辅药就证明了这
一点”。朱尔斯·霍夫
曼教授也强调了一个事
实“ (…… )所有的动物都

有一种防御方式，我们称

作‘头道防线’或‘先天免

疫’，它可以直接抵抗所有

感染性物质。只有脊椎动物

(约占现今动物种类的5%)进
化出了第二种防御机制，我

们称其为“适应性免疫”(这
种免疫出现在鱼类当中已有

4.5亿年)。

10 见第15期《CNRS在中国》(2014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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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的合作。此外，在华建立的国际联合实验室
还包括：中法催化作用实验室 (LFCC)、有机磷
功能材料实验室 (FOM)、纳米级生物化学实验
室(XiamENS NanoBioChem)、生物矿化及纳米结
构实验室(BioMNSL)，以及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
(LMTM)。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该国际研究团队将
法国理论化学组织(RFCT，由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
部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共同支持)与中国的三
个主要机构：北京师范大学(BNU)、南京大学(NU)
以及复旦大学(FU)联系在一起，共同开展研究工
作。实际上，两国超过30多个研究单位在此研究
网络框架中进行合作，该网络在过去五年内开展
了多次研究人员交流互访活动，并出版了100余
份联合出版物。

    该研究网络是双方开展 15年合作的结
晶，并借助 Isabelle Navizet在北京师范大学三
年的交流研究 (2007-2010)获得新的生机，她
目前就职于建模和多尺度模拟实验室工作 (马
恩  - 拉瓦雷大学，8208科研混合单位 )，并与
Roberto Marquardt(7177科研混合单位，斯特拉斯
堡)、Nicolas Ferré(6262科研混合单位，马赛)，以
及Carlo Adamo(575科研混合单位，巴黎7)领导此

中法理论化学国际研究团队启动
作者：G. Chambaud、P. Breuilles、李岚珩

    由法中双方30余个实验室组成的法中理论化学国际研究团队正式启动，这反映出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在化学领域科研合作与交流的活力。下面的文章对此做出了概述。

照片5月21日摄于北京师范大学：方维海(北师大，前排左)、徐昕(复旦大学，右上)、罗毅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前排右)。法方：前排：G. Chambaud(中)和C. Pouchan(左)。后排左
起：P. Breuilles、P. Martineau(使馆)、李岚珩、I. Navizet。

国际研究团队。研究课题涉及理论化学方法，以
及对复杂化学现象中主要过程和机理的研究。所
研究的系统不仅包括不同大小的独立分子、还涵
盖周期性的体系、分子聚集体与复杂体系(包含有
序及无序的凝聚态体系、表面现象，以及生物益
处或技术益处大分子等)。

    国际研究团队启动会议于5月21日在北京
师范大学举行。法国代表团包括 I. Navizet和
C. Pouchan(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化学研究所科
学副主任)、G. Chambaud(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化学研究所前所长、8208科研混合单位教授)和
P. Breuilles(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中
方：讨论由方维海(北师大教授)领导，徐昕(复旦
大学教授)协助。

    对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而言，这个国际
研究团队从相互熟悉，科研协作，到积极的联合
工作，完全体现了两个科研团体的优势。

    该国际研究团队为法中化学交流合作增添了
活力。从科学计量角度看，化学是法中科研成果
最丰富的学科，排在物理学、生物医药科学和工
程学之前。这种积极的情况部分源于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资助的机构的科研活动，以及同国际
混合单位 - 工艺与高效节能产品国际科学研究实
验室与上海苏威集团(每年10项专利，出版物)开

© CNRS 图片库 - BORENSZTAJN Stephan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时事 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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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中欧航空工程师学院、中法核工程与技术学院、上海大学中欧工程技术学院、上海交大-

巴黎高科卓越工程师学院

12 见特别记录

双边时事

中法合作日新月异

(北京，2014年6月19日至20日)
    2014年6月19日至20日，中法科研及高等教育联合机构第二次会议在北京举行。包括中法科学机
构、联合研究机构、高科技企业，高等教育机构和中心代表在内的300余人出席了这次法国驻华使馆组
织的会议。此次会晤是中法建交五十周年大庆的重要活动之一。

    此次活动再次表明研究和高等教育在中法双
边关系中的重要性，并就围绕产学研互动的众多
科学问题展开讨论。通过这些交流，法中双方可
以对现有科研项目成果做一个总体审视，并使法
中研究人员了解到为加强双边科技合作，法国、
欧洲和中国采用的不同合作方式。

    自从1978年10月政府间协议签订以来，法
中科研合作不断发展，并显示出充满活力和多样
性的特征。今天，50多个中法联合实验室和研究
网络，在精确科学以及人文和社会科学合作领域

发挥着科研合作核心作用。这些实验室和研究网
络汇集了约2900名科研人员。两国的600余个科
研单位是这些实验室和研究网络的中坚力量。自
2004年以来，每年平均有4个联合机构成立。

    作为2012年中国学生第五大留学目的国，法
国希望可以接待50000名中国短期留学生(目前为
35000人)，并派遣10000名法国学生前往中国留
学(目前为9600人)，首先招收硕士和博士生，并
通过大学间合作进行有序地人员流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时事 时事

区负责人Chantal Khan-Malek女士的介绍，她着
重介绍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中国的主要工
作，及其在与中国科学合作中所起的先锋作用。
值得一提的还有Fabio Hernandez《世界就是个试
验场》一文的介绍，他回忆了在北京中法粒子物
理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FCPPL)12的经历。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感谢所有中法合作伙伴积极参与此
次活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随时
愿为研究人员及其所属机构的合作发展效劳。

    将法国卓越的科研教育优势与中国合作院校
的名望相结合，中法研究所代表了一种大学合作
模式。目前，法中双方已建立五个工程师培训机
构11和一个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联合双学历培训
平台(中国人民大学中法学院)。

    借助于丰富的交流和信息内容，研讨会满足
了组织者和参加者的所有期待。您想了解更多的
情况吗？查找联系人或数字？请您查看法国驻华
大使馆网站介绍。 

    此外，您还会看到我们的同事、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副局长、亚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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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法应用数学与科学计算会议由厦门大学、
复旦大学、波尔多大学以及普瓦捷大学联合举
办，是今年庆祝中法建交五十周年的活动之一。
此次会议于6月1至5日在厦门大学成功举办。

    约100余名中法研究人员介绍了建模、分析、
控制以及高性能计算(HPC)的最新进展，以及在流
体力学、燃耗、生物学或材料等领域的应用。

    会议期间签署了关于中法应用数学国
际联合实验室的协议，复旦大学校长杨玉
良 (照片右 )和厦门大学校长朱崇实以及中
法两国的多名科学家出席了实验室揭牌仪
式。这些科学家包括四位院士：李大潜 (复
旦 )、 Phi l ippe Ciar let、 Alain Bensoussan和
Olivier Pironneau。联合实验室将由复旦大学
李大潜教授以及巴黎皮埃尔和玛丽居里大学
Jacques-Louis Lions实验室 (7598号科研混合
单位 )的 Jean-Michel Coron教授共同领导。会

中法应用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启动，
李大潜、Sinnou David、Norbert Paluch, Bruno Bisson、 
Bruno Bisson、杨玉良、朱崇实、鲁荣凯、WANG Yuefeng
(从左至右)

中法应用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LIASFMA)
签署合作协议 - 联合研究正式启动
作者：李岚珩

2014年6月2日于厦门：中法应用数学会议与会者合影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时事 时事

议中，Philippe Ciarlet首先向已故的Jacques-Louis Lions教授致敬，让我们铭记这位数学领域中双边合作的
先驱者，随后为实验室揭牌。

    该联合实验室涉及3个领域：(1)结构材料和
能源材料；(2)流体力学、声学、固体力学和振动
学；(3)控制和信息科学。实验室有博士生15人，
博士后3人，并与中法两国的多个实验室建立了
合作关系。该联合实验室由里昂中央理工大学的
Mohamed Ichchou教授和北航的张军、陆利蓬教
授领导，其企业合作伙伴包括标致 - 雪铁龙汽车
公司和赛峰集团，直至目前已发表论文十余篇。

