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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生相伴的科研与科普
|| 王大鹏　黄荣丽　陈玲

作为科学知识、科学方法、科学思想和
科学精神的发现者、生产者和实践者，科研
人员是科学普及的源头活水和“第一发球员”。

科学普及离不开科研人员的积极参与。
与从事科学传播的其他人员、机构和媒体相
比，科研人员处于科学研究的最前沿，可以
最大限度避免科学知识在传播过程中出现偏
差，保证科普内容的科学性和正确性。如何
更好地让科研人员在做好本职工作的同时，
又积极投身于科学普及工作，既保证科技创
新发展，又兼顾科学普及，真正实现“两翼
齐飞”，这是新时代科普工作一个重要的研究
议题。

曾经的科研与科普

科学普及的行为早已存在，但其概念直
到 19 世纪才产生。通过梳理科学普及本身的
历史，可以发现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的关系
在某种程度上经历过“合—分—合”的过程。

科学普及的历史与科学研究的历史一样
久远。在科学诞生之初，科学普及与科学研
究是难以划分的，因为那时科学家还不是一
个固定的职业。早期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大多
没有固定的实验室，很多都是业余人员 ；而
且在从事科研的人中没有形成属于特定群体
的专业词汇和术语，也没有对其进行评判考
核的评价体系。

英属北美时期的报刊就刊载过“科学报
道”，而“科学家”一词直到 1840 年才被英

国学者惠威尔在其《归纳科学哲学》一书中
提出。应该说，报告、消遣活动和展览在塑
造科学家和即将成为科学家的人的职业方面
发挥了重要作用。从科普杂志的发展历史来
看，杂志市场的繁荣和公众需求的增加都要
求科研人员积极撰写科普文章。在 19 世纪晚
期，美国的一些科普杂志，如《科学美国人》
和《大众科学月刊》发表了很多科研人员撰
写的科普文章。

19 世纪末，美国科学促进会的前身——
美国地质学家和自然学家协会的所有成员不
仅是杰出的研究人员，而且几乎都在当时的
科普杂志上发表过科普文章。约翰·C·伯纳
姆在《科学是怎样败给迷信的 ：美国的科学
与卫生普及》一书中将这些人称之为“科学
人”。在那个时代，许多人理想地认为，最杰
出的科研人员也应该是最杰出的科普工作者。

但是，随着科学专业化、科学家职业化
的出现，科学共同体开始形成，相伴而来的
是科学的制度化。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之间
出现了一定的分离。“当科学家收手、撤退之
后，科学普及工作落到了其他一些翻译者、
节略者和非科学的专门人员之手”，以及科学
新闻记者和大众传媒人手中。

二战以后，随着公众意识的觉醒，以及
科学对公众日常生活各个方面的影响不断增
加，公众的态度对科学的影响越来越大。特
别是争议性话题和不确定性议题的传播更加
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如转基因问题、干细胞
移植问题、气候变化问题等。这就要求公众
在一定程度上理解和参与科学与技术活动，

而这些理解和参与必然离不开科研人员开展
的科学普及工作。因此，科研与科普的关系
开始由“分”再转向“合”。

 
公众需要科普

随着公众科学意识的不断提升，以及科
研管理机构、资助机构和科学界对科学普及
重要性的认识日益增加，科学共同体、政府
及其他相关机构都通过不同的方式出台了系
列规定和要求，以强化科学家、科研机构和
科学共同体对科学普及工作的投入。

英国皇家学会于 1985 年发布的《公众
理解科学报告》认为 ：每个人都需要理解科
学……某些情况下，公众对科学的理解将有
助于其做出更好的专业决策。2000 年发布的

《科学与社会》报告则更进一步指出了社会上
存在着对科学的“信任危机”，以及公众的“兴
趣有余，信任不足”。随后发布的系列报告都
在某种程度上强调了科研人员需要通过各种
途径开展科学普及工作，以便让公众更好地
理解科学，形成对科学理性积极的态度。

