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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置是未来科学发展的必

然趋势，共享这样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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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籍修复不仅仅是修洞

补纸，更在于一段历史、一

段文明的守护，所以我不敢

懈怠。

我希望能干到自己干不

动了、教不动了为止。我现在

还能接着干，还希望再为国家

的古籍保护事业出一份力。

杨利群

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古籍修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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匠心追梦人

◎新华社记者 陈冬书 严 勇

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中国科学院院士王贻芳：：

建设大科学装置要有创新性和领先性建设大科学装置要有创新性和领先性

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被称为“大科学装

置”的国家重大科技基础设施，是推动科技创新、

建设科技强国的利器。

近年来，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应用捷报频

传——“中国天眼”、中国散裂中子源、上海光源

等一批“大国重器”建成应用，成为获取原创成果、

突破核心技术、抢占科技竞争制高点的利器，为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为了全面认识大科学装置这一“国之重器”，

科技日报记者日前专访了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

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以下简称高能所）所长王

贻芳。他多年参与设计、建设、运行和使用大科学

装置，对此有深入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

记者：为什么要高度重视大科学装置的建

设？大科学装置在科学研究中发挥着怎样的

作用？

王贻芳：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我们需要的科

学仪器越来越大、越来越复杂。要想扩展对未知

世界的认知边界，就需要提升我们对研究对象的

认识能力。在这个过程中，用到的科学仪器的复

杂程度会越来越高，发展到最后自然就是大科学

装置。

大科学装置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仪器设备，它

的核心仪器一般通过自主研发完成。建设大科学

装置可以提高技术研发能力，推进科技自立自

强。同时，在技术研发的过程中，还可以培养一大

批创新人才。

由于大科学装置规模大、复杂程度高，其建造

成本也会很高。这种装置既不能仅供一个人用，

也不能供某个实验室里的几个人用，而是要大家

共享。可以说，建设大科学装置是未来科学发展

的必然趋势，共享这样的科学设施，也是社会发展

的必然结果。从整个科学发展的历史来看，更多、

更大、更好的大科学装置也是建设科技强国的必

然要求。

记者：这 些 年 来 ，我 国 建 设 了 一 批 大 科 学

装置。您觉得，这些大科学装置在推进科技事

业发展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取得了哪些成

果？

王贻芳：最近几十年，我国从无到有、逐渐建

造了一大批大科学装置。大科学装置是国家基础

设施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它不同于一般的基本建

设项目，具有鲜明的科学和工程双重属性。一方

面，这些大科学装置奠定了我们整个科学研究发

展的基础，利用这些设施，很多科学研究取得了不

错的成果；另一方面，在建设这些装置的过程中，

我们也掌握了一些建设大型科学设施、科学仪器

的技术和能力。

有了这些大科学装置的支撑，我们未来才可

能在科学研究或大科学设施建设方面，取得国际

领先的地位和影响。具体来看，我们的设施规模

越来越大，水平越来越先进，取得的成果也越来越

有国际影响力。

但是，跟先进国家相比，我们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无论是大科学装置的先进性、独创性，还