    研讨会强调了已故的Francis Lebœuf教授的贡
献，他曾任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
国际联合实验室法方主任、里昂中央理工大学流
体力学和声学实验室(5509号科研混合单位)研究
小组负责人。

北航中法工程师学院：
第七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法国中央理工
大学集团工程学研讨会 (5月19日至21日)
作者：李岚珩

    作为纪念中法建交50周年的活动之一，第七
届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 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巴
黎、里昂、南特、里尔、马赛) - 北航中法工程师
学院学术研讨会于2014年5月19日至21日在北京
举行。包括标致雪铁龙集团科学主任S. Allano、
里昂中央理工大学主任F. Debouck、法国中央
理工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J.-
P. Bertoglio、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校长怀进鹏、中
国商用飞机有限公司副总裁王光秋以及中国航空
工业集团经理SHI Suilin在内的一百余名产学研各
界人士参加了会议。

    众所周知，法国中央理工大学集团与北京航
空航天大学的研发合作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通过中法力学、材料、控制和计算机信息国际联
合实验室(LIA 2MCIS)进行资助。

第七届研讨会上，向Francis Lebœuf (UMR 5509)教授致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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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1月中法季风、海洋和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杭州年会合影

    总之，此次会议与南海深部环流后续会议相
呼应，多名学生所做的科学报告对初步获得的数
据做出了总结。考察活动仅仅完成一年后，研究
工作者就已计算出大量数据。这些数据主要涉及
提取岩心的年代模型，这是对随后关于序列详细
研究的关键基础。研究人员对此次采样和在国际
联合实验室成立前的同一支团队组织的海洋科考
活动中提取的岩心做了对比。

接下来做什么？

    两篇中法联合监管论文正在中法季风、海洋
和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的框架下准备。巴黎十一
大与同济大学的第一篇论文已经完成，不久将进
行答辩。博士研究生吴琼从事海水及有孔虫壳钕
同位素组成使用的研究，以描述南海中层及深层
水并重建冰期期间的变异性。第二篇论文是在法
国环境与气候科学实验室和同济大学联合培养下
陈全的论文。这篇论文的目标是借助CIRCEA科考
任务和最近的四个气候周期，重建来自大陆的陆
源变化性，以及流向中国南海北部海盆的运输变

化性。获得的结果将使人们了解陆地降水的变化
性(通过勘测珠江的沉积物)、海平面变化的影响,
以及水柱的结构。在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
会的资助下，陈全于2014年1月抵达法国进行为
期两年的研究。

    中法季风、海洋和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2015
年将到达续签期。这将可以使目前正在准备的论
文，尤其是共同发表的论文得以落实，并启动其
他论文。由于积极参与到南海深层环流沉积物的
研究，北京大学科学家表达出加入该联合项目的
意愿，中法季风、海洋和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的
规模也将随之扩大。2014年9月初，在法国举行
的联合实验室年度会议将讨论未来4年的科研战
略，来自北京和上海的20多位科学工作者届时将
参加会议。这是中法季风、海洋和气候国际联合
实验室成功运作的见证，也侧面反映出了第一阶
段法中科研人员的科学兴趣。

更多关于中法季风、海洋和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
的信息，请登陆：https://monocl.lsce.ipsl.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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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的
框架内，2012年，中法海洋科考团(CIRCEA)乘坐法
国Marion Dufresne科考船进行了沉积岩心采样研究
活动。提取的岩心采样分布于中国南海北部的深
层断面(500至3900米)上，它有助于大陆和海洋水
体交换的研究，以及中国南海西北边缘狭长地带
环流的动态研究。此次采取的样本是对以前海洋
科考活动中采样的补充，岩芯将被运送至国际联
合实验室各个参与机构中进行全面的分析研究。

    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于2012年举行
研讨会后，上海同济大学海洋与地球科学学院的
科研学者在杭州召开了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
际联合实验室2013年会议。会上就各项科研主题
进行了富有成效的交流与探讨。

意外收获

    研究学者们围绕作为示踪物的沉积物陆源做
出了众多论述，旨在重建南海洋流时空多样性变
化。这些论述主要聚焦于颗粒来源地区的勘测及
搬运过程研究。在中国南海北部东西断面狭长地
带分布的锚泊站位，所得的剖面图可以获得关于
现状非常有意思的结果。从台湾延伸至珠江口南
部的大陆架1000米深处发现了一个富含陆源颗粒
的层。在观察期产生的巨大漩涡令人印象深刻，
它影响了整个水柱，直达1800米深度。这些结果

和观测对更好地探讨以前
的研究系列很重要。同
样，对目前流入南海的主
要河流带来的沉积物进行
特性研究，可以跟踪海洋
浓度(与陆上降雨量相关)
，研究其路径以及进入南
海合流的路径。此外，会
上还讨论了南海深层洋流
的动力，及其冰期/间冰
期的时间尺度。放射性碳分解在深水中或融于有
孔虫类贝壳钕同位素内，如放射性碳一般多种多
样的各种指数处于分析之中。研究人员针对目前
已存样本和此次海洋岩心中提取的样本将以平行
的方式进行分析研究，并带来严格的水体限制条
件，根据不同时期，开发的太平洋水体平缓交换
或积极交换。

    不同复杂度模型用以检测北大西洋淡水洋
流、热带交汇面多变位置、降水率对低纬度的影
响。借助这些模型，获得的气候模拟结果显示了
它与初期考量基本状态的相关性。亚太地区洋
流与不同时段大气间建模还显示了区域性高分辨
率模拟的需求，旨在更好地将其与区域变化相区
别，并按照地区更好地理解在不同的岩心数据中
观察到的变化。

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
新进展13

作者：Catherine Kissel,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法方主任
(环境与气候科学实验室,Gif-sur-Yvette)

项目

13 关于中法海洋科学合作的补充信息，请查阅本刊第15期，中国科研潜力之探索，第20-23页

    众所周知，在中法两国实验室在古海洋学领域开展合作后，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
于2011年正式成立。项目涉及东南亚季风的演变历史以及该地区海洋水体交换。

    该地区是开展气候演变研究的关键区域，因为该区域不仅受低纬度季风气候影响，同时也是太平洋
和印度洋的汇合之处。Catherine Kissel教授通过以下文章对我们开展的合作研究进展作一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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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参加了第三届中法信息和通信科技国际研讨会(NICST)，在此对中法可持续发
展智慧计算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工作进展进行总结。该实验室是哈尔滨工业大学(HIT)与克莱蒙费朗LIMOS
实验室在信息通信技术及人与环境方面应用领域的合作(6158号科研混合单位)。来自中国、法国、美
国、意大利等国家10余所大学、研究机构、公司的60多位代表参加了会议。

20年的学术科研交流:
可持续发展智慧计算国际联合实验室
作者：Farouk Toumani教授，法国克莱蒙费朗柏莱斯 - 帕斯卡尔大学LIMOS实验室(6158号科研混合单位)

法国高等计算、建模及其应用研究所/哈尔滨工业大学中法
联合培养硕士/工程师双学位毕业生合影

    可持续发展智慧计算国际联合实验室成立
于2012年1月。由哈尔滨工业大学徐晓飞教授
和LIMOS实验室Alain Quillot教授共同领导，成
员包括哈尔滨工业大学企业与服务智能计算 
(Intelligent Computing for Enterprises & Services)和
容错计算(Fault Tolerant Computing)研究团队，以
及武汉大学、LIMOS实验室的其他研究人员。

    实验室的建立源于一个较为特殊且创新的合
作过程：实际上，双方交流始于1997年，合作仅
限于学生、工程师和硕士研究生的联合培养。起
初，双方机构只是进行实习生的长期培养。随后
双方进行了博士生的交流，并签署了更正式的双
学位协议。就这样，国际联合实验室的不同参与
团队之间开始了接触。实际上，这意味着该国际
联合实验室的工作很大程度上是在学生(研究硕
士、工程师或博士生)交流的基础上开展而来的。