同时，一些科研机构在用于科普活动的
经费比例方面也给出了明确的规定。例如，
日本文部科学省在《科学白皮书》（2008 年版）
中规定，将科研经费的 3% 用于科普专项。美
国国家航空航天局从 2003 年开始，在其年度
战略计划中要求每个科研项目都必须包含科
普任务，并在各项目预算中单独拿出 2% 的经
费予以支持。美国能源部要求各类研究项目
必须承担科普任务，并在项目计划书中对科
普任务的内容、形式、目标人群和经费比例

做出详细说明。
从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结合的工作来看，

我国也大体上经历了与其他国家类似的过程。
尤其是近年来，在激励科研人员参与科学普
及这项基础性工作方面，我国也采取了一系
列重要措施。在《关于加强科学技术普及工
作的若干意见》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
术普及法》的统领下，近年来的一些重要政
策和文件都有专门的内容涉及科研与科普结
合，以及在科研项目中增加科普任务的规定。

科研与科普  “两翼齐飞”

当前，相关科研院所及科研人员也在自
身的科研工作中不断推进科学普及工作，让
公众更好地理解科学，形成对科学理性的态
度、认知，从而培育公众的科学精神。近年来，
科学研究与科学普及结合的力度在不断加强，
也是因为政策制定者和科学界都认识到科学
研究与科学普及是相辅相成的——科研成果
是科学普及的重要内容，科学普及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反哺科学研究。 

在加强科研与科普结合的过程中，以及
在科研项目中增加科普任务方面，科研人员
的科普能力是至关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
科研人员的科普能力不仅包括他们从事科学
普及的技能（如科普创作能力、科普传播能
力等），还包括他们对科普的重要性的认知、
从事科普的意愿、对媒介环境的认知与接受
程度、对目标对象的理解等。

越来越多的研究表明，科学普及本身不
仅是一门“艺术”，更是一种科学，它也需要

理论的指导，将研究中发现的有助于改善科
普工作的技巧，通过培训传授给从事科学普
及的科研人员。培训内容包括 ：与媒体交流
的技巧，针对公众接受程度和心理特点进行
科普主题策划的技能，把科研成果转换成科
普文章、科普音视频等作品的技能等。这些
技能都应该是科研人员科普能力的重要组成
部分，也是实现科研与科普结合的必要途径。

科普工作有很强的实践性，相关的理论
和技能只能通过实践才能发挥出效果，并需
要在实践的基础上进行改进和完善。因此，
从提升科研人员科普能力的视角看，需要为
科研人员提供锻炼的机会和平台。

同时，并不是所有的科研人员从事科普
都适用于同一套模式，科研人员的科普能力
提升还需要不断通过实践发现最适合其所在
行业领域，以及科研人员自身最适合的平台
和方式，以帮助科研人员找到最佳契合点。

随着科学和技术成果对公众生活的影响
越来越深入且广泛，以及公众对获取科学技
术知识的需求日益旺盛，对科研人员把科研
成果转变成公众可以理解的语言和方式传播
出去的呼声也日益高涨。这就要求科研人员
在开展科研的同时要提升科普能力，通过科
研与科普的有机结合来推动科研与科普的“两
翼齐飞”，进而促进公民科学素质的提升，为
创新型国家建设奠定基础。

（本文转自中国科学院院刊）

从“小程”
到“小程老师”
|| 程超逸

与航空科普结缘于 2017 年，我与几名同事代表航空工
业导弹院一同前往新安县南李村镇江村小学，开展“航空知
识进校园”授课活动。

那是我第一次作为主讲人站上讲台，第一次直面台下几
十双好奇又灵动的眼睛。回想起来，真可谓“初生牛犊不怕
虎”。那天现场氛围之热烈，孩子们提问之踊跃让我沉浸其中，
一种尤似“采得百花成蜜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情愫令我
骄傲良久。

与江村小学结缘的起点，也是我航空科普路的起点。课
后校长带我们参观了孩子们制作的手工作品，废旧报纸、易
拉罐制作的火箭、宇宙飞船……材料纵然简陋，但包不住孩
子们新奇思维喷出的火焰，依然那么精美。

