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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长期合作的重心

    新年伊始，在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DERCI)
的工作中，中国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除了处
理一些日常事务(2015年联合研究项目的发布、新
国际研究团队的启动)，2016年1月12日，我局召开
了以中国为主题的欧洲和国际政策理事会(CPEI)。

    欧洲和国际政策理事会由Gilles Boëtsch主
持，会议旨在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一个国
家或地区的行动提供指引、做出评估、并提出建
议。理事会成员由法国部委各部处、公司和智库
的高级别人员组成，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院长
Alain Fuchs以及包括4名研究所所长1和欧洲研究与
国际合作局局长在内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代
表出席了会议。对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来说，
这是一次独一无二的机会，可以对合作项目进行
完整归纳，进而确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较之
其他重要研究机构的对华立场。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举办本次活动的动
力，当然在于它掌握着现阶段合作的所有统计数
据。本活动的举办也得益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中国代表处和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区域负责
人的努力，及其依据实地信息反馈所做的战略性
分析和建议。总之，所有这些信息为制定既自下

而上且自上而下的战略方法做出了贡献。当我们
和中国这样一个挑战千变万化的大国打交道时，
这无疑也是一个优势。

    因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与中国开展
科学合作方面，肩负着特殊的使命。2012年以
来，中国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亚洲首屈
一指的科学合作伙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
大学机构发表的联合出版物数量，占法中联合出
版物数量的近四分之三。通过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18所)、国际研究团队(GDRI，6支)和国际科
研混合单位(1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发起
或支持大部分法中具有结构性的科研合作行动。
其中还有近百项(国际科研合作项目/联合研究项
目、于贝尔·居里安伙伴计划等)由我方资助或否
的预先建立项目。

    合作申请众多，基于互利原则，这些合作
应当符合我们的科学需求。在此背景下，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制定了一套定向定性法，使交流
走向具有结构性的制度化。通过这些有组织的活
动，法中研究机构联合制定了共享科学项目并分
享研究资源。中方的联合资助能力突飞猛进。法
方在新阶段将致力于调整开展科研活动形式，以
有利于中方机构更加便利地参与协作。

1Michel Bidoit (信息学与其相互作用研究所，INS2I)，Patrice Bourdelais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INSHS)，
Pascale Delecluse (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INSU)和Stéphanie Thiébault (生态与环境研究所，IN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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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述几点不仅是欧洲研究和国际合作局未来
的工作重心，同时也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所
有参与者的工作方针。2016年3月即将召开的混
合委员会，将对法中双边科技合作框架进行高级
别的讨论，在此背景下，这些方向越发有实际作
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也将借此机会集思广
益贡献力量。

    我谨祝各位阅读愉快，本刊第21期秉承高品质
传统，特别是“人文和社会科学”特别记录专栏将
向您展示众多不为人熟知却充满惊喜的项目。

两个带耳浅盘 (高：4.6cm / 直径：13.4cm)， 
Ernest Grandidier昔日藏品 / G4551a；G4551b, 
吉美博物馆 - 国立亚洲艺术博物馆，巴黎，
图片来源(C) 法国国立博物馆联盟(RMN) - 
大皇宫(吉美博物馆，巴黎) /  Thierry Ollivier / 
版权归国立博物馆联盟所有。

Patrick NEDELLEC局长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前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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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UR@SIA研讨会：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及其亚洲网络
撰稿：Luc Le Calvez

    Alain Fuchs院长受新加坡政府“Lee Kuan Yew 
Distinguished Visitor”项目的邀请，会见了新加坡
科研机构的主要负责人：新加坡教育部部长1、国
立研究基金会(NRF)2主席、科技研究局(A*STAR)3

局长以及包括新加坡国立大学和新加坡南洋理工
大学4在内的两所重要大学的校长。法国驻新加坡
大使Benjamin Dubertret先生在多次讲话中表达了
对科技外交的重视。访问最后，Alain Fuchs院长
在南洋理工大学和国立大学就“纳米多孔材料特
性”做了公开讲座。

1“常务部长”(National Research & Development)
2“新加坡国立研究基金会(National Research Foundation)”
3“新加坡科技研究局(Agency for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search)”
4分别是：“新加坡国立大学(National University of Singapore)”和“南洋理工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
5http://www.cnrs.fr/en/workingwith/UMI.htm
6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Japa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Agency，前任主席、中村博士)、日本学术振兴会(Japan Society 
for the Promotion of Science，巡视员Kyoto博士)，以及日本国立材料科学研究所(NIMS)。
7泰国研究基金会(TRF，Thai Research Fund)和国家科技发展署(National Science and Technology Development Agency)
8Marko Erman (泰雷兹集团，“CTO & SVP Research”)，Pascal Métivier (索尔维集团亚洲研究创新中心主任)
和Muthu Jeevanantham (“圣戈班集团中国上海和韩国群山研发中心主任”)。

    AUR@SIA研讨会加强了亚洲17所联合实验室
之间的联系，同时也丰富了与日本6、泰国7和新
加坡重要科研机构之间的交流。

    泰雷兹集团(Thalès)、索尔维集团(Solvay)、
圣戈班集团(Saint-Gobain)派国际科研混合单位的
科研人员和集团科研战略部负责人8出席了研讨

会。以科研创新问题和研究资金难题为主题的活
动，也吸引了部分与会人员的参与。

    在安盛研究基金会(AXA Research Fund)的支
持下，本次会议在安盛培训中心成功举办，这有
利于与会人员了解该机构开展的项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亚洲的17所联合实
验室，及其众多亚洲科研伙伴和科研体系中的大
量机构参加了AUR@SIA研讨会。他们对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和其亚洲合作伙伴开展的研究表现
出极大的兴趣，国际科研混合单位(UMI)5作为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开展国际合作中最常采用
的形式，引起了特别关注，这也解释了他们积极
参与的原因。

