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为了推进青少年法治教育常态化开展，广西钦州市灵山县于2019年
12月建成集法治宣传、犯罪预防、关爱帮教等功能为一体的首个青少年
法治教育实践基地。9月21日，基地采用大量多媒体互动技术和色彩心
理学等创新性设计理念，用新颖有趣的形式让青少年感受法律知识的魅
力，增强新形势下法治教育的感染力和影响力。图为当地学生利用互动
设备了解毒品的危害。 新华社记者 张玉薇摄

多媒体助力青少年普法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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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说教育

本报记者 李丽云 通讯员 霍 萍

本报记者 陈 曦

9月 15日，北京市文物局与天津大学签署战

略合作框架协议，北京古建筑研究院在天津大学

揭牌成立，该校将与相关部门、产业协同培养业

界急需的古建筑人才。

“中国古建筑、墓葬、古遗址等不可移动文物

遗产众多，但研究相对薄弱，古建筑人才非常匮

乏。”天津大学建筑学院建筑历史与理论研究所

教授张龙对科技日报记者说，特别是在古建筑的

历史文化研究领域，人才非常稀少。

古建筑人才培养，跨学科和学科交叉融合将

是未来方向。张龙透露：“目前古建筑和遗产保

护方向已不局限于建筑历史专业，建筑设计、土

木结构、材料、物理、化学、计算机等学科的学生

正在加入古建筑研究与保护领域。”

古建研究专业冷门，相
关人才青黄不接
“古建筑保护所需人才分两种，一种从事研

究工作；还有一种从事实际操作，即从事古建筑

保护的工匠。”张龙介绍，在研究方面，决定古建

筑保护水平最核心的是认知水平，即对古建筑价

值的挖掘。目前从事古建筑研究的人才基本上

都在高校，集中于建筑学院下的建筑历史与理论

方向。“和建筑设计相比，古建筑研究是个冷门专

业，从前些年的就业情况看，建筑设计比较容易

就业，收入待遇也比较高。”张龙感叹道。

在工匠方面，一些有古建筑保护施工项目资

质的单位，为了节省开支，有项目了才开始组织农

民工。“这些人今天可能还在种田，明天就去古建

筑工地当工人。”张龙表示，由于缺乏系统的师徒

传承和稳定的培养体系，“经常看到在古建筑工地

上干活的都是50岁以上的人，年轻人太少了。”

张龙介绍，1952 年天津大学院系调整后，建

筑学院就一直以华北地区的皇家建筑作为研究

对象，如承德避暑山庄、清西陵、故宫、颐和园、天

坛、北海等，做了大量的古建筑测绘调查工作，还

结合文献档案整理做了很多研究，从抢救性保护

到预防性保护，现在又提出研究性保护。天津大

学在古建筑测绘调查与研究方面有很强的科研

基础。

张龙表示：“借此次合作机会，北京一些古

建筑修缮工程项目将会向天津大学开放，高校

可以更多接触古建筑，获取第一手资料，以便

实现更深入的研究，校内学生也能得到更多的

实践机会。同时，高校的研究成果也能提升北

京文物局对古建筑的认知水平，为古建筑保护

提供智力支撑。”

古建人才培养，偏向于
跨学科和交叉学科
“随着科技发展，材料、化学、计算机科学与

技术等学科都有可能为古建筑保护提供支撑。”