    对研究课题而言，自2012年1月以来开展的
主要合作涉及了传感器网络研究：环境监测传感
器网络，以及服务信息技术研究：生产系统、移
动服务。对于第一个课题，由HOU Mean、杨孝
宗、孙宏教授主导的第一个研究课题已完成，
旨在发展一个无线传感器网络实验平台，法国农
业与环境科技研究所14也积极参与到该项研究之
中。在与Labex IMOBS315合作的情况下，关于空
间约束规划和某些运输系统动态管理的第二项研
究课题也已经完成。围绕这两项研究课题一篇论
文已经完成，另外五篇也已经启动。此外，中法
传感器网络项目16已经获得了中国科学院的资金
支持(2010-2012)。

14 http://www.irstea.fr/en/institute/centers/clermont-ferrand
15 http://www.imobs3.univ-bpclermont.fr/index.php/fr/
16 无线传感器网络模拟机模型化关键技术研究。

17 杨教授、聂教授、周哈英教授(哈尔滨工业大学)，孙宏教授、郭教授(武汉大学)
18 计算机、模型化与应用高等学院/哈尔滨工业大学中法硕士/工程师双学位。计算机、模型化与应用高等学院是

一所培养信息技术工程师的高等院校，以信息技术行业及其应用为轴心。这机构每年招收约120名新生，学生需

通过理工学院普通高考，且具有BAC+2 (L2/DUT/BTS)水平。http://www.isima.fr

ISIMA – 计算机、模型化与应用高等学院

所/清华大学)在巴黎组织的活动日，并对联合实
验室的工作做了介绍。

    放眼未来，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参与范围应该
扩展到波尔多，因为2015年在那里将举办中法信
息和通信科技国际研讨会。明年，国际联合实验
室将与波尔多大学IMS实验室(5218号科研混合单
位)共同开展博士研究生联合培养项目。总体而
言，机构的这种合作将很大程度上满足研究发展
的需求，也证明了中法双方科研互动的好处，这
种互动将在未来的20年间见证这个伟大国家的巨
大变化。

    在合作交流和科研活动组织方面，国际联
合实验室接待了多名中国教师赴法深造 17。联
合实验室于2012年2月在哈尔滨工业大学举办
了中法计算日 (中法未来计算技术研讨会，CF-
WoFUCT2012)。2013年9月，在中法联合培养
学生 18毕业之际，中法未来计算技术研讨会
(NICST 2013)于法国克莱蒙费朗成功举办。中国
大使馆的一个重要代表团参加了这些活动。正
是这两次活动促成了2014年中法信息和通信科
技国际研讨会在威海胜利的召开。几乎同一时
期，Alain QUILLIOT参加了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
用数学联合实验室(法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

2014年哈尔滨工业大学中法信息和通信科技国际研讨会与会者合影(2014年5月26-27日，威海)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项目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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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ylvie Démurger教授(5824号科研混合单位)在以下文章中提及了CHINE Q，它是一个研究中国不平等
现象的国际联合实验室，其涉及的科研课题文献参考甚少，但研究内容丰富而富有挑战性。从北京的角
度看来，能够在双边框架内谈论这样一个话题证明了一个事实：我们从今天开始可以在中国大陆进行关
于当代中国社会重大问题的研究工作。

中国的不平等：经验和实证研究
作者：Sylvie Démurger 

    “中国不平等现象：经验与实证研究”国
际联合实验室(CHINE Q)，创立于2014年，为期
4年，它是在法中双方自2004年起开展研究合
作及联合培养项目基础上而形成的，这些合作
主要涉及了北京师范大学(BNU)经济与工商管理
学院 (SEBA)和里昂  - 圣艾蒂安经济理论与分析
研究团队(GATE)(5824号科研混合单位)。该国际
联合实验室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Sylvie Démurger和北京师范大学李实教授共同领
导。依靠结成的伙伴联系，特别是通过在2011-
2013年间19实施的5716号国际科研合作项目，该
国际联合实验室旨在推动中国不平等现象研究项
目新合作的发展，并为在一个快速发展的环境中
不平等现向产生和传播问题提供创新视角。

19 https://www.gate.cnrs.fr/pics

从左至右： Marc Willinger、Enrique Fatas、毛磊、Marie Claire 
Villeval、Sylvie Démurger、李实

20 http://www.ciidbnu.org/index.asp
21 https://www.gate.cnrs.fr/spip.php?article763
22 毛磊的论文« Three essays on risk attitude and social image »(2014年4月18日）

    增长在人口中公平的转移了吗？经济增长成
果是如何在不同群体中分配的？该国际联合实验
室范围内的研究工作旨在通过揭示不同群体在机
会和结果上的不平等，以及对这些不平等的感知
异质性来为这些问题找出答案。从结合计量经济
学和实验经济学的常见方法工具出发，国际联合
实验室的科研计划主要围绕四个相辅相成的方
向，其中每个都强调不平等的一个特别维度。这
四个方向是：

1) 迁移和不平等现象；2) 不平等现象与居住隔
离；3) 机会不平等；4) 对不平等偏好的异质性。

可提交的成果

    这个科研计划有很多值得期待的贡献。首先
它是通过目前中国还较少采用的角度来进行研
究，例如：机会不平等、居住隔离以及社会偏
好，它非常注重理解不平等的动态因素，以及制
定可以有效消除不平等现象的公共政策。其次，
它考虑到由于社会经济划分的人口群体异质性，
这种经济形式的划分部分原因来自于制度的约
束，这导致了中国人被划分为三六九等，并创造
了土地不平等的持久性。如果广义的群体情况可
以借助于涉及中国不平等的大量文献而得到越来
越好地记录下来，但在了解更加细分的群体在机
会不平等、消费不平等、住房不平等，以及满意
度不平等方面的差异，仍然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国际联合实验室希望推动法国对中国不平等
问题的研究，并借此为使法国的相关研究在国际
上占有一席之地做出贡献。由于拥有在劳动经济
学和不平等现象研究领域享誉国内外的团队，北
京师范大学是首要合作伙伴。此外，北师大中国
收入分配研究院(CIID)20的多位成员也参加到本联
合实验室的科研工作中。该院旨在推动社会福利
问题在中国的公开探讨。

    国际联合实验室特有的科研合作形式包括轮
流在法中两国举办SEBA-GATE年度研讨会，合作
机构学生与教学研究人员交流，以及博士及硕士
生联合培养。国际联合实验室的成立使2014年法
中双方的合作显著增强。2014年4月28至29日，
第五届SEBA-GATE研讨会于上海复旦大学举行，
复旦大学也由此次机会与SEBA-GATE21建立了合作
伙伴关系。

交流

    北京师范大学经济与工商管理学院的10位研
究人员，以及里昂 - 圣艾蒂安经济理论与分析研
究实验室的7位法国研究人员在会议期间介绍了
25项研究成果，涉及劳动经济学、公共经济学及
宏观经济学。在人员交流方面，里昂 - 圣艾蒂安
经济理论与分析研究实验室今年接待了北师大经
济与工商管理学院3位研究人员的参观访问，其
中的两人停留了一个月，另一个人停留了一个星
期。这些交流互访均隶属于里昂 - 圣艾蒂安经济
理论与分析研究实验室一位或多位研究人员联合
发表科研文章的研究合作框架。相应地，北京师
范大学将于2014年秋天接待法方的一位博士研究
生和一位研究人员进行研究访问。在联合培养方
面，里昂 - 圣艾蒂安经济理论与分析研究实验室
从2009年开始每年接待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博士
和硕士生进行研究学习。2014年，一篇论文已通
过答辩22，两篇论文正在准备中，一篇新的关于
中国农村消费的迁移和不平等的联合培养论文将
于9月启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项目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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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房棘球蚴是一种寄生虫，其成虫寄生狐狸和狗身上，幼虫则寄生在啮齿类动物和某些兔形目动
物身上。人体吸入经犬科动物粪便排在环境中的寄生虫卵会罹患泡状包虫病，佛朗什 - 孔泰大学早对此
病有深入悠久的研究。在该病的高发地区，发病率高达1‰。在下面的文章里，领导生态系统健康与环
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究团队的Giraudoux教授介绍了这种在甘肃南部肆虐的寄生虫病科研合作的最新情
况。该文章记录了我们研究人员冒险深入高病发率区域进行研究工作的全部活动。