    2015年11月初，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新加坡成功主办了首届AUR@SIA研讨会，院长Alain Fuchs
先生首次对新加坡进行了参观访问。新加坡在推进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本文对上述同期两场活动
进行了回顾，该活动介绍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亚洲的合作项目，特别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旗
下，涉及众多学科、覆盖数个国家的国际科研混合单位网络。

“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No21  2016 冬季刊时事 时事

代表处时事

http://www.cnrs.fr/en/workingwith/UMI.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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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在法国国民教育、高等教育和科研部(MENESR)负责高等教育和研究工作。
2 法国代表团成员：文化教育合作处副参赞兼北京法国文化中心副主任Fabrice ROUSSEAU先生 / 
科技副参赞Abdo Malac先生 / 科技专员Yvonne TRAN女士

国务秘书Thierry Mandon到访绿色产品与工
艺国际联合实验室(UMI E2P2L, Solvay/CNRS)
撰稿：Armin Liebens

新型超声波技术研究
(法科研中心-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撰稿：Jean-Gabriel Minonzio

    本次法中合作的主题是运用新型超声波技术
探索骨头、特别是骨质疏松情况下骨头的表征。
骨质疏松表现在骨量流失和骨结构的改变，以及
引发的骨质脆弱和骨折风险。骨质脆弱目前可通
过X光查出，但是缺乏精准度：出现骨折的女性案
例中，50%的放射检查显示正常。超声波的非电
离和弹性波特性，使它成为替代X光的有效方案。

    我们时常忘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国
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在双边活动中扮演着推动者
的角色。由于项目数量有限，随着时间的推移，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成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优
质项目的指示器。该项目启动于2015年，汇集了
复旦大学医学超声波实验室1和生物医学成像实验
室2(7371号科研混合单位)，主要从事生物医学成
像领域的研究。目前，同领域研究工作涉及多个
项目，其中包括中法生物医学图像国际联合实验
室(LIA Metislab)项目，该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的启
动为加强同领域的科研交流创造了机会。

“

“
    2015年12月29日，法国国务秘书Thierry 
Mandon先生1率法国代表团2参观索尔维上海研究
中心。众所周知，绿色产品与工艺国际联合实验
室(索尔维集团/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3464号
国际科研混合单位)位于本研究中心。团队成员
对实验室进行了介绍。国务秘书对索尔维集团和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成功开展的国际合作表现
出极大兴趣。

项目

项目

时事

1医学超声波实验室(MUL)，“复旦大学”，上海。参考：http://www.buee.fudan.edu.cn/
2生物医学成像实验室(LIB)隶属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法国国家医学与健康研究院(INSERM)和巴黎第六大学
(UPMC)。参考：https://www.lib.upmc.fr/?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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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通过超声波的内部传播，在边界反
射，产生导向波现象，将其用于周围环境的“检
验”，这类似于在其他声学(听诊器、乐器)和光
学领域(光纤)观察到的现象。导向波分析包括，
联接理论声波导向模型，评估不同频率导向波的
传播速度，这些分析将揭露众多实用临床信息、
并对现有信息加以补充，如骨头的厚度、多孔性
及其机制性能。法中两国上述实验室早在数年前
已经对骨头的导向波现象表示出兴趣。

    XU Kailiang3，在医学超声波实验室完成博士
论文，毕业后在生物医学成像实验室开始了为期
三年的博士后实习。他和生物医学成像实验室的
同事一起，通过对地震学已知技术或可听信号分
析技术加以调整，从事观测信号的最优化分析。
这些方法可通过法国生物医学成像实验室专利技
术，并利用中国实验室设备进行试验验证，该技
术由法国生物医学成像实验室子公司4研发。

    目前，研究人员遇到的难题之一是，在骨波
导管中同时被激发的导向波数量过多，及其从存
储信号难以辨别。解决这一问题至关重要，因为
它决定着波导管的型号。目前正在研究通过一个
或多个先验方式完成选择性激发。选择性激发的
最优化研究是本次合作的第二个主题，该项研究
主要在中方合作伙伴实验室中开展。

本次法中合作的主题是
运用新型超声波技术
探索骨头、特别是
骨质疏松情况下
骨头的表征。

  生物医学成像实验室(LIB,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7371号混合研究单位 - 法国国家
医学与健康研究院1146号单位 - 巴黎第六大
学)5致力于小动物和人体形态、机能和分子
生物医学成像法的基础应用研究。研究主题
聚焦于二十一世纪公共健康领域的重点项
目：骨头、癌症、心血管神经疾病。该团队
围绕超声波、IRM、CT和SPECT-PET扫描图积
极探索新型诊断方法和非蔓延疗法。

  Jean-Gabriel Minonzio6是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生物医学成像实验室研究专员，兼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法方负责人。其研
究主题为：

• 皮质骨的超声波特性,

• 导向波,

• DORT法,

• 超声波传播和扩散

3玛丽•居里交流计划框架下，中方资助项目。
4http://www.lequattrocento.com/azalee.html
5https://www.lib.upmc.fr/
6http://www.labos.upmc.fr/lip/spip.php?rubrique81

    2015年，上述两个实验室的科研人员在合
作实验室进行交流互访。期间，通过参观实验
室、举办研讨会、进行联合试验，加深了每个
参与人员对合作伙伴专业能力的认识。本合作
启动于2015年，目前已有一篇共同出版物投稿
到“IEEE Transactions on Ultrasonics Ferroelectrics 
and Frequency Control”期刊。今年，中方合作伙
伴将借国际研讨会“IEEE International Ultrasonics 
Symposium”(图尔，2016年9月)举办之际再次出
访法国。