是科研人员利用大科学装置取得领先科技成果

的能力，都需要逐步提高。未来，我国肯定还将

继续建设大科学装置，科技事业也将因此发展

得越来越好。

建设科技强国的必然要求

记者：这些年，各地纷纷上马建设大科学装

置。您怎么看待这一现象？

王贻芳：一哄而上建设大科学装置，这可能

导致不少大科学装置建设存在创新性不足的问

题。看到别人取得成绩、我就跟着照做，这种同

质化竞争，背离了大科学装置建设的初衷。

大科学装置建设必须强调创新性、独创性，

不能一窝蜂上，也不能“撒胡椒面”，得一步一步

走，每一步都要脚踏实地。各地都上马同质化

的大科学装置，都希望做同样的事情，是一个非

常不科学的现象，也是浪费资源。

记者：那么，您觉得该如何优化大科学装置

最核心的还是创新

记者：目前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还存在哪些

不足？

王贻芳：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

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在大科学装置建设方面还

存在一些不足。一是投入规模不够。经费不足

就无法保证大科学装置的先进性、领先性、创新

性。事实上，相比国外，我国现有的大科学装置

总投资规模偏小，限制了装置的领先性和对高

水平人才的吸引，进而限制了重大原始创新成

果的产生。

二是从单个装置来看，国际领先性不够。我

国大科学装置建设在起步相对较晚、财力相对有

限、水平相对不高的情况下，大多以跟踪、模仿和

追赶发达国家为主，具备原创科学思想和科学设

计、世界领先甚至独创独有的大科学装置数量还

很少。

记者：既然我国大科学装置建设还存在差距，

那么对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和运行，您有哪些建议？

王贻芳：我觉得最核心的是要优化顶层设

计，做好大科学装置建设的项目选择。项目选

择一定要精准，要选择真正在学科领域具有领

先性的大科学装置。这个领域应该是别人从来

没有研究过的，这样我们才有机会看到别人看

不到的东西。

其次，在设计大科学装置时，技术指标的设

定要有一定的挑战性。国家要鼓励科研人员去

“摸”技术的天花板，即使有些指标最后没达到，

国家也要允许。不然，在定指标时，项目负责人

就会留有余地，这不利于发展更先进的大科学

装置。

最后，设计和建造大科学装置涉及许多研究

试验和技术攻关的内容，具有鲜明的工程和科研

双重性。建议制定适应大科学装置特点与发展规

律的建设管理制度，充分考虑这类科研工作的特

殊性与需求。要根据大科学装置的工程技术人才

在论文发表、独立成果研发上的特点，考虑项目、

人才的一体化资源配置方式，培养设施建设所需

的科学、技术、工程、管理复合型领军人才，重视设

施建设和运行维护人才队伍建设，加大对其的支

持力度。

项目选择一定要精准

◎本报记者 陆成宽

院士访谈

的建设布局？

王贻芳：大科学装置的建设布局必须做好顶

层设计，坚持全国一盘棋、统筹考虑，重点要考

虑其用户需求和国际领先性。

为了避免一哄而上、重复布局，非常重要的，

是要保证正在规划建设的大科学装置，能够在

各自的学科领域得到国际认可，要站在整个学

科领域发展的高度，来规划、选择、评价大科学

装置的先进性、可实施性和重要性。

记者：高能所建设运行了多个大科学装置，

请您结合建设运行这些大科学装置的经验，谈

谈如何才能让大科学装置更好地服务国家战略

需求、在科学研究中发挥出最佳的作用？

王贻芳：谈不上经验，我们在规划建设大科

学装置的时候，会慎重考虑刚才我强调的那几

点，也就是它的学科重要性、领先性、国际影响

力以及国家需求。我们希望自己建设的大科学

装置不仅能够走在国内前列，而且要走在国际

前列。

在项目选择上，我们的目标是建成国际最领

先的大科学装置，即使不是国际上最领先的大

科学装置，也必须要有一定的领先性。我们不

会考虑去“复制”别人的大科学装置，也不会纯

粹为了建而建。

其实，最核心的还是创新。创新体现在各个

方面，不仅是大科学装置本身的技术创新，还包

括它将来能够取得的创新性成果。

与国际同类装置相比，我国建设的大科学装

置要有创新性和领先性。要让国际同行认可并

承认，咱们建设的大科学装置跟他们的不一样，

咱们的装置至少在某些方面比他们的好，不能

只是跟跑。

当然，有些大科学装置主要服务于国家经济

建设，这个时候我们要考虑用户需求。但是在

考虑用户需求的时候，也要有一定的超前性。

不能因为用户不够领先，我们就跟着走。同时，