甘肃的泡状包虫病：试点研究
作者：生态学Patrick. Giroudoux教授(6249号科研混合单位)

    在上世纪80年代末，Phil Craig(英国萨尔福大学)和刘德山(兰
州大学)在世界上病情最严重的中国西部甘南23漳县和岷县的一个
家庭中发现受该疾病后，一个多学科研究地区在1994年到1997年
间作为欧洲计划的一部分对外开放。那里4%的人口感染了泡状
包虫病，在某些村子里患病率高达近15%。2008年，实验室的研
究人员与他们的中英同事一起，再次集中到6429号科研混合单位
时空环境实验室进行联合研究。该实验室的Dominique Vuitton和
Patrick Giraudoux建立了狐狸和狗的种群，尽管在上世纪80年代
末的时候这些种群动物众多，但这时已经没剩多少了(在整个研
究期间只能看到一两只狗)。很可能发现的人类病例是在这个时

23 甘肃是一个狭长的省份，位于蒙古高原和青藏高原山梁之间，沿古代丝绸之路的主要路线延伸。

泡状包虫病很可能会在本地区重新传播。如能筹集到必要的资金，2015年将进行一次新的考察，
其优先目标是：

1. 评估强度并建立狗群传染的空间分布模型， 

2. 重新评估小型哺乳动物群的分布以及食肉动物的进食情况， 

3. 对在1994至1997年及2005年至2005年筛查期间发现的人类病例进行系统跟踪。

联系方式：Patrick Giraudoux http://chrono-environnement.univ-fcomte.fr/spip.php?article232

    在 兰 州 大 学 ( 金 涛 教 授 ) 的 支 持
下，Patrick Giraudoux和Phil Craig于2014年5月20
日至24日前往他们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地
点。到那里很不容易，该高海拔地区(海拔2200-
2600米)曾是2013年7月22日一次里氏5.9级地震的
震中。

    此行的目的是在对发现泡状包虫病家庭26年
后及首次多学科研究20年后情况跟踪的可行性进
行评估。那里的犬群有明显增加(所有的村子加起
来有几百只)，但按当地的说法，狐狸的数量一
直没有恢复到以前的水平。史大中教授和赵玉民
博士在2005至2006对当地人群进行的一项筛查显
示，至少有一个人是在狗群灭绝后被感染的。

期之前被感染的。这也表明那些灌木和草场区扩
展部分最高的地区，人类泡状包虫病的发病率很
高，差不多是耕地为主的区域的3倍。由这些观
察演绎出了生态运作模型，该模型后来被证明具
有很高的普遍性，适用于欧洲以及中国和中亚的
大部分地区。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项目 项目



24 25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No16  2014 夏季刊

更长的时间，文化差异主要源于“界限”，合作
关系不可能很快建立。然而，根据十余年的经
验：当人们很好相互了解，个人关系比合同更重
要。合作会超越科研的范畴且牢不可破。

具体的科研成果和具有广阔前景的项目

    多次研讨会分别在法中两国举行，旨在汇
集相关研究人员，提交探讨获得的科研成果。第
二届研讨会(2009年于上海)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华东师范大学与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签
订了谅解备忘录。

    该谅解备忘录规定了合作框架，便利了年轻
博士生和经验丰富的研究人员的交流。简要总
结：5篇联合监管指导论文(4篇已答辩)，3位中国
博士后赴法开展研究学习。2005至2013年：在重
要科研期刊上共发表了52篇联名文章。

    这是一个对中法双方都非常积极的结果，10
余年来，研究合作颇具活力且卓有成效。由于该
备忘录已经到期，双方已经开始讨论将这一合作
延续下去，并提出建立国际联合实验室。

    5篇联合审核论文、3位中国博士后、52份出版物：法国电子、微电子及纳米技术研究所与中科院上
海硅酸盐研究所的联合项目成绩斐然。Rémiens博士向我们解释了这一始于10多年前的伙伴关系的背景
和科学定位。

无机功能材料：10年之久的科研合作
作者：Denis Rémiens教授 - 法国电子、微电子及纳米技术研究所(8520号科研混合单位)

    十余年前，中法实验室间的合作在无机功
能材料领域展开。该项科研合作始于2003年，
王根水博士到法国电子、微电子及纳米技术研
究所同Rémiens教授团队进行为期2年的博士后研
究。Rémiens团队的工作重点是功能氧化物的增
长及其宏观、微观和纳米级物理化学和电特性
研究，同时也进行在MEMS组件及移动电话微波
组件层面的应用研究。在留法期间，王博士对凝
胶压电厚膜(PZT 10 µm)很感兴趣。在他返回中国
后，王博士就职于中国科学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
(SICCAS)“无机功能材料与器件重点实验室 - 铁电
压电陶瓷与器件研究课题组”，研究块状(陶瓷)
及膜状(薄膜和厚膜)功能氧化物。

    鉴于共同的科学兴趣和伙伴关系，尽管没有
联合资助项目，王博士和Rémiens教授继续进行合
作。Rémiens多次到中科院上海硅酸盐研究所访问
交流并深入了解该所的工作方法、组织以及课题组
现有的人力和技术资源。这些任务对一名研究人员
是很有益的，因为一方面，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研
究人员如何工作，例如中国，它拥有一个重组后全
新的科研体系，以及持续增加的资金支持，中国是
一个特别有吸引力的科研访问目的地。

    相应地，在瓦朗榭纳与埃诺冈布雷齐大
学(UVHC)的支持下，王博士自2006年起每年作
为访问教授在实验室进行1至2个月的交流访
问。Rémiens教授也借助在上海的众多科研任务
试图开展新的合作。中科院院士、华东师范大学
褚君浩教授领导着“极性材料与器件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Rémiens教授与其进行了接触，并
凭借3个人间建立的科研和人际关系，将法国电
子、微电子及纳米技术研究所与中科院上海硅酸
盐研究所间最初的合作扩展至华东师范大学。很
显然，个人关系成为了拓展合作范围的催化剂。

    三个实验室在材料科学及其应用方面的科研
能力具有互补性。材料科学领域实际上范围广
泛，涵盖了增长方面及精细物理化学特性的研
究。对物理属性(电、光、磁……)的研究可以使
结构、微结构及界面等效果在薄膜性能上相关
联。

    这是一个广阔的调查研究领域，在此合作框
架下，该领域主要涉及了功能(或智能)材料。像
任何合作一样，重要的是找到好的合作伙伴并花
时间来讨论项目和目标。在中国，建立基础需要

第2届研讨会于2009年11月在上海召开。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前，对研究主题进行最后讨
论。图片为Rémiens率领的法国电子、微电子及纳米技术研究所的10位教授代表团。

(2009)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项目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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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组织研究中心：近期工作介绍
作者：何飞让先生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前研究主任、里昂三大企业管理学院社会学及工业管理教授

中心简介

    中法合作工业与技术社会学中心于2000年12
月8日正式成立，法国驻广州总领事Lavezzari先
生、中山大学副校长许家瑞代表校长黄达人出席
了的揭幕仪式。该中心是中国首个由中外研究人
员共同领导的社会科学研究中心。

    2001年至2005年，法国发展研究院(IRD)外派
学者Rigas ARVANITIS先生对中心贡献良多，起到
了积极推动作用。2006年，中心更名为中法组织
研究中心，这反映出法中双方希望进行更大范围
的跨学科研究的意愿。2006年至2008年，法国发
展研究院资助了该中心的长期出访任务；2009年
至2011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则为科研人员
派遣任务提供了资金。

    中心聚焦于中国科技发展、工业化和现代化
方面的研究、培养和科研交流。该中心首要工作
是开展与法国高校、研究中心及法语科学界的科
研交流。中心参与了中山大学研究生的培养，并
与中山大学的其他机构保持着紧密的合作联系，
传播工业、科技及创新社会学想法，并承担由中
法研究人员参与的高水平学术研究工作。