2015年10月参观医学超声波实验室(MUL)

2015年5月参观生物医学成像实验室(LIB)

项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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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七至十九世纪期间，法中两国间珐琅技术的流通

• 师傅：“当代中国的宗教师及其新老一代的现状”
与

“中国工作室”

10 11

雕龙图案，位于泉州(福建)開元寺，图片来源：中国工作室 / A. Sounier. 底片。

来源：东亚文化研究中心(CRCAO)网站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混合单位。

    道教研究和珐琅，这两个主题有什么共通之处？下面这份资料给我们带来了所有的答案。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惊喜地发现了与此主题相关的两个项目，研究人员致力于探究中
国当代或古代社会现实中不同寻常的一面。

    所有研究人员投身中国这片土地，怀揣共同的希望：超越知识的边界。

“

“

特别记录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

记录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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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至十九世纪期间，
法中两国间珐琅技术的流通
撰稿1：赵冰、王光尧、Isabelle Biron、Philippe Colomban、Liliane Hilaire-Pérez

    2015年1月，一个名为“中国珐琅技术研
究”的项目正式被北京故宫博物院选中，在未来
5年中，将成为该单位几个大型国际研究项目之
一。本项目的目的是研究中国不同胎地(金属、玻
璃)作品以及各种彩粙技术(画珐琅及掐丝珐琅)。

    需要强调的是该项目的两个创新点。首先，
针对珐琅作品的研究，在此之前仅仅是以载体材
质或装饰技术为基础的单独个别研究。其次，关
于欧洲影响的种种假设，在此之前只是基于作
品的风格研究分析，以及对耶稣会士们的书信研
究。在该项目中，我们将同时从北京故宫博物院
及欧洲博物馆中挑选出珐琅作品，在对它们进行
物理化学分析的基础上展开一系列研究。因此，
这些研究实际上是顺应了突破人文科学和硬科学
界限的背景而生，并参与跨国互动综合研究的飞
速发展。

1赵冰女士，研究负责人，隶属8155号科研混合单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法兰西学
院/巴黎第七大学/东亚文明研究中心；王光尧先生，北京故宫博物院；Isabelle Biron女士，法国博物馆研究与修
复中心[C2RMF，8247号科研混合单位，巴黎化学研究所(IRCP)/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Béatrice Quette女士，
装饰艺术博物馆亚洲藏品负责人；Philippe Colomban先生，纳米级对象分子：反应性、相互作用和光谱学实验
室[MONARIS，8233号科研混合单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索邦大学集团-巴黎第六大学(UPMC)]研究主
任；Liliane Hilaire-Pérez女士，巴黎第七大学现代史教授；Véronique Notin，利摩日(Limoges)博物馆馆长。

    很难想象会在这样一本杂志中讨论这个主题，但我可以向所有的读者保证，这篇关于珐琅的文章
完全有资格在本杂志中占有一席之地！除了介绍珐琅这门广为人知的装饰技术外，我们的同事赵冰女
士还将与我们分享这一段法中两国的文化科技交流史，一页流经数个世纪的精彩篇章。在这里，艺术
融入了科技，或科技融入了艺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几个专业机构正在使用这门近代技术，联合
中国合作伙伴，更深入地探索与珐琅相关的技术变化、发展及融合。

“

“

    2014年，王光尧代表北京故宫博物院，出访欧
洲以探讨未来可能性的合作。法国，作为当时王先
生出访的第一站，是他属意的关键合作伙伴。

    以下几个原因解释了法国在本项目中的特殊
地位。首先，珐琅这个中国词汇，很可能是从十
七世纪开始在中国使用，指的是在金属和瓷器上
的彩绘珐琅。这个词与中国十七世纪至十八世
纪称指法国的发音相同。实际上，通过曾居住在
中国的法国耶稣会士，法国对清朝满族宫廷引入
欧洲珐琅，以及这门技术于十七至十八世纪在中
国的产生(详见下方简介及图1-2)均起到了重要作
用。法国洪若翰(1643-1710)教父1696年写的一封
信告诉我们，康熙皇帝(1661-1722年)曾请求他从
法国带来画珐琅及天然颜料，供皇家工坊使用。

利摩日艺术家与中国

    伟大的文艺复兴时期之后，利摩日艺术家们在十七和十八世纪内继续创作出了大量铜胎画珐琅
作品，丰富了灵感和调色板，并想出了新的胎地形式。其中两个家族尤为耀眼：Laudin和Nouailher
家族。正是Laudin家族贡献了第一批与中国有关联的作品，最近这些作品更是得到了有力证明：康
熙皇帝的藏品中有一个中式的带托座鎏金铜盒，盒子上画有一对王子夫妇肖像的彩屏，彩屏的一
部分采用了珐琅工艺；其次，是两对粉彩韦尔特酒杯和平底杯，外销至欧洲市场，精心仿照利摩日
珐琅作品的形状和花纹制作，或者说从中得到了很大的启发，特别是仿照了上面代表制作者的花
押“IL”：Jacques Laudin (v.1663-1729)。

Véronique Notin，利摩日(Limoges)美术博物馆

记录 记录

图1-2：Jacques Laudin，带有花押字的小酒
杯，装饰有铜胎珐琅花篮和风景图案，铜质
基底。位于利摩日(Limoges)，制作于十八世
纪初期25年间，属于私人收藏。/ 来源：利摩
日美术博物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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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力合作