张龙举例说，比如无损检测技术，柱子里有没有

空鼓？有没有被虫蛀？这些表面看不到的地方，

都可以通过应力波检测仪器侦测，利用科技手段

对文物进行“体检”；还有彩画褪色问题，以前可

能侧重于重绘，现在就可以研究为什么褪色，哪

种光让颜料劣化，或者传统材料本身有哪些缺

陷，在不改变色彩和外观的情况下，研究能否采

用新材料提升古建筑抗老化性能。

“近几年，天津大学大力推行新工科建设。

这里的‘新’主要体现在跨学科的合作和交叉融

合上，利用新方法、新技术改造其他学科成熟的

技术手段，与古建筑研究、保护相结合。”张龙说，

以前辨析古建筑年代主要看建筑的具体形式，比

如出檐深远、斗栱大小等。现在可以通过科技手

段，如碳十四测年，准确判断基层木构大概是哪

个时期的。

“天津大学前两年开设的建筑遗产保护技

术，就是一门学科融合的课程。”张龙介绍，该课

程请了北大、故宫从事科技保护的老师，以及计

算机图像、建筑物理、低空遥感等为古建筑遗产

保护提供技术支撑的专业老师。

目前，天津大学已形成由建筑、计算机、建

工、精仪、材料等多学科联合的古建筑遗产保护

科研团队，坚持以基础科学研究为先导，以解决

本领域的关键问题为目标，持续开展古建筑遗产

保护的教学、科研与实践工作。

破解古建人才匮乏难题，答案在学科交叉融合

9月 15日 9时 23分，中国在黄海海域用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将 9颗

卫星同时发射升空，圆满完成海上发射任务，并首次开展发射平台的测量

工作。哈尔滨工程大学（以下简称哈工程）助力了此次“一箭九星”海上发

射。该校船舶工程学院庞福振教授团队参与完成了此次开展的海上发射

平台振动、冲击噪声、应力等基础数据测量任务，获得了发射平台海上发

射全过程的动力响应数据，有力地保障了海上发射安全。

海上发射具有经济、高效、适应性强等特点。2019 年 6 月，我国首次

海上发射“一箭七星”取得圆满成功。发射平台系统设计是海上发射的关

键，其不仅要保障火箭的海上运输安全，还需提高平台的抗冲击性能，降

低火箭发射造成的平台及设备损毁风险。2019年以来，哈工程科研团队

依托烟台研究（生）院，协同鲁东大学海上航天技术创新中心、烟台宇航工

程技术有限公司、烟台锆孚海洋工程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开展科研攻关，

将学校船海特色优势技术向航天技术领域拓展，团队 7 名师生潜心开展

海上发射瞬态冲击响应、发射架动力学优化、基础数据测试等研究工作，

与某院技术人员深度协同创新，找出了火箭发射架薄弱环节，提出了优化

建议，并全方位测量此次长征十一号运载火箭海上运输、火箭起竖、点火

发射全过程平台动力响应数据，为发射平台设计及海上发射提供重要基

础数据支撑。

该科研成果是基础研究与国家重大需求相结合、校企协同创新的典

范，得到山东省重大创新专项“海洋平台振动噪声虚拟仿真快速建模技术

动力响应分析”、工信部高技术船舶重大创新专项“第七代超深水钻井平

台创新专项测试技术”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项目支持。

据悉，该校出台了《哈尔滨工程大学一流研究生教育行动计划》，坚持

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并着力系统加强研究生科研训练，提升研究

生科研创新能力，以高水平科学研究支撑高质量研究生培养；充分挖掘研

究生的潜能，强化从教学、科研环节培养学生的独立思考能力和学术创新

能力；围绕国际学术前沿、国家重大需求和基础研究，鼓励学生攻坚关键

核心技术和前沿共性问题；紧密结合船海核相关领域国家重大、重点工程

项目，培养符合创新型国家建设需要的高层次应用型工程技术创新人才。

作为一所行业特色型“双一流”建设高校，哈工程多年来面向国家重

大需求和国民经济主战场，不断加强与行业大院、大所、大企协同合作，积

极进行产、学、研、用全链条攻关。此次，哈工程将以海上发射测试为契

机，深入开展海上发射关键技术攻关，助力山东省“东方航天港”建设，为

我国火箭海上发射提供智力及人才支撑。

哈工程助力

“一箭九星”海上发射
9月 19日，刚刚过去不久的全国科普日可谓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全国各地举办了各式各样