    在科研计划范围内的主要活动是进行产业跟
踪以及研究成果的合作、资助和推广。

正在进行的研究：中国投资……

    中心参与了两个研究项目。第一个是中国对
欧洲，特别是对法国的投资。

    这个位于广州的研究中心自1989年起开始关
注法国在华投资。目前，该中心则关注中国的对
外特别是对法国的投资。实际上，如果其发展很
大程度上依赖于出口，中国就是一个境外投资较
弱的国家。另外，出口更多是外国企业在中国采

购的结果，而非中国企业的商业行为。因此，中
国为全世界生产产品，但只得到了这些产品价值
中的很小一部分24。既然不能再依靠低工资来维
持其经济活动水平，中国必须开始直接面对外面
世界。在关注甚至接触了一些在法国的中国企业
家后，中心与里昂三大企业管理学院进行合作，
以响应法国生产振兴部对中国在欧洲投资实践的
号召。我们已经了解了一些在法的中国企业，继
续在临近国家进行观察，辑录了现有的统计数
据，并与中国潜在的投资者进行了见面，旨在获
得中国各主体投资实践的最详尽信息。与大多数
国家一样，投资模式看起来相当多样，从个人逃
税到全球扩张政策不一而足。我们通过这种做法
询问了法国相关参与者，并在标致成为中国公司
收购目标25时及时提交了一份报告。就像我们的
报告中强调的，中方老板和干部缺乏与外国人打
交道的经验。我们继续思考如何协助他们以避免
这样的投资变成经济灾难。

……社会运动

    第二个研究方向是中国南方的工人罢工。这
项工作得到了中山大学社会学系与政治学系的支
持。在中山大学的帮助下，我们获得了官方统计
数据(但我们不能公开)，并接触到了研究此问题
的中国研究中心。我们在2010年中期，就开始
与法国企业家围绕中国装配厂罢工及劳资纠纷的
出现进行了探讨。这些纠纷令全世界感到惊讶，
因为中国的劳动力一直被认为是相当温顺的。在
一个政府倾向于对任何社会动荡表现形式做出过
度反应的国家，且企业面对罢工者并无采取谈判
行为，甚至只是简单表达其想法，这些纠纷显得
非常难以应付。中心会见了几位政治和经济对话
者，旨在了解从那时起方兴未艾的冲突的深层动
机。按照中心的研究方法，中心广泛接触了所有

与纠纷相关的人员：工人、干部、老板(私企、国
企和外企)、工会以及各有关当局人员。

    由于含有外国因素，中心并不直接介入公开
的冲突，但与所有的参与者一起思考冲突及其成
因。在出版了科研26和大众27出版物的第一批研究
后，中心现在致力于了解当今中国与西欧上世纪
70年代的相似性。两者确实存在类似之处：在两
个案例中：长期且持久的增长，均主要依靠于不
熟练的劳动力从事分化劳动从而大规模生产为核
心的工业活动。在二十多年的强劲增长之后，企
业面对异于传统集体协商结构的新冲突。欧洲对
策是劳动组织，因为，如果冲突通过增加工资而
化解，研究人员强调了拒绝细化工作28。如果中
国企业负责人决定采取中式方案来应对劳动组织
的中国危机，他们可能参考那些研究欧洲四十年
前情况的研究者们的经验和鉴定。

25 何飞让、Laetitia GUILHOT、Catherine MERCIER-SUISSA(2013年)，面对在欧洲和法国的中国投资者的新策略：如

何应对？法国经济、财政和工业部服务业及工业竞争力报告，第145页，ISEOR，Ecully http://hal.archives-ouvertes.
fr/hal-00926720
26 何飞让(2014)，广东省的新型社会冲突：历史学和社会学观点，RICHET, DELTEIL, DIEUAIDE出版社(2014)，跨国

公司战略与社会规管：欧洲与亚洲展望，Springer
27 何飞让(2011)，《中国南方的社会紧张：向大罢工发展》，Rue 89.com，22/01/2011，http://www.rue89.com/
chinatown/2011/01/22/vers-une-greve-generale-en-chine-du-sud-186370
28 何飞让(1976年)：《劳动组织及其新形式》一书，文章《法国工业中新的劳动组织形式》，法国职业资格研究

中心图书馆，第10卷，第36页。

24 何飞让(novembre 2008年11月)，谁从中国工厂获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亚太网络刊首语 http://www.reseau-
asie.com/cgibin/prog/pform.cgi?langue=fr&ID_document=2084&TypeListe=showdoc&Mcenter=edito&my_id_societe=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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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心团队组成

何飞让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里昂三大企
业管理学院社会学及工业管理教授

中方主任：王进

法方主任：何飞让

中心正式研究人员：

李新春，中山大学管理学教授

丘海雄，中山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何飞让，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香港法
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研究人员

谭丽华，博士生、研究助理

王进，中山大学社会学教授

于永辉，中山大学博士生

中心合作研究人员

Rigas ARVANITIS，法国发展研究院研究人员

MIEGE Pierre，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副教授

RICHET Xavier，新索邦大学教授

WALTER Jorge Alejandro，阿根廷圣安德烈斯大学
教授

赵巍，圣艾蒂安高等商业学院

顾问

Renée AJZENBERG, 广州顾问

经济界代表

严祥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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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研究院：
联系于中国的相关活动一览
作者：中国经济研究所负责人、经济学院教授Mary-Françoise Renard
(克莱蒙 - 费朗大学，6587号科研混合单位）

    法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CERDI，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 - 奥弗涅大学，6587号科研混合单位)
中国经济研究所(IDREC)成立于1995年，长期致力
于对中国经济的研究。

    该机构主要从事科研工作，也负责对经济学
院硕士阶段中国经济的教学。博士培养是国际发
展研究中心工作的重要部分，尤其是建立专门针
对来自北京大学、武汉大学、广州大学的中国学
生的博士计划。该计划得到法国外交部、奥弗涅
大区议会及中国国家教育委员会的支持。所培养
的15余名博士现在主要在中国和加拿大的大学或
者国家、国际组织(世界银行)从事教学工作。研
究院发表了多篇中法联合博士论文。直至目前，
已有三十余篇论文进行了答辩或在准备答辩。

    中国经济的专业化研究促进了该领域的研究
发展，主要体现在：

• 与中国高校开展合作联系，

• 参与国际研讨会，

• 在科学期刊上发表论文，

• 组办夏季大学和每两年一次的国际研讨会，

• 在大众期刊和媒体上推广提高科研成果转化
价值。

    主要研究项目：

• 宏观经济政策、环境政策和发展的可持续
性、城市化、区域政策、健康政策、城乡关
系、中非关系、汇率政策、国际贸易和对外投
资……

    法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中国经济研究所同时
也是2014年4月于北京成立的国际中国研究联盟的
创始成员之一。

法国国际发展研究中心的徽标 中国经济研究所的徽标

http://www.cerdi.org/idrec.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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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
作者：法帼蓉教授 -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院办公室

    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PSC)位于距离上
海市区25公里的上海辰山植物园内，是中国科学院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SIBS)一个下属单位。该中心
于2012年4月成立，旨在促进植物生物学的研究发
展和该领域中国新一代高水平研究人员的培养。

    该中心的使命是研究改进农作物的品质、生
产力及其耐久性，减轻其所在环境的恶化。中心
科研团队专注于植物的代谢和生长研究，及其
发育、对环境压力的适应、生理和分子机制研
究……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还开展了尖
端生物学研究，并推动了全球研究人员网络的发
展。中心致力成为一所植物生物学和生物科技领
域的国际研究中心。

    中心表示“（…）我们像相信科学一样相信
科研人才”。师资队伍的所有成员都是高水平的
科学家，他们在细胞与分子生物学领域有过重要
发现：包括植物对环境胁迫反应的分子机理；细
胞极性的建立、植物类固醇信号……”

    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力争与科研人
才、高水平研究学者和学生、支持研究的工作人
员、企业、私人或机构捐赠人建立伙伴关系以促
进创新项目的发展。

获取更多关于中心计划、项目及出版物的信息，
请登陆：http://www.psc.ac.cn
邮件：psc@sibs.ac.cn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简介