    从若干年前开始，
东亚文明研究中心(CRCAO)2便与北京故宫博物院
开展了一些大规模的国际研究项目。北京故宫
博物院和东亚文明研究中心也因此建立起了一种
特殊的信任关系。为了综合研究中国珐琅技术的
发展历史，必然不能绕过法国博物院中的法中两
国的珐琅收藏品。正如我们所知，法国博物馆馆
长们在法国和中国彩粙方面同样享有国际名望，
比如Véronique Notin对利摩日珐琅的研究，以及
Béatrice Quette对中国掐丝珐琅的研究。

Cahier

    法国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C2RMF)3近二十
五年来一直致力于九世纪至十九世纪间，采用金
属胎地的欧洲珐琅、拜占廷珐琅和中国景泰蓝，
以及文艺复兴时期威尼斯玻璃胎珐琅的研究工
作，这些珐琅艺术品分别来自法国及国外的众多
博物馆(生产工艺、对材质的化学分析和玻璃的化
学侵蚀研究)。

    近几十年来，纳米级对象
分子：反应性、相互作用和光
谱学实验室(MONARIS)4的研究

员们致力于材质方面的分析，特别是瓷器和涂珐
琅材料。这两个实验室作为先驱单位，为该方面
的研究在全球范围内提供了参考标准。近年来，
这些研究员们针对许多关于珐琅的素材和资料
进行了分析研究，其中包括法国装饰艺术博物馆
(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中的利摩日珐琅5和中国
掐丝珐琅，以及塞弗尔(Sèvres)皇家工厂生产的瓷

2CRCAO：东亚文明研究中心。
3C2RMF：法国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
4MONARIS：纳米级对象分子：反应性、相互作用和光谱学实验室。
5研究的收藏品主要来自：卢浮宫博物馆、法国国立中世纪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u Moyen-Âge et des thermes de 
Cluny)、国立文艺复兴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 la Renaissance)、巴黎美术博物馆(musée des Beaux-Arts de la ville de 
Paris)、 里昂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Arts de Lyon)，伦敦华莱士典藏馆(The Wallace Collection)、波尔图苏亚雷斯-多
斯雷伊斯博物馆(Museu Nacional Soares dos Reis de Porto)和里斯本古典艺术博物馆(Museu Nacional de Arte Antiga)、
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musée des Arts décoratifs de Paris)和利摩日美术馆(musée des Beaux-Arts de Limoges)。

胎画珐琅(“瓷器之城”的收藏，图3-5)。而他们
的研究也让人类对不同产品，使用的材料性质(金
属、陶瓷、玻璃)、金属的生产工艺、珐琅的艺术
性、玻璃的配方(原材料：硅石源、碱性源、染色
阻光剂、这些原材料的制作方式，等等)，以及每
次生产时根据天气和环境为工艺和玻璃配方而做
出的改变有了初步掌握。

    1989年，王光尧从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毕业
后，进入故宫博物院工作。2005年以来，身为研
究主任，他担任中国多所高校的论文指导老师。
他的研究方向包括瓷器、青铜器、宫廷器皿的使
用规则。他参与了故宫博物院2.8万件瓷器的目
录编写。他同时还负责中国多个窑厂的考古发
掘。他的研究得到了国际公认。他曾在世界多国
进行科研交流，并经常往返于台湾、香港、澳门
三地。他发表了十余部著作和参考文章。他的著
作《明代宫廷陶瓷史》获得2010年度“遗产与文
化”类十佳图书奖。

王光尧

赵冰6文保科技部。
7 赵冰联系方式：Page personnelle
bing.zhao@college-de-france.fr

“ 目标在于重新评估法国
珐琅及其技术在中国流通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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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Pierre Reymond工作室，Saint Jean à Patmos，
利摩日画珐琅，1526-1575年，Ecouen，文艺复兴
博物馆(inv. ECL897 p) / 来源：C2RMF D. Bagault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记录 记录

中法项目

    2015年春天，继王先生出访法国及在法国工
作会议之后，法国博物馆馆长及研究者们决定与
北京故宫博物院的项目并行，开展该领域的一项
研究项目。更确切地说，该法中合作项目围绕一
个主题展开：十七至十九世纪期间法中两国间在
珐琅技术方面的互通。具体来说，就是将中国和
欧洲的档案资料研究与北京故宫博物院内欧洲作
品的风格特点研究进行对比验证，法中研究者们
将尝试着共同完成一个法国珐琅物品资料集，其
中风格相似的作品可能是于十七至十八世纪被引
入中国宫廷的。

    中国文保科技部6和法国两个实验室(即东亚
文明研究中心和法国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将共
同对这些作品进行分析研究。在实验室及博物馆
中展开的研究，通过鉴定珐琅的组成成份(确定所
有原材料，包括染料剂)，可以更精确地对比珐琅
的各种制作程序。

    赵冰7是8155号科研混合单位(UMR 8155)的
研究员。作为十至十九世纪中国瓷器的研究专
家，她的研究采用全球化的方法，专攻分散于东
南亚、伊斯兰教地区、非洲和欧洲的三十多个
中国瓷器。她的主要研究课题是中国瓷器在世界

的传播及其文化、工艺影响。
同时，她对瓷器行业的皇室保
护及权力也有研究。她参与并
负责了多项国际研究项目。

http://www.crcao.fr/
http://c2rmf.fr/
http://www.monaris.cnrs.fr/
http://www.crcao.fr/spip.php?article159
mailto:bing.zhao%40college-de-france.fr?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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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与技术