的科普活动，让人们感受到了科普的魅力。但事

实上，平日里的科普工作其实并不轻松。

曾有观点认为国内的科普有两大难点：一是

有“科”没“普”，太专业，普通人看不懂，起不到应

有的科普效果；另一个则是相反的有“普”没

“科”，足够接地气但却充斥着不少伪科学。

在此次全国科普日活动中，厦门大学化工学

院学生推出的科普漫画，给人一种眼前一亮的感

觉。一方面，高校学生普遍年轻化，他们知道哪

些科普形式容易让人接受，并且也有能力将它通

过恰当的方式表达出来，这就解决了有“科”没

“普”的问题；另一方面，他们属于互联网原住民

且受过高等教育，本身具有较高的科学素养，大

大降低了传递伪科学的可能性，这就解决了有

“普”没“科”的问题。

科普不全是科普工作者的责任，高校及学生

也可以承担起更多的科普工作。科普漫画是一

种创新，它打破了科普工作中的思维定式和路径

依赖，启发人们寻找更多创新形式，让更多人意

识到，原来科普不只是简单的知识传播，也可以

有更好玩的打开方式。

而高校鼓励和指导学生积极参与科普，也

可以培养大学生的责任心，并创造机会让他们

走近科技，了解科技领域的最新动态，由此对

科技和科普产生热情，这实际上也是另一种科

普的过程。

科技创新需要更多的新鲜血液，科普又何尝

不是如此。唯有鼓励更多具备较高科学素养的

年轻学子投身到科普工作中来，我们的科普形式

和效果才能更加年轻化、生活化，也更具发展潜

力。国民的科学素养水平，是衡量一个国家和社

会科技进步的基座是否牢固的重要标准。在此

意义上，我们不仅要重视科技创新，也需要更加

重视科普工作，让包括高校在内的全社会共同参

与、共同发展，才能体现科普工作的重要价值，进

而吸引更多年轻学子加入科普大军，让科普更

“年轻”、更有趣，由此形成一种良性循环，为科普

事业的发展提供源源不竭的动力。

学生参与，让科普更“年轻”有趣

朱昌俊

融合科学、技术、工程、艺术和数学的STEAM课程，是长春吉大附中力
旺实验中学从2016年开始研发的一门课程。9月 21日，在课堂上，老师
会通过生动有趣的实验为学生讲授物理、生物、信息技术等学科的知识，
培养孩子们的科学素质，让同学们产生对科技的好奇心。图为该校七年
级学生在STEAM课堂上制作实验模型。 新华社发（颜麟蕴摄）