    中科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SIBS)成立于
1999年7月，由中国科学院在上海的8个生命科
学研究机构合并而成。研究院的组成机构分布于
上海的七所校园内。科研团队专注于人类健康及
生物学边界的研究。团队鼓励用多学科的研究方
法作为加强科学进步的手段。研究院在2000年至

    全球气候变化、极端天气事件或环境污染的消极影响已经成为中国植物生物科学家关注的主要问
题。这些因素对需要面对众多环境压力的植物的生长尤其不利。一个主要的挑战是在有时极端的生理情
况(干旱、洪水等)下如何使其保持平衡。上海生物学中心致力于植物逆境的研究。下面的文章介绍了中
科院上海植物逆境生物学研究中心(PSC)科研目标及合作途径。

2013年间因在神经科学、细胞与分子生物学、基
因组学、遗传学、免疫学、肿瘤生物学、营养生
物学、代谢生物学、生物技术方面的各项研究工
作而获奖。这些奖项包括16个国家级奖励、84个
省部级奖励及2个军事奖项。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共有2120名在职员工，
包括1784位科研人员和工程师，21位中科院院士
和2位工程院院士。

    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通过高级研究计划培养
年轻研究人员。上海生科院提供5至6年的硕博连
读计划。

    2014年，上海生科院共有1706名在职研究
生，包括1037名博生研究生和669名硕士研究
生，建院以来，该院共培养了597名博士后研究
人员，其中的394人于2014年4月结业(«全国优秀
博士后研究项目»)。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下属研究所

• 生物化学与细胞生物学研究所(SIBCB)  

• 神经科学研究所(ION)

• 上海药物研究所(SIMM)

• 植物生理生态研究所(IPPE)

• 健康科学研究所(IHS)

• 营养科学研究所(INS)

•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IPS)

• 中国科学院 - 马普学会计算生物学伙伴研究
所(PIC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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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livier Martineau-Huynh，巴黎皮
埃尔与玛丽 - 居里大学(UMR 7585
号科研混合单位)副教授，2004年
至2008年任职于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中国代表处，他与中国科
学院国家天文台及高能物理研究
所研究人员在粒子天体物理领域
建立合作。2011年开始，他出任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法方主
任。在这篇文章中，Olivier对该项
合作完成的科研成果做了全面的
总结(200篇出版物、联合培养项目
等)。此外，他还和我们分享了他
对双边交流及联合实验室发展前
景的看法。

    打开法中核物理与微粒子物理学的合作档案，您一定会大开眼界。起初，编辑人员还认为可能只
有一篇短小简单的文章来介绍这一领域，但众多合作很快证明我们的想法错了。不仅法中研究人员之
间的交流互访频繁，两国独有的合作项目及科研实验也占据了重要地位。为撰写这一专栏，我当然想
到了Olivier Martineau-Hyunh的文章，他向我们介绍了他担任7年法方主任的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
(LIA FCPPL)的科学及战略挑战；还有Fabio Hernandez在中国计算中心真正的科研体验及其职业历程。最
后一篇文章来自我们的同事Gaëlle Shifrin教授，该文让我们了解到中国科研机构与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
子物理研究所(IN2P3)保持着密切且充满活力的合作，目前中国研究人员和博士生源源不断地前往该所进
行研究学习。

核物理与微粒子物理学之间的科研合作

特别记录

    在某些学科，科学研究的国际化合作常常是
实施重大研究项目的一个必要条件，微粒子物理
学就是如此。稳定的合作关系可以让我们的知识
持续发展，并使法国实验室及企业科技能力得到
提高。作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国际联合实
验室，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LIA FCPPL)就是
一个成功的范例。该实验室建立于2007年，其研
究任务是构建并促进中法粒子物理研究人员的交
流与合作。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成立的两个因素：

•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基础物理实验室
和其他中国高校(特别是北京的清华大学、北京
大学，武汉的华中师范大学，合肥的中国科技
大学以及济南的山东大学)希望他们的研究人
员和博士研究生与世界上最好的科学家建立联
系。该意愿是1978年签订的中法政府间协议的
一部分，旨在发展两国之间的科研合作。这也
符合中国多年来科研政策的一贯方向。该政策

粒子物理：从“国际联合实验室”到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 
作者：Olivier Martineau-Huynh

不仅面向法国，也不局限于物理学，它已经与
众多合作伙伴在所有科研主题研究上得到了落
实(首先是美国，其次是日本、德国、英国，以
及法国）。

• 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特别
是在当时负责加速器物理研究的科研副主任
François Le Diberder的推动下)再次针对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亚洲科研机构合作关系的战
略意愿上进行了平衡。同欧洲及北美29合作伙
伴间历来紧密的合作关系相比，当时法国与亚
洲科研机构在该领域的合作实际上相当有限。
随后的3年中，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
究所先后与日本(2006年，日法粒子物理联合实
验室)、中国(2007年，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
室)和韩国(2008年，韩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
的科研机构建立了国际联合实验室。其中，在
中国和韩国搭建的合作是在法国原子能科学委
员会 - 基础科学及宇宙学研究所的协作下而展

开。由于中日韩三个国家代表着亚洲大陆基础物理学30的关键
力量，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还围绕科研质量、
培训和人力及技术潜力等方面构建、实施并加强了合作。

    这两项方针政策得到了法国各实验室的积极响应。这主要是
因为，在科研领域工作意愿日益减少之时，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
验室可以招收具有扎实学术知识并愿意成为国际科研团队一员的
中国博士研究生，并将其输送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进行研
究学习。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总结和展望

    在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成立7年后，我觉得它是非常积
极的。就像刚刚提到的，实验室首先培养了四十多名中国博士研
究生，他们主要由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资助，有些学生
则是获得了法方科研项目(例如：法国外交部埃菲尔奖学金)或混
合项目(例如：中国科学院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博士生联合
培养项目)的奖学金。他们的论文往往由中法合作机构联合监管
完成，这仅是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7年间开展的40个研究项
目之一。该联合培养项目为法国带来了众多益处：首先，绝不
可忽视的是，这些博士研究生在撰写论文期间为法国国家核物
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和基础科学及宇宙学研究所实验室的科研
工作贡献良多。对于那些被征召为其祖国履行科学职责或代表
其祖国成为国际科研合作伙伴的人员，联合培养项目有助于在
法国与其建立紧密联系。最后，联合培养项目也可以加强并延
续中法联合培养博士生团队间的科研合作。

    今天，在某种程度上，我们认为由于这种法中双边共同的
领导指挥，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成员间建立了真正的信
任，甚至是深厚的友谊。在这七年间，实验室除了联合发表的
200余篇科研文章外，我觉得组成这个既广泛(超过200名成员，

29 我们主要想到欧洲核子研究中心，加速器物理无可争议的重心。

30 我用这个词概括所有旨在了解粒子间相互作用的基础规律、宇宙历

史及状态的实验或理论研究，包括：粒子物理学、宇宙学、天体物

理学、粒子天体学……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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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届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研讨会与会人员(克莱蒙 - 费朗，2014年4月6日至8日)

开展的研究合作涵盖了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
理研究所和基础科学及宇宙学研究所的所有研究
课题)，又充满活力(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框
架内现存25个科研项目，大部分是以往项目的研
究人员交流互访或科研会议的成果)的网络是我们
实验室最卓越的成就。上届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
验室研讨会31有130名成员出席，侧面也体现出了
该网络的重要性和活力。

    另一方面，我们还要指出，此次活动吸引了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及中国方面的关注32。这
清楚地表明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也是中法两
国政府围绕不同科研课题，商讨协调科研政策及
合作的一个重要方式。

中国，世界基础物理版图上的新兴力量。

    我们也注意到，在过去七年中，中国的基础
研究取得了长足进展：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其
首要任务是通过将其研究人员送到外国深造以迎
头赶上。中国已经在这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并
提出在未来几年或几十年内成为基础研究领域火
车头的国际计划。比如，JUNO(中微子探测项目)
、SVOM空间任务(宇宙中伽玛爆探测)，或更长
期的“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它是欧洲核
子研究中心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的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的延伸项目。在法国，有些人将这一进展视
为对西方在基础研究方面领先地位的威胁。而在
我看来，他们忘记了世界上每五个人就有一个中
国人，也忘记了如同在其它领域，中国在基础研