• 使用高倍数放大设备观察作品(双目放大镜)。

• 给作品做X光造影(观察透明部分)，观测肉眼
看不到金属作业的细节，更好地观测修复部
分。X光造影也有利于辨别所使用玻璃的布局
和性质(成分对比)。

• X光放射法(观察表面)，用于当金属部分表面
存在严重损坏时(如镂空珐琅)。这些图像可以
细致地还原所表现的图案。

• 参看左图：电子扫描显微镜

研究方式有以下几种：

• 通过法国博物馆研究与修复中心AGLAE粒子
加速器使用离子束，分析金属和玻璃表面(在
PIXE和PIGE模式下：分别释放X光和粒子伽玛射
线)。这些方法不具有破坏性，可以了解物体
完整而具体的化学组成。

图4：塞夫勒瓷器博物馆的Raman移动分析设备

绿激光(右侧盒子)释放出激光束，通过光纤到达量器的顶
部，此处安装了高倍显微镜镜头；摆放两个Sceaux陶瓷样
品：一个上釉素花瓶和一个绛紫与金色相间的水瓶；发出
的光由上述镜头收集，并由另一条光纤线传输到位于底
部，且带CCD探测器(蓝色盒子)的Raman光谱仪中。光谱汇
总到手提电脑中(来源：塞夫勒瓷器博物馆-Ph. Colomban)。

关于ICT实验室：

    身份-文化-地域接收团队(EA 337，ICT)是一
个跨学科实验室，汇集了不同时期的历史学家
和不同文化地区的文明专家。本项目以多学科
开放性为原则，运用历史比较连接法，开展研
究。 ICT实验室专门开展知识的流动和流通研
究，关注公权力的参与形式，以及上述现象引发
的社会经济挑战。实验室曾由P. Gonzalez和L. Hi-
laire-Pérez dir.组织“知识-世界”国际研讨会，
相关作品已于近期发表：中世纪以来的知识流动
和流通，雷恩，PUR，2015。珐琅研究项目的三
名联合研究人员：Liliane Hilaire-Pérez、Sébastien 
Pautet、Fabien Simon也也隶属于ICT实验室。

• 在实验室或者现场(博物馆)，用Raman技术
分析颜料、阻光剂和玻璃基质。即使只使用少
量颜料，或者用颜料多层覆盖珐琅(几毫米)，
Raman光谱仪仍然能将它辨认出来(图4-5)。

作为补充，还可以用下述方法对物品和碎片进行
研究：

• X光衍射，分辨结晶阶段(阻光剂)。

• 电子扫描显微镜与能量色散X射线光谱仪
(EDX)联接，观察异质珐琅，旨在分析玻璃熔浆
和结晶阶段，具体的化学组成(破坏提取法)。

研究目的

    这些联合方法提供了生产工艺的新信息，以
及原材料(性质&准备方式)、原材料来源、玻璃
制作的配方和工艺(氧气减少条件、阻光剂的制
作…)方面的信息。这些信息有利于更好地了解作
坊的工作、供应循环、文化和技术传递、藏品的
日期、认证及其保存情况。

    研究人员试图用综合视角解读结果，为在各
种胎地(金属、玻璃、陶瓷)上和在不同地域内创
作的手工艺人构建一段相互关联的历史。其中一
个主要研究目的是，确认中国引进了法国的制作
工艺和颜料，重新评估法国珐琅及其技术在中国
传播的影响。

图5：掐丝珐琅在巴黎装饰艺术博物馆被进行分析研究：左边珐琅为十五世纪(明朝宣德年间)，右边为十八世纪的屏风。请
注意隔开珐琅和激光斑光晕的金属内壁，根据使用的镜头不同，直径在1-50 µm之间(来源：装饰艺术博物馆-Ph. Colomban)。

图7：Jacques Laudin，圣母圣子图案铜胎画珐琅盆，带
花押字，制作年代大约为1700年，利摩日美术馆(inv. 90) 
/ 来源：Magnoux, © BALimoges。

图6：激光等离子光谱仪(LIBS)可以对特定区域进行基础
分析。

图8：Raman光谱仪用于小件物品的分析。

记录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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师父：“当代中国的宗教师及其新老一代
的现状”与“中国工作室”
撰稿：Adeline Herrou和Brigitte Baptandier1

1Adeline Herrou个人信息页；Brigitte Baptandier个人信息页。
2人种学和比较社会学实验室 (LESC，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7186号科研混合单位)。
3法文名称：Vieux maîtres et nouvelles générations de spécialistes religieux : Ethnographie du quotidien et Anthropologie 
du changement social

    “当代中国的宗教师及其新老一代的现状：
日常生活的民族志与社会变迁的人类学”研究项
目3(简称师父)是一个由法国国家科研署出资，由
Adeline Herrou牵头的国际项目。

    本项目的研究对象是中国宗教(佛教、道教、
儒教和地方宗教)及其当今的变迁。它聚焦时代变
迁的体现：当代的“宗教师”，二十世纪的动荡
给他们的生活和存在留下了的深深烙印，并在长
期的宗教实践和表现中留下印记。本项目的特别
关注人群是文化大革命之前(1966-1976)进入寺庙
的僧人，他们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被遣散，并于八
十年代初重返寺庙，他们参与了长达三十年的宗
教重组。他们既是传统知识的守护者，又是长期
以来宗教禁令和反“迷信”的见证者，如今饱经
风雨的他们能够回顾过去、思考当今的变迁、经
历的过往以及最近的变革。虽然他们的人数将越
来越少，但是他们却承载着故事，并在不同类型

的宗教仪式(宗教礼仪、禁欲、经文、占卜、医
学…)传承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他们肩负着
传承者的责任。而他们的弟子则需要把从师父身
上所感、所学表达出来，在很多人看来，这些老
师父就如同寺庙和僧人团体复兴的建筑师。