如磋如琢如磨

有幸，我被选中参加航空科普进校园系列活动，成为讲
师团队一员。再一次站在为孩子们开启航空知识的大门前，
多了一份谨慎和担心。备课过程中我不断思考，怎样切入知
识更易于孩子接受，也不断担忧，自己会不会无法回答出孩
子们满意的答案。少了第一次讲课的“莽撞”，换来的是改了
无数版的课件，笔记本密密麻麻的标记。

纵然我做了充足的准备，然而真正开讲时，仍旧被现在
孩子们丰富的知识储备震惊了，航空航天的区别、飞机型号、
莱特兄弟……抛出的互动小问题孩子们侃侃而谈。印象最深
的是某次当助教替当日主讲老师回答“隐身飞机如何实现隐
身”的问题时，我简单地用吸波材料可减少雷达反射对问题
进行了阐释，然而这一答案并没有令小朋友信服，他们站起
来补充了雷达探测、外形隐身等内容，自信且富有逻辑的回
答惊艳了全场，我不由在心中暗念 ：后生可畏。每一堂课都
有相似的事情发生，一次次忍不住为祖国后浪鼓掌的同时也
深感压力和挑战，这也激励着我对待航空科普要本着“莫只
探其花，要自拨其根”的精神，查阅更多资料，不断充实自我。

被孩子们知识储备折服，更为他们的热情感动。从未有
过这样一呼百应的时刻，一只只小手高高举起，等待着提问
的那一刻。被点中的小朋友站起身来欢喜作答，未被点中的
小朋友一脸遗憾，憋着劲儿等待下一次答题机会。

当一个造梦者

每一堂课的最后，都有问答环节。你心中未来的航空器
是什么样？——“要能够穿越时空，去往过去和未来！”“要
很大很大，像一个家一样可以住人。”“要能喷射五彩的气体，
可以在天空画彩虹！”“我想要中国的飞机是最快、武器最先
进的。”……孩子们对未来世界有着最天马行空、别具一格的
想象，而我就想守护他们的梦想。

类似的问题我也常问自己，身为祖国航空领域的科研人
员，我愿想祖国航空的未来该如何发展，我的航空梦又是什
么？一代代航空人传承、探索，扛下重担，无私奉献，创造
了无数奇迹，取得令世人瞩目的成就。而我们，正接过这航
空强国的接力棒，望长路漫漫，不仅要仰望星空，更要脚踏
实地；秉侠义肝胆，求实、求新、求进，接续奋斗在科研一线，
不负内心之期许，不辱强国之使命。新时代，开辟更广阔的
天地，创造更辉煌的未来，是每一位航空人永恒的梦想。

一堂课的时间很短，却能够在孩子们心中种下一粒小小
的种子，这颗航空梦想的种子一定会在未来开出璀璨的花。
从“小程”到“小程老师”，我想我做好了准备，继续当一个
造梦者。                  

在淡泊中追求
在奋斗中奉献

|| 张志超

飞上天空是人类自古以来的梦
想，亦是我儿时的梦想，追寻梦想，
大学毕业后我成为一名飞机设计师。
兼顾飞机设计与共青团工作。我也是
一名航空科普小讲师，两年间五场航
空科普，从所内到学校，从线下到线
上，让我收获良多。

公益科普，春风化雨

成为航空科普小讲师，我翻出
学生时代飞机设计相关书籍，从伯努
利原理到升力曲线，从发动机种类到
飞机阻力，再一次重温航空知识 ；主
动参加航空科普青年讲师培训班，学
习培训师的讲课技巧、授课思路。在
与小学、初中和高中的任课老师充分
沟通后，结合大学期间飞行器设计相
关课程，分别制作了中小学版和高中
版航空科普课件。2019 年，在航空
工业沈阳所第二届“雏鹰展翅、拥抱
蓝天”活动中，来自沈阳的 50 余组
家庭参与了航空体验活动，我在活动
中给孩子们分享航空英模、院士、总
师真实生活及工作故事 ；同年，在由
沈阳所与沈飞公司联合举办的“国企
开放日——走进大国顶梁柱之沈阳”
活动中，我又与来自江苏扬州的中小
学生一同讨论飞机飞行原理的相关
知识。