究居于领先地位是自然合理的。除了这些原则的
考虑，我甚至想认为：中国的腾飞对世界基础研
究是一个机会：在西方国家资助回报期较长且有
风险的研究活动变得困难的时候，中国拥有充足
的资金、技术和人才，中国雄心勃勃的科研政策
大大提高了制造科研仪器的可能性，这将有助于
全球研究人员未来新的研究发现。

    借助于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的科研工作，以
及以往的合作联系(甚至可以追溯至基础物理33诞
生之时)，中法两国得以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这
种信任是考虑到中国科研发展，两国新的合作伙
伴关系的基础。法国国家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研究
所所长Jacques Martino和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所长王贻芳在上一届研讨会上表达上述观点，并
提到了在联合实验室外加强合作联系的意愿。

朝向“国际科研混合单位”发展？

    这种强化的合作采取何种形式尚未确定。但
它无疑应尊重各方的科研政策，且以保持联合实
验室合作网络的活力为目标。在中国建立一个国
际科研混合单位，长期接待法国科研人员进行为
期几周至几年的访问研究，这就是一种可能性。
如果法国科研机构决定正式参与这些在中国的项
目(比如JUNO)，这将推动在华建立国际科研混合
单位的步伐。不管未来选择哪种合作框架，我相
信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必将与那些
准备在世界科研领域发挥领导作用的中国合作伙
伴(规模与人员科研潜力)保持紧密联系。

31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每年轮流在中国和法国举行研讨会，会议期间，实验室成员介绍其工作进展。第七届研

讨会于2014年4月8日至10日在克莱蒙 - 费朗举行。(参照：https://indico.in2p3.fr/conferenceDisplay.py?confId=8719)
32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研讨会出席人员：法国国家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研究所所长、四位科研副主任；法国国家

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研究所下属研究单位五位主任；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际合作副主任；中科院高能物理所所

长；北京正负电子对撞机项目主任；以及山东大学、清华大学、武汉大学的相关领导。

33 中国的核物理学先驱钱三强、何泽慧先生曾留法师从居里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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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国
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 计算
中心工作18年后，Fabio Hernandez
被法国外交部委派前往北京中国科
学院工作。在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
所，Fabio Hernandez的工作任务是
发展法中研究机构在数据处理研究
领域的现存合作联系，特别是那
些计算网格技术可以带来价值的学
科，如高能物理方面。

粒子物理：
Fabio Hernandez教授在北京的科研经历
作者：Fabio Hernandez

    2010年春天，科学家们为了获取大量实验
数据,首次启动了围绕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物
理实验。位于法瑞边境、临近日内瓦的欧洲核子
研究中心大型强子对撞机是迄今为止建造的最强
大，同时可能是最复杂的粒子加速器。特别为了
研究粒子对撞而设计的四个物理试验仪器，首次 
担负起“数据提供者”的角色。

    该实验及设备由来自于世界各地的数千名研
究人员、工程师和技术人员花费十多年时间而建
造，这是唯一可以从内部观察到最复杂的拼图所
有碎片如何各就各位的机会。

    但挑战还远不止于此。每次对撞可以被想象
为一种即时数码摄影，这些景象是由粒子汇合点
周围的探测器所观察到的。这正是粒子相互作用
留下的数字痕迹，物理学家仔细研究这些粒子，
旨在拓展研究发现，更好地理解自然规律。

    所有这些碰撞产生的数据数量之多是史无前
例，这是一个重大的计算机技术挑战。为了很好
地利用仪器所有可能的发现，应该如何在合理的
时间内传输、储存和处理这么多的数据？

    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是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在核物理、粒子物理及粒子天体
物理领域推动并开展联合研究工作的一所科研机
构，法国以该研究所的名义从起初就是大型强子
对撞机项目的主要参与者。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
子物理研究所 - 计算中心，科研与服务单位6402
号(CC-IN2P3，USR 6402)积极参与了大型强子对撞
机的计算机基础设施的规划、样机制造、开发及
运行。

    大型强子对撞机数据处理计算平台的准备工
作始于2000年初。这一有史以来最大胆的科学项
目的基础设施，由安装于40多个国家的约160个
数据存储和处理中心的计算机设备组成。

    大型强子对撞机2010年春天的启动是揭开科
学真理的时刻。我们最终可以看到多年来付出的
努力能否获得真正的科研果实。欧洲核子研究中
心主任和ATLAS及CMS实验发言人在2012年6月宣
布确认希格斯玻色子存在时，特别强调了大型强
子对撞机信息平台的核心作用。随后，这一发现
荣获了2013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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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其是科学计算领域。中法粒子物理国际联合实
验室于2007年成立，自此法中双方研究所正式建
立合作伙伴关系，该联合实验室汇集了两国粒子
物理学领域的多所重要科研机构和高校。

    除了相似的研究领域，两所科研机构的下属
计算中心还有很多共同的研究课题。他们不仅经
常性地通过跨大陆的高速网络连接交换大量大型
强子对撞机的数据，还利用类似的软件和设备为
共同的课题建立解决方案。

    近年来，我们双方研究人员在不同领域开展
了多项合作，并保持着紧密的合作联系。双方机
构对技术的探索，研究人员和工程师的交流互
访、博士研究生赴法开展长期研究学习等均巩固

了合作的基础，建立了稳定持久的联系，并简化
了未来的联合研究工作，其中在技术探索方面还
涉及了信息设备生产商和中国电信运营商。

    在中国大城市的生活和重要研究机构的职业
经历对于我个人相当重要。我整个人生也不足以
去了解一个如此辽阔和复杂的国家的精妙，而我
也无意于此。然而，我带着对中国历史和现实情
况的认识，其世界地位、局限性、顾虑、优势以
及未来雄心抱负的深入了解将重新出发。

    对于一个不太普通的职业环境而言，适应是
必须的，有时这也是痛苦的，但只有适应才能丰
富我的职业历程。以西方读者为主，关于“如何
在中国高效工作”的大量文章都提到了这些方

面：不同期间的联系与节奏、建立在共识上的决
策过程、独特的领导模式、高度的灵活性等。尽
管如此，只要没有亲身经历，所有这些依然稍显
抽象。对于未来，这段经历将使我受益良多。

    合作的成功依赖于很多参与者的协作。对于
接待单位的角色，高能物理研究所和中国科学院
发挥了根本作用。在我即将返回法国之际，我想
向接待过我，并在任何情况下(包括在一个外国人
初到中国最不可能遇到的情况下)支持和协助我的
中国同事表示感谢。对于我来说，他们是世界上
最好的合作伙伴！

© CNRS 图片库 - DROMBY Gér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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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的改变

    此时，我离任了大型强子对撞机数据处理项
目法方技术负责人及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
研究所计算中心副主任的职务。2010年夏天，我
加入到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处，作为国际专家被
派往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该所也参
与了围绕大型强子对撞机的物理学研究，在这里
我的科研任务与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
所类似，继续为粒子物理研究贡献我的力量。

    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计算中心位于北京西
部，在这里我每天循序渐进的开展着研究工作，
旨在加强法国国家核物理和粒子物理研究所与中
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之间业已存在的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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察。Denis Linglin于1997至2005年担任法国国家核
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 计算中心主任，他在此
次法中交流合作中发挥了积极推动作用。

    此次中国代表团出访的主要目的是更好地了
解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下属实验室
在物理学研究众多领域的科研能力，旨在促进双
方未来更为具体的科研合作。此次交流内容丰富
多彩，出访任务顺利完成，并达到预期目标。

    2007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核物理与
粒子物理研究所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34

在双方机构合作框架内，以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
验室35的形式开始进行合作。该实验室汇集了法
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法国原子能科
学委员会基础科学及宇宙学研究所、法国多所大
学，以及中方对等科研单位，旨在开展两国在粒
子物理、粒子天体物理、加速器物理以及相关技
术方面的研究合作。