    团队成员在中国不同地区展开调研，聚焦佛
教的和尚、道教的师父、儒教的祭司、地方宗教
的萨满和通灵人，这些研究不仅可以勾勒出个人
轨迹，也可以从中找出整体逻辑。此举还有利于
分析“修士回归”的形式和活力，自从毛泽东时
期的封杀令解禁以来，经历了机构改造、地方创
建或一代代人的重组，“修士”的表达方式具有
多样性。

项目成员和参与人员

    “师父”项目联合了来自法、英、美、中四
国不同机构的研究人员，每个机构分别在中国和
台湾不同地方进行实地调研(参见下图)4。

4CEH：喜马拉雅研究中心(CNRS UPR 299)、CRCAO：东亚文明研究中心(CNRS UMR 8155)、EFEO：法国远东学院、 
FAMES-U.Cambridge：剑桥大学亚洲和中东学院、FRS-U.West：西来大学、GSRL：社会、宗教和世俗研究团队
(CNRS UMR 8582)、INALCO：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学院、IRS-SASS：上海社会科学院、LESC：人种学和比较社会
学实验室(CNRS UMR 7186)、剑桥大学、LISST：团结、社会与领土跨学科实验室(CNRS UMR 5193)、MAE：René-
Ginouvès考古和人种学中心、SOAS：亚洲和非洲研究院、UPD：巴黎狄德罗大学、UPO：巴黎第十大学。项目相
关人员：李靖先生，毕业于高等翻译学院(ESIT 巴黎，法国)，出任抄写员兼翻译。

动态：

    法国国家科研署“师父(SHIFU)”项目，
联合人种学和比较社会学实验室和巴黎第十大
学，共同举办“当代中国的宗教师及其新老一
代的现状：日常生活的民族志与社会变迁的人
类学”研讨会，2016年3月24日至25日，巴黎(
巴黎第十大学)

师父

    Adeline Herrou是人种学和比较社会学实验室2(LESC，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7186号科研混合单位)的
人种学家和汉学家，她通过以下文章向我们介绍“师父”项目。“师父”是以当代中国宗教师为研究
对象的国际项目，并获得法国国家科研署(ANR)的资助。您知道吗？Adeline Herrou以中国道士、僧侣修
道生活为研究内容，著有多部人类学著作。中国自然是她的兴趣所在。

    Brigitte Baptantier情况相同，她在人种学和比较社会学实验室中建立了“中国工作室”，并从1999
年起主持相关工作；通过人种学特殊工具，分析当代中国社会，试图理解“中国人”意味着什么；也
借此机会，让广大读者更好地了解“中国工作室”人种学和汉学的相关著作及科研活动。

“

“

记录 记录

http://www.mae.u-paris10.fr/lesc/spip.php?article14
http://www.mae.u-paris10.fr/lesc/spip.php?article25
http://www.mae.u-paris10.fr/les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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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 vie entre soi - Les moines 
taoïstes aujourd’hui en Chine
(人种学协会)

在当今的中国，是什么样的
原因促使一些男女踏进道观
之内？他们受到何种前景的
吸引，以至于远离红尘：追
求集体生活，自我生活？寻
找自我，还是关心自我的一
种形式？

继续在其它道观开展人种学调研，陕西、北京、
上海的一些大庙也在她的调研之列。在对道士自
我生活研究的基础上，她开始思考并调查道士对
自我生活的追求(论文HDR，2014)。

    在她与Gisèle Krauskopff合编的« Moines et 
moniales de par le monde. La vie monastique au 
miroir de la parenté »一书中(L’Harmattan版社 
2009)**，她以比较学家的视角，针对全世界的修
者进行了集体和跨学科思考。

    其它出版物：在刊物《宗教社科档案》
(154期)中，她和Anna Poujeau发表题为« Savoirs 
monastiques. Erudition et ascèse »的文章(2011年
4-6月)。她参与编写图书：« Une journée dans une 
vie. Une vie dans une journée. Ascètes et moines 
aujourd’hui »(将于2016年由Puf出版社出版)。

5The Three Pines Press, U.S.A, 2013
6中国工作室
7Brigitte Baptandier是人种学家、汉学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究主任。 
8B. Baptandier 和 A-C.Trémon 2012. / B. Baptandier 和 G.Charuty 2008：这部著作源自“文字作为人类学对象”研讨
会(四年)，多名“中国工作室”成员参加过该研讨会并做出贡献。 / B.Baptandier 和 S. Houdart 2015的主题是基于
2010年上海世博会，探讨“共相”这一概念。 / Chines，L’État au musée，Gradhiva 16 (déc. 2012) B. Baptandier 和 
Anne Christine Trémon (eds) / De la lacune, le battement de la vie. Le corps naturel et ses représentations en Chine. 
B.Baptandier (ed) (将由人种学协会出版)

**Peut-on rompre totalement avec la famille, 
institution au cœur de l’ordre social ? (L’Harmattan
出版社)

在西方，受基督教的影响，人们认为僧人和尼姑
过着封闭和与世隔绝的生活。然而，因世界的不
同，世人和僧人的区分有着不同的标准，弃世的
形式也因宗教的不同而不同。大部分宗教在此
方面有个共同之处，即极端的生活形式，为了更
好地为世界献身，要求他们离开宗教意义上的世
界。那么僧侣生活又提出了哪种社交模式呢？ 

“中国工作室”简介
撰稿：Brigitte Baptandier

    Brigitte Baptandier7在人种学和比较社会学实验
室中创建了“中国工作室”6，自1999年以来 汇集
了众多人种学研究人员，他们的首要目标是介绍
各自从中国多个地区收集的一手材料，公布各自
不同主题的研究成果，并接受其他成员的评论。