还要考虑一定程度的提前量，刚建成的大科学

装置，如果用户很快发现装置不够先进，显然是

不行的。建设方必须在建设的过程中甚至建设

完成之后的若干年，确保装置的领先性。

他参与绘制了我国第一个鱼类

(半滑舌鳎)基因组精细图谱（国际上

首个比目鱼基因组图谱），解析了半滑

舌鳎发生性逆转的表观调控机制；他

主导建成我国保存量最大的海洋渔业

生物基因资源库，搭建了种质资源精

准鉴定与评价平台；他主持了全国第

一次水产养殖种质资源黄渤海区调查

项目……

他是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黄海

水产研究所基因组室主任、研究员

邵长伟。

与海洋渔业结机缘

在新疆长大的邵长伟，从来没有

想过自己会与海洋渔业结缘。

2001 年 ，一 心 报 考 军 校 的 邵 长

伟，被调剂到大连水产学院（现大连海

洋大学）。

“从小在新疆长大，读大学前对水

产养殖专业一无所知。”邵长伟对科技

日报记者表示，自己当时既不了解这

个专业，也不了解学这个以后要干什

么。抱着既来之则安之的心态，邵长

伟开始慢慢了解这个专业。

随着学习的不断深入，邵长伟对

专业的兴趣日益浓厚。本科毕业后，

他考取了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学专

业研究生，开始尝试接触科研。

2007 年底，邵长伟到实验基地做

鱼类的雌核发育实验。由于实验变

量特别多，他要一个组合一个组合

地试。

“当时，实验基地条件不是很完

善，只有一个很大的水浴锅。我把几

十个盛有受精卵的烧杯同时放进温度

为 0 摄氏度的水浴锅里，让受精卵受

冷休克。由于烧杯是塑料制品，放进

水里后时常会浮起来，我只好借助工

具把烧杯一遍又一遍地压下去，就像

‘打地鼠’一样。”邵长伟回忆道。

功夫不负有心人。在实验基地坚

守两个多月、反复实验无数次后，邵长

伟培育出了雌核发育的鱼苗。这次经

历让邵长伟深刻地感受到了做科研的

乐趣及攻坚克难之后的获得感，也愈

加坚定了他在科研“海洋”里乘风破浪

的决心。

2008 年初，邵长伟提前半年拿到了硕士学位，并赴美国德州农工

大学做了 10 个月的访问学者。回国后，他一边工作一边学习，不仅

取得了中国海洋大学海洋生物学博士学位，还在 2015 年通过教授委

员会、系、校三轮论文答辩，获得东京海洋大学应用海洋生命科学博

士学位。

绘出我国首个鱼类基因组精细图谱

在邵长伟看来，科研的魅力在于永无止境的探索未知。

作为主要完成人，邵长伟绘制出了我国首个鱼类基因组精细图谱，

该研究成果助力我国水产基因组研究跻身国际领先行列。在他和其他

同行的努力下，短短十年间，我国水产基因组研究实现了从跟跑、并跑

到领跑的跨越式发展。

渔业发展、种业为先，海洋“种业”——鱼种是保障我国“蓝色粮仓”

的关键。这些年来，邵长伟将主要精力都用在半滑舌鳎苗种研制上，由

他主持或作为业务骨干承担的十多项国家级课题，大都是围绕半滑舌

鳎展开的。

“半滑舌鳎是我国沿海地区重要的经济鱼类，其味道鲜美，深受消

费者喜爱。”邵长伟介绍道，但雌、雄半滑舌鳎个体生长差异巨大，养殖

一年多后，雌鱼体重可重达 500 多克，而雄鱼体重只有 200 到 400 克。

除此之外，种苗中雄鱼比例通常占到 70%至 85%，而雌鱼仅占比 15%到

30%，这严重制约了相关产业的规模化发展。

通过开展半滑舌鳎性别决定和分化的全基因组甲基化研究，

邵长伟绘制出了单碱基分辨率的甲基化图谱，揭示了普通苗种“雌

雄比例失调”的原因，为高雌苗种研制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技术手

段。

研究表观基因编辑、“借腹怀胎”等新一代育种技术，是邵长伟及其

团队成员的另一重点工作内容。“希望能够尽快将新技术应用到产业中

去，为我国海洋种业发展作出贡献。”他说。

邵长伟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邵长伟每天的工作时间都超过 12个小时，周末也经常泡在实验室

里。“科学研究是需要长期沉淀的，不是一蹴而就的。做科研，就要耐得

住寂寞，坐得了‘冷板凳’。”邵长伟说。

邵长伟的微信头像，是一个荷锄而归的快乐农夫，而这头像正代表

了他的心愿：耕海牧渔，志将沧海变“良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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邵长伟在观察鱼苗孵化情况 受访者供图