    位于里昂市维勒班附近的法国国家核物理与
粒子物理研究所计算中心(CC-IN2P3，6402号科
研与服务单位)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个
科研与服务单位，其主要任务是向法国国家核物
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提供大量信息数据处理资
源。几年来，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计算中心与北京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计算
中心开展了交流合作。法国外交部委派法国国
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计算中心前副主任
Fabio Hernandez工程师强化了中法科研机构在计
算机数据处理方面的联系，双方的科研合作得到
了进一步的巩固。在Fabio Hernandez教授的积极
推动下，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的程耀东、
汪璐、刘北江、孙志嘉、王志民和张毅六位卓越
的研究工作者于6月9-29日对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
子物理研究所下属实验室进行了参观访问。

    由中国科学院资助的此次出访是青年创新学
者激励计划的组成部分。应中国科学院要求，访
问限于以下三个城市：里昂、巴黎和马赛。尽管
如此，访问日程还是相当丰富，中方人员参观了
以下科研机构：

中国代表团出访法国国家核物理与
粒子物理研究所实验室
作者：Gaëlle Shifrin

• 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 计算中心
(6402号科研与服务单位)，

• 先进材料实验室(2713号科研混合单位)， 

• 里昂核物理研究所(5822号科研混合单位)，

• 直线加速器实验室(8607号科研混合单位)，

• 奥赛核物理研究所(8608号科研混合单位)，

• 天体粒子与宇宙学实验室(7164号科研混合单位)，

• 高能核物理实验室(7585号科研混合单位)，

• 马赛粒子物理研究中心(7346号科研混合单位)

    中方人员还参加了Leprince - Ringuet实验室
(7638号科研混合单位)科研工作介绍会。密集的
行程使他们对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参与的多个科研项目有了大致了解并构思未来在
该领域具有可能性的合作。

34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http://www.ihep.cas.cn
35 中法粒子物理联合实验室：http://fcppl.org

图片来源： © 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 
计算中心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代表团成员利用此次出访机会还参观了该研
究所位于Massy Palaiseau的“微电子设计与应用
组织”(Organisation for Micro-electronics design 
and Applications)平台以及法国Synchrotron SOLEIL
辐射研究中心。此外，中国代表团还对位于日
内瓦的欧洲核子研究中心进行了为期一天的访
问。中方人员与该机构下属的计算中心工程师
Jamie Shiers教授进行了会面，并在Denis Linglin
教授的陪同下进入到大型强子对撞机(LHC)的紧
凑渺子线圈 (CMS)探测器洞穴中进行近距离考

图片来源： © 法国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 计算中心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记录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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争议：城市内部、城市社会边缘以及城市 
周边，以及对这些空间产生争议不同形式的结
果。在本期杂志发行的同时，研讨会于2014年6
月25日在香港举行，Bettina Gransow及本专题的
其他作者出席了此次会议(见：www.cefc.com.hk)
。《神州展望》还在最新一期的杂志及网站上推
出了时事文章和读书报告。杂志中国销售点列表
如下：www.cefc.com.hk/rubrique.php?id=21

简讯 

    最近，包括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内的所
有外国科研机构都收到了中科院院长白春礼教授
的一封信。此信附有一个关于中国科学的良好实
践的小册子：《追求卓越科学》宣言。该宣言要
求中国科学界、政府机构以及科技界全体同仁牢
固树立追求卓越的科学价值理念，确立追求卓越
的行为规范。目标是让中国科学可信、持久、健
康。在广泛传播此文的同时，中国科学院希望平
息关于某些不良行为甚至涉及科学伦理的错误行
为的指责或批评，对于此宣言，我们撰写一篇社
论(参见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2014年6月的新闻
摘要)。

获取更多信息，请登陆：http://english.cas.cn/
highlight/201406/P020140605034368244623.pdf

“追求卓越科学”
或中国科学院眼中
的科学伦理

中国海洋考察船“科学”号
首次科考任务起航

    中国最先进的海洋科学考察船“科学”号近
日执行了其首次科考任务。此次任务的目的是研
究太平洋洋流、地区气候及深海生态。外国研究
人员不计算在内，此次“科学”号搭载了科学家
和船员共46名，李超伦教授担任此次远航任务的
指挥官。

    考察船“科学”号五月中旬返回青岛，在法
国海军武官韦宁少校帮助下，我们得以接近这艘
科考船。这艘科考船未来必将与法国海洋科考船
队建立合作(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极地研究
院、法国海洋开发研究学院、法国发展研究院)
，共同开展研究工作。新一代海洋科学综合考
察船“科学”号总长99.8米，宽17.8米，重4711
吨，于2011年顺利下水。

    成立于香港的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近
期出版了《神州展望》第2014/2期，该期杂
志部分文章谈到城市空间的争议，如：封面
文章：《争议的城市空间。城市有什么权
利？》。德国柏林自由大学Bettina Gransow
教授在其研究文章中揭示了三个不同层次的

《神州展望》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现代中国研
究中心，东亚研究与服务单位3331号(USR3331) 
Alfred Aroquiame教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简讯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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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何思考当代社会叙事的多元性？如何打破
欧洲社会和亚洲社会之间建于科学殖民主义之上
的等级制度？了解“知识界限”的多元性在当今
这个时代，对于我们似乎不是很恰当，最急迫
的任务在于，尽快找到藏身于世界不同地方知
识领域之间的连续性和间断性、整合与分离，并
为其在地方层面和全球层面均创设出一个超越
国家的中介空间。作者将试图围绕就业与劳动、
社会界限和城市隔离、现代性、其他人的话题
和关切、国家状态、社会冲突和集体行动、不平 
等和生活历程、国内和国际迁徙等课题在中国的
社会学与欧洲的社会学之间建立镜像效应。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
研究所  - 中国社会科学院 (北京 )“后现代西方
社会学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法方负责人：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里昂高等师范学院
Triangle实验室，5206号科研混合单位)研究主任
Laurence Roulleau-Berger女士；中方负责人：中
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所长李培林先生。

获取更多关于作者及其作品的信息，请登陆：
http://triangle.ens-lyon.fr/spip.php?article2615

国际会议：“新欧
洲当代中国研究”
(北京，2014年7月
2-4日)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现代中国研
究中心，东亚研究与服务单位3331号(USR3331) 
Alfred Aroquiame教授

    在2012年首次会议取得成功后，法国现代中
国研究中心和清华大学中法研究中心举办了第二
届会议，五十多位中欧人文和社会学博士生和博
士学者，以及十余位研究人员参加了会议。此次
会议是与中国欧洲科研人员网络(Euraxess Links 
China)共同主办，法兰西学院及欧盟驻华代表
团、Think in China网络、德国海因里希 - 伯尔基
金会和马克斯 - 韦伯基金会协办。

《走出西方的社会
学：中国镜像中的
欧洲》中文版出版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里昂高等师范学院，Triangle实验室研究主任
Laurence Roulleau-Berger女士

    法国高师集团生物学系与皮埃尔和玛丽•
居里大学、法兰西学院、巴黎高等物理化工学
院、Labex Memolife以及巴黎文理研究大学联合
提出一项跨学科项目，旨在培养生命科学领域公
共和私人机构的研究人才，他们将掌握不同学科
中的基本概念和最新科技发展。这一具有强烈跨
国际性目标的科研项目将面向法国和外国大学，
以及高商M1、M2及博士级别的学生。该项目对
入选的外国学生提供奖学金。

获取更多关于此计划的信息，请登陆：
http://www.gradprog.biologie.ens.fr/?lang=en

联系方式：internationalmaster@biologie.ens.fr
http://www.biologie.ens.fr/depbio/

法国高师集团生物
研究所项目

《中国日报》刊登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访谈

    2014年7月14日星期一！法国国庆节之际，
《中国日报》特别制作了法国专题，专题中刊登
了多篇关于中法建交五十周年庆祝活动的文章以
及法国各领域在中国发展现状的报道。其中，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访谈文章占据了半个版面，
它被形容为在中法双边科技领域发挥关键作用的
研究机构。文章还提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确保了超过70%的中法联合出版物并参与了约
60%的联合研发机构。

    英文报刊《中国日报》发行量达50万份，在
中国颇具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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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西方的社会学：中国镜像中的欧洲》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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