    换而言之，消除个人对中国社会局部认知的
阻隔，接受不同领域专家的严苛审评，进而不断
突破汉族和“少数民族”的界限。

记录 记录

Adeline Herrou
南泰尔人种学和比较社会
学实验室(UMR 7186)实验
室的研究员。

    她通过研究道士生
活，对当代中国社会进行
研究分析。在对中国陕西
南部一个小道观进行了实

地调查后，她完成了首部著作，以二十世纪九
十年代，宗教经历毛主席时代的长期封杀，重
新走向复兴为背景，研究全真教的集体生活方
式。2005年，这一研究被发表，名为« La vie entre 
soi. Les moines taoïstes en Chine* »，随后，更新的
英文版本名为« A World of Their Own. Daoist Monks 
and Their Community in Contemporary China5 »。她

    总而言之，通过构建对象的不同层面，试图
从一般意义上理解“中国人”意味着什么，运用
人种学特殊工具分析当代社会。

    在将众人的成果重复杂交过程中，浮现出某
些共同的主题，例如：文字、遗产化政策。一些
出版物8也相继发表。如果时机恰当，也会就某个
领域开展共同研究。按照各自的逻辑，即每个成
员研究成果的逻辑，团体这个主题应运而生。后
来，这个主题自然而然，被大家自发接受。正如
A. Strathern所说：

“总之,不管我们是人种学家或普通公民，只要
我们坚持团体理念，就能实现更多的成就”。

http://www.mae.u-paris10.fr/lesc/spip.php?rubrique17
http://www.mae.u-paris10.fr/lesc/spip.php?article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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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hnographier l’Universel L’Expo Shanghai 2010 :  
«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 (最新出版图书)

    2010年上海世博会是“中国工作室”集体研究工作之一，每
个成员从自己关心的角度出发，对这一盛事进行考量。

    在世界博览会历史上，中国于2010年5月至10月，首次举办
这样大规模的盛会。上海世博会的官方主题是“低碳、和谐、
可持续发展的城市”，标语为：城市，让生活更美好(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不同领域的人种学家，在参加上海世博会后，认为这
场世界盛事如万花筒般丰富多彩。

    在此背景下，本文集10由Brigitte Baptandier和Sophie Houdart 
(CNRS-LESC)牵头编撰而成。G. Favraud (LESC实验室博士后)，A. 
Névot (CNRS-CEH)，KO Peiyi (UPO-LESC博士)，G. Chicharro (巴黎
第八大学讲师)，A. C. Trémon (洛桑大学教学和研究教师)，S. Lévi 
(UPO-LESC博士)，K. Le Mentec (CNRS-CECMC)，A. Herrou (CNRS-
LESC)，C. Vidal (doctorante UPO-LESC博士)也为本文集的出版做出
了贡献。

9人种学协会与人类学工作室，作品名称：Chinois en Polynésie française (2010) - Anne-Christine Trémon / Le fardeau 
des petits empereurs (2010) - Gladys Chicharro / Comme le sel, je suis le cours de l’eau (2008) - Aurélie Névot / Versets 
Chamaniques - Aurélie Névot / Chiner la Chine / La part manquante (2012)  - Stéphane Gros / Le renoncement au féminin 
- Nicola Schneider / La dame du bord de l’eau - Brigitte Berthier (Baptandier)

10Ethnographier l’universel
brigitte.baptandier@mae.u-paris10.fr / sophie.houdart@mae.u-paris10.fr

“中国工作室”成员发表作品9如下：

    世界博览会起源于西方十九世纪中叶。在世界秩序初显之际，世博会处于特殊时机，但并未对其
产生影响。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世博会登陆亚洲，从帝国的角度，世博会是一个独一无二的机会，
理解西方现代宇宙学的其他可能性，并从另一个中心理解现代主义协定。

    2010年博览会之际，中国向全世界宾客张开双臂，邀请他们到上海“串门”，上海是个多面城
市，在历史上曾被武力打开大门，被殖民化，成为国际城市、“红色”城市，并最终得以一雪前耻，
成长为国际大都市。乍一看，“缩微世界”地图上的楼阁布局呈现出明显差异，这反映的是根本上的
不连贯性，而并非多样性中的统一。本文集中收录的文章印证了上述论断，并试图在不连贯性之外，
寻找、凸现其共相；探讨这种共相如何酝酿、如何管理；在历史转折的每个阶段，为什么还有其它道
路，为什么需要做出选择。

记录 记录

musée - (B.Baptandier & A-C. Trémon eds. Gradhiva 
16，2012年)， - Ethnographier l’universel. 
L’exposition Shanghai 2010 : « Better city, better life »
 - (B. Baptandier & S. Houdart eds.Nanterre，人种
学协会，2015年)。

Brigitte Baptandier
人种学家、汉学家兼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名誉研
究主任。

    她在巴黎第十大学人
种学系和法国国家东方语
言文化学院 (I.N.A.L.C.O)中
国系教授中国人种学。

    她同时还是日内瓦大学兼任教授和“加利福尼
亚大学东方研究院中国研究中心”的特邀研究员。
她在人种学和比较社会学实验室组建了“中国工作
室”研究团队，并发起了“原文习俗”研讨会。

    她担任人种学协会秘书长一职，同时也
是Recherches sur la Haute-Asie文集(和Gisèle 
Krauskopff)和Écritures文集的主编。她先后在台湾
和福建，围绕神话和宗仪式中，中国地方宗教女
性的描绘开展研究工作。她对閭山道教传统感兴
趣，閭山派借鉴了佛教密宗的内容，它的治疗和
驱魔仪式同样受到萨满教的影响。