疫情期间，通过不断挖掘、探索
新媒体平台，采用抖音、腾讯会议及
QQ 群直播的方式进行航空“云”科
普，开启航空科普“云”课堂的新模
式 ：在沈阳所纪念“五四”运动 101
周年的特别活动中，我又通过互联网

“云”课堂，与来自辽宁、武汉和贵
州的 1000 余师生分享舰载机的发展
历程……

纠正误区，传道解惑

我觉得科研工作者不仅要在幕
后脚踏实地攻克技术难题，也要走到
台前，为大众传授科普知识。这是我
们的双重责任。科学技术的推广普及
有利于提升大众对科技的认知度，答
疑解惑，尤其是国防军事利器更应广
泛科普。比如，在讲解飞行器分类时，
经常会听到学生说“直升飞机”。此
时，我便会耐心地为大家纠正这个错

误的用词。飞机是利用固定机翼产生
升力，直升机是靠旋翼产生动力的。
之所以在专业书籍中都用到的是“直
升机”，而没有“直升飞机”这个词，
就是为了和固定机翼的飞机区别开
来。从飞行原理上来讲，这是完全不
同的两类航空器；同时，在英文里面，
这两个也是不同的单词，不存在任何
相互包含关系。

在与大家畅谈未来飞机发展时，
周围经常会有“是不是飞得越快的飞
机越先进？”的疑问。这时，我便以
现在最先进的四代机为大家讲解飞
机发展趋势。我们常说的第四代战斗
机的 4S 标准其实是 4 个以 S 开头的
英文的短语，翻译过来就是 ：隐身、
超声速巡航、超视距攻击和超机动。
由此看来飞得快只对标这四个标准
中的超声速巡航，其他三个指标对于
战斗机同样重要，因此不能说飞得越
快的飞机越先进，而要与其他的指标
相协调匹配，才能发挥最大效能。

面对类似的科学误区和疑问，
需要更多宣传与科普，科学技术的发
展需要有科学土壤的孕育，而科学的
土壤需要科普来浇灌，也只有科技普
及才会有更广阔的科学沃土。由此可
见，科技发展势必伴随科技普及共同
前行。

予人玫瑰，手有余香

犹记得一次航空科普中一个小
男孩的提问 ：“老师，你为什么选择
去设计飞机呢？”愣住的我全然没有
准备，以往学生们都会问“什么飞机
最厉害？”“飞机最高能飞多高呢？”
等等诸如此类的问题。顿了顿后，我
从儿时的梦想讲到求学之路，从参与
飞机设计讲到解决外场故障，一个个
鲜活的画面从眼前闪过，直到被数不
清次数的掌声打断。

高速发展的今天，孩子们的思
想不再局限于书本课堂。作为一名科
研人员，不仅要潜心科研探索，也要
关注航空科普，培养航空领域的接班
人。

在精心准备的一场场航空科普，
与学生们的一次次互动问答，我在思
考与实践中改变，也在航空科普中担
起“科学普及，传道解惑”的责任，
做着“予人玫瑰，手有余香”的奉献。

创造向未来  放飞科技梦
|| 卢克

2018 年，中央电视台第一频道的《开
学第一课》栏目组邀请我前往北京参加节目
录制。参加节目期间，我被现场的氛围深深
感染，对“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
少年强则国强”有了更深层次的理解。两天
后，恰逢我在吉林出差，有学生家长邀请到
吉林省双辽市第五小学，为孩子们开展了一
场“航空飞行器科普知识讲座”。这场讲座
反响很好，我当时备受鼓舞，也是从那个时
候开始，我许下心愿，决定以己之力、力所
能及地进行航空飞行器的科普，将自己一生
所学、所钻研的航空知识最大范围地传给后
来人，为增强公众科学素质、促进科学成果
共享做出自己的贡献。