融合课程培养学生科学素养

9月 15日，深圳大学举行“腾讯创始人校友

团队”冠名教授聘任仪式，首批聘请了3位教授，

这标志着深圳大学冠名教授制度全面实施。

冠名教授聘任人选从该校拟引进和现有全

职在岗教师中选拔，分讲座教授和特聘教授两

类，合同期内每人每年最高资助人民币30万元。

给教授开出的资助资金，来自深圳大学冠

名教授基金，这一基金属于深圳大学人才基

金。此前，在该校建校 35 周年之际，马化腾等

腾讯公司 4 位创始人，以“腾讯创始人校友团

队”名义捐赠母校 3.5亿元，联合发起深圳大学

人才基金项目。

冠名教授制度，是高校吸引高层次人才的

途径之一。在激烈的全球竞争背景下，高校需

要开辟多元化的筹资渠道，为心仪的人才谋一

份理所应当的高薪。

为高校引才加码为高校引才加码
被企业冠名的不只节目还有教授被企业冠名的不只节目还有教授

本报记者 张盖伦

其实，和人们熟悉的“某某节目由某某企

业冠名赞助播出”的意思一样，所谓冠名教授，

也意味着教授的部分薪资和科研支出由个人、

企业或者基金会赞助。

在很多高校，冠名教授已经是一项成熟的制

度。冠名教授是讲席教授的一种形式，大学设置

捐赠讲席，利用社会资金，奖励最优秀的教授，或

是从其他机构聘请专业领域内的顶尖学者。

一般来说，讲席教授席位与社会捐赠密切

相关。讲席制度与社会捐赠和现代基金管理

制度相结合形成的“捐赠讲席基金”模式，成为

全球知名大学引进社会资源、留住一流学者和

提升社会影响力的有效手段。

在国外，捐赠讲席制度已有数百年历史。比

如，英国剑桥大学的捐赠讲席最初由英格兰皇家

设立，自17世纪起才有私人捐赠设立讲席教授。

在国内，各大名校是首批“吃螃蟹的人”。

2001年清华大学通过了《清华大学讲席教

授试行条例》，通过设立讲席教授基金，招聘世

界著名学者来校执教。2018年，清华大学决定

全面推进全职讲席教授、冠名教授制度，在校

内外聘任全职讲席教授，并通过冠名讲席教

授、冠名教授两种形式予以支持。

2006年，北京大学成立了第一个校级讲席

教授基金，捐赠者是香港实业家叶谋遵，其捐

赠 500 万元设立“叶氏鲁迅社会科学讲席教授

基金”，首期聘请了香港城市大学原校长张信

刚教授和知名经济学家曹凤岐教授。

现在，越来越多的高校开始尝试冠名教授

制度。

冠名教授已是一项成熟制度

同济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所长、同济

大学教育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张端鸿告诉科技

日报记者，传统上我国高校教师的工资主要

由 3 部分组成：国家固定工资、地方附加津贴

用高薪酬留住顶尖学者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高校出重金聘任讲

席教授，也是希望高层次人才能够为本校的学

科建设做出贡献。

比如北京外国语大学就指出，冠名教授需

要制定并组织实施本学科的学科建设规划，形

成或巩固学科的领先地位，不断提升学校的学

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要促进学校和国内外知

名大学以及著名机构的合作，要负责青年教师

的培养；实现学科建设的突破性进展，做出有

国际先进水平的科研成果。

张端鸿表示，总体而言，冠名教授制度有

利于高校广纳英才。不过，高校也要注意建设

本校的师资队伍。学校或者学院拿出大笔资

金引进和特聘外来人才时，也要对本校原有的

人才进行扶持。

2000 年，7 家企业出资 220 万元，买下上海

交通大学 36位教授的冠名权。当时，这条新闻

引起了很大争议。有人直接撰文痛斥此举“荒

唐至极”，直言没听说过教授冠名，认为“君子

爱财，取之有道”，教授接受企业冠名，是一种

道德瑕疵。

现在，冠名教授已经不再新鲜，但这种争

议仍然存在。

人们认为学术和商业应该有明确界限，一些

人也有疑问：冠以企业名称的教授，学术还能独立

吗？张端鸿表示，学术独立是学术共同体的重要

准则。从高校和院系管理的角度来讲，冠名教授

和捐赠公司产生私人利益勾连的概率较低。“高校

在吸纳社会资金时，本身也会选择美誉度高的企

业，否则教授本人也不会乐意。对大多数教授来

讲，学术是比收入更重要的东西。”他坦言。

喻恺也建议，高校在吸引社会资金时要有

明确的筹资机构，由学校校长或副校长等管理

者及其团队负责，避免高校教师队伍将学术研

究活动与筹资等商业活动挂钩，进而保障高校

教学与科研的独立性和纯洁性。

重金聘任还要物有所值

视觉中国供图视觉中国供图

以及学校的岗位津贴。如果要突破现有的工

资体制，高校就需要引进社会资源，实行增量

改革。

“冠名教授制度，可以显著提高院系或者

学科的薪酬竞争力，帮助高校进行人才引进或

人才激励。”张端鸿说。

2010 年 7 月 29 日新华社受权发布《国家

中 长 期 教 育 改 革 和 发 展 规 划 纲 要（2010—

2020 年）》，明确指出：“社会投入是教育投入

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充分调动全社会办教育

的积极性，扩大社会资源进入教育的途径，多

渠道增加教育投入。”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喻恺等人

曾撰文指出，设立捐赠讲席，在一定程度上可

以弥补高校原有资源的不足，体现学者的价

值，是对高校学术聘用体系的创新。

实际上，要留住顶尖学者，就需要支付具

有国际竞争力的薪酬。能开辟多元化筹资渠

道，寻求社会捐赠，也是高校的一种本事。张

端鸿说，一般来讲，能够设置捐赠讲席教授的

高校和学院，也都是传统意义上的强校、强

院。它们品牌效应强、声望高，杰出校友或院

友多，自然也成为受欢迎的受捐对象。“财大气

粗”的院校，在人才争夺战中也更有底气，他们

通常能够采取多种方式，为吸引高层次人才

“加码”。

冠名教授需要制定并

组织实施本学科的学科建

设规划，形成或巩固学科的

领先地位，不断提升学校的

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