今年 64岁的杨利群，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云

南省图书馆古籍修复工作室。已经过了退休年纪

的他没有选择在家享清福，而是继续陪伴着镊子、

毛刷、补纸这些几十年来的“老朋友”。

他是云南省古籍保护中心的古籍修复专家，

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聘请的修复导师。然而，他还

是更喜欢戏称自己为“面糊匠”。

首创“人工纸浆补书法”

杨利群出生在一个古籍修复世家，父母曾是

云南省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师。十几岁起，他便跟

着父亲学古字画修复装裱。工作后，他又同母亲

一起修复图书馆的珍本善本。

云南是我国少数民族古籍大省，各类古籍存

量逾百万册。长期以来，大批古籍散落民间，饱经

岁月侵蚀，亟待抢救性修复。

杨利群发现，家传的这套手艺虽在修复汉文

古籍时游刃有余，但在修复少数民族古籍时却未

必适用——少数民族与汉族对书籍的使用方式不

同，例如彝文古籍常用于祭祀场合，少不了烟熏火

燎的油污或烧损；有的藏文古籍因纸张受潮后结

板形成“书砖”……

为了医治这些“疑难杂症”，他日复一日地艰

苦摸索。

2014 年，在修复“纳格拉洞藏经”时，为了寻

找修复藏文古籍的补纸，杨利群多次前往香格里

拉等地，最终找到了当地特有的狼毒草。他尝试

提取其原液加入补书所用的纸浆中，首创“人工纸

浆补书法”。

云南省图书馆历史文献部主任计思诚介绍

说，这一方法不仅解决了少数民族古籍修复用纸

问题，又有助于减少古籍虫蛀、生霉。“纳格拉洞藏

经”的修复被列入“中华古籍保护计划”的重点项

目成果，“人工纸浆补书法”也已在业界得到广泛

关注和运用。

像这样的“绝活儿”，杨利群还能拿出许多；像

这样的努力尝试与探索，杨利群重复了无数次。

谈及为何如此坚持，杨利群说：“古籍修复不仅仅

是修洞补纸，更在于一段历史、一段文明的守护，

所以我不敢懈怠。”

渐渐地，专治古籍“疑难杂症”成了他的招牌，

也成了云南省图书馆的特长科目。

今年 3月，由国家古籍保护中心评审推荐，中

国文物保护基金会资助的“云南省图书馆云南珍

贵彝文古籍修复项目”启动，主要修复的 5册彝文

古籍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彝族史诗《查

姆》。古籍缺损、絮化等情况十分严重。

《查姆》正由杨利群带领馆内 8位专职修复师

进行修复。杨利群的女儿杨璐源也是其中一员。

“打我记事起，我就看着父亲修古籍，烂得不

成样子的古籍找到我父亲来修，他都能修得好。”

杨璐源说，“那时，我只觉得父亲的工作既复杂又

枯燥。等我长大后，才逐渐理解父亲的坚守与探

索有多么大的价值。现在我也从事这一行，想跟

着他做下去。”

希望有更多人传承手艺

杨利群希望能有更多人传承这门手艺，来修

复更多珍贵古籍。他说：“如果古籍废毁，让民族

文化流失，那可太遗憾了。”

为了进一步充实古籍修复人才队伍，2009

年，云南省图书馆开始举办古籍修复培训班。

杨利群作为修复老师，每次上课都手把手教学，

总计培训学员 863 人次，培养出 30 多名古籍修复

骨干。

大理市巍山县图书馆馆长陈春艳就是杨利群

培训班上的学员。现在，她自己也带了两个徒弟，

在本馆开展古籍修复，让事业传承不绝。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

《关于推进新时代古籍工作的意见》。意见指出，

做好古籍工作，把祖国宝贵的文化遗产保护好、传

承好、发展好，对赓续中华文脉、弘扬民族精神、增

强国家文化软实力、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具有

重要意义。

“意见中也提到了推动少数民族文字古籍文

献的抢救保护，为我们今后的工作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杨利群说，他希望能干到自己干不动了、教

不动了为止。“我现在还能接着干，还希望再为国

家的古籍保护事业出一份力。”

为文脉留根，他是自称“面糊匠”的古书“良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