作为一名在航空科研单位工作了几十年
的老同志，虽然已经退休，但“航空报国、
航空强国”的情怀却是愈发强烈，几十年来
我最大的骄傲就是为飞机型号研制尽自己最
大的努力。中国未来的希望在青少年身上，
面对当今科学技术发展日新月异，大力加强
科学技术普及工作，在广大的中小学生心中
埋下一颗热爱科学的种子非常重要。

第一场“航空飞行器科普知识讲座”后，
我就无法停下脚步。利用出差和探亲等机会，
我先后在甘肃、新疆、广东、广西和四川的
中小学开展了近 30 场“创造向未来、放飞
科技梦”航空飞行器漫谈科普讲座。结合平
常生活遇到的实际问题、结合中华人民共和
国成立 70 周年和抗美援朝 70 周年等重大事
件，从小学一年级到六年级，从初中至高中
二年级，我向近万名同学科普航空飞行器的
知识、宣扬人民英雄并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每开展一场讲座，看到孩子们被激发起来的
热情和探索求知的兴趣，以及他们脸上展现
出的对科学家的崇拜和对科技梦的追求，我
内心特别满足。

作为恢复高考后第一批进入南航学习的
幸运高校大学生，我从事飞机设计和科研试
飞工作三十多年，通过和飞机打交道，有着
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深刻体会，有着经历第
三代先进战斗机完整设计生产和使用全过程
的实践感悟。通过航空飞行器漫谈科普课的
方式，将这些体会和感悟以孩子们听得懂的
方式传播出去，让孩子们在幼小的心里播下
一棵爱科学、讲科学、用科学的种子，能够
在他们的成长中发挥一定的作用，成为一个

对祖国有益的人，这是我做航空科普的真正
意义所在。

从第一场“航空飞行器科普知识讲座”
开始，我收到了无数封的感谢信，每当看到
感谢信上童真而真挚的话语、可爱的卡通飞
机、漂亮的花花草草，翻看孩子们亲手制作
的感谢画集册，我都心潮澎湃，感动的同时
也激励着我尽自己所能地去提升讲座质量、
提高讲座效果。

同学们的漫画和与高年级同学的对话，
也给了我们飞机设计师不少启迪。有一位四
年级的小学生，他画了一幅漫画，漫画中有
着大小翅膀而且都能挂弹，并写着 ：“未来
的轰炸机是一座空中堡垒，除了投常规炸弹
外，它还能投核弹，核巡航导弹或发射空对
地导弹。”一个孩子在画着飞机的漫画里写
道 ：“我就觉得未来的飞机是超光速战斗机，
它的造型很帅，它还有一个可以装载能量的
仓库给战斗机提供足够的能量……”有一个
孩子画出背上有大蘑菇，翅膀下有火箭弹的
飞机，他认为这是未来战斗机的样子。还有
一个孩子认为，自己心中的飞机应该有“核
动力，隐身性好，格斗强悍，不要引擎等”
特点……

在开展航空飞行器科普知识讲座过程
中，经常会在无意中听到孩子们的讨论，他
们放飞思想的话语、“奇葩”的想法总能让
我异常激动。细细思索从他们口中说出的奇
思妙想，虽然在成人看来有些稚嫩，但将这
些想法加以雕琢应用到我们的设计和构思工
作中，能够起到一定的启迪和牵引作用。如
未来将多机型联合协同作战，武器攻击接力
等设想融入跨代型号间、跨空地平台间和有
人 / 无人间应用，可以发挥各自的优势来提
升整个空地体系作战能力 ；把孩子们的想法
与当今现代生活化的实际相结合，将先进的
战斗机设计理念和技术转化为推进社会主义
现代化建设的动力。

近三年的航空科普活动，看到同学们静
心聆听、奋勇争先提问和回答的照片，听到
同学们诉说自己要当科学家和爱祖国、学英
雄、爱科学的初心梦想，我认识到自己在航
空道路上没有退休之说。我为自己身为一名
科技工作者而感到骄傲和光荣，看到祖国科
技事业后继有人，我感到欣慰的同时也增强
了继续进行科普工作的信念。

科普之路征途漫长，任重道远。
（姬彬艳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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