    她发表的主要著作有 - The Lady of Linshui. A 
Chinese female cult - (斯坦福，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2008年)， - Du corps au texte. Approches 
comparatives - (B. Baptandier & G. Charuty eds. 
Nanterre，人种学协会)， - Chines. L’État au 

http://www.mae.u-paris10.fr/societe-ethnologie/collections-recherches-haute-asie.php
https://ateliers.revues.org/8713
http://www.mae.u-paris10.fr/ethnographier-luniversel/
mailto:brigitte.baptandier%40mae.u-paris10.fr?subj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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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草药：香港中文大学和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的杰出合作
撰稿：梁秉中教授1

中医中的使用，特别是在抗癌领域的研究。鉴于
国际合作可以使中医研究在现代化进程中获益良
多，香港中文大学(CUHK)中医中药研究所(IMC)对
此次访问表现出极大的兴趣。

    1999年末，中医中药研究所受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之邀，邀赴巴黎天然物质研究所3访
问。这次访问促成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
医中药研究所、香港中文大学之间的合作。合作
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研究抗癌草本植物；第
二阶段，通过« BioAsia4 »计划，继续第一个阶段
的研究；第三阶段是对前两个阶段的发展，深入
探索亚洲草本植物在应对抗药细菌上的效果。得
益于这些研究成果，一个关于分子生物学研究的
新合作形式 - 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LIA LMTM)应
运而生。在现阶段的合作中，医院实践也同样被
纳入项目之中。

    在提取植物成分、研制现代药物方面，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科研人员掌握着精湛的技
术。Pierre Potier2是其中一位杰出的代表，他改
良了两种目前最受欢迎的细胞毒性药物：从长
春花中提取的长春新碱，从紫杉中提取的紫杉醇
(Texol)。这些发现引起了业界的极大兴趣，并在
上个世纪的转折点上，推动了中医(MTC)中草药
的使用研究。

    二十世纪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派代表
团前往中国进行会谈。这个代表团在返法途中，
在香港短暂停留。商讨的主要内容是研究草药在

    梁秉中教授是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LTMT)的联合主任，这所天然物质化学研究的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起源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天然物质研究所(ICSN，UPR 2301)与
香港中文大学建立起合作。正如作者所言，随着合作的不断深入，医学实践也成为了合作内容之一，这
促使科研人员与新的合作伙伴 - 巴黎公立医院联合集团(APHP)联手，贴近病人。这次合作聚焦于转化医
学研究，也是一次创新型合作的典范。

“

“

1香港新界沙田，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中医临床试验中心所长。此文章原为英文，经合作翻译公司翻
译，并由A. Mynard审校法文版本。
2(1934-2006)，天然物质研究所(ICSN，UPR 2301)所长
3请参看上条注释。天然物质研究所(ICSN，UPR 2301)位于巴黎大区吉夫续尔伊凡特市(Gif-sur-Yvette)。
4亚洲地区科技多边合作项目，由法国外交部资助。

在中草药与癌症方面的合作 (2000-2004)

    香港中文大学代表团曾组织六名专家赴巴黎
和伊维特河畔吉夫(Gif)，参观访问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访问期间，在伊维特河畔吉夫实验
室，香港代表团介绍了他们的植物研究方法。之
后，伊维特河畔吉夫实验室收到了一份抗癌植物
名单，这些植物在中医中广为人知并广泛使用，
实验室对这些植物的化学成份进行了核实。

    此外，双方分别于2001年和2002年，在巴黎
和香港进行了再次交流，旨在巩固共同利益。中
医中药研究所和香港中文大学搭建了一个癌症研
究平台，聚焦四大研究领域：细胞凋亡、血管生
成、免疫应答、骨转移。

探索 探索

中国科研潜力之探索

http://www.icsn.cnrs-gif.fr/?lang=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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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5年 10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Nicole Moreau教授提议，由生物化学实验室
(UMR 7573)和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开展
合作研究。本次合作的中心内容是分析具有潜在
性抗菌功效的植物提取物。

    2010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laude Jolivalt
教授建议，BioAsia项目从两个方向继续开展研究：
第一个方向仍然是抗菌性研究，第二个方向是在
具有抗癌性植物的识别中开展多样性研究。

国际联合实验室的创建 (2010-2016)

    国际联合实验室是双方合作的后续成果。本
实验室也展示了从2005年签署谅解备忘录以来，
香港中文大学在构建合作科研方面的决心。

    首届国际联合实验室会议于2011年5月在香港
召开，第二届会议于2013年7月成功举办。从正式
签署协议以来，本国际联合实验室已经续签过一
次。本实验室的研究对象是中国传统医学分子，
特别是抗微生物和抗癌植物的疗效研究。在中医
中药研究所的实验室内，相关研究仍在继续。未
来几个月内，相关交流与总结将会如期举行。

从全面认知到医院医疗实践

    众所周知，从2008年以来，巴黎公立医院集
团(APHP)开始为巴黎十三区的皮提耶-萨尔佩特里
厄尔(Pitié-Salpêtrière)医院的特殊患者群体提供综
合诊疗。四个香港团队接到了出任顾问的邀请，
其中包括香港中文大学中医中药研究所(香港医院
管理局)和香港广华医院。

    中医中药研究所认为，综合实践与临床科学
相结合，此举可以看作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科研项目的延伸。巴黎公立医院集团代表已赴港
访问，着手推进新项目。

    首届研究论坛于2009年在巴黎召开，本次活
动拉近了法中相关机构的距离。第二届研究论坛
于2011年召开，会议确立了三个主要的兴趣范
围：针灸治疗疼痛、以草药为基础治疗肾功能衰
退、肥胖症。

    2013年，巴黎公立医院集团的妇科专家提出
了一个联合研究项目，应用针灸治疗怀孕妇女的
腰部疼痛和孕期后期的骨盆疼痛。“香港威尔士
亲王医院”妇产科参与了这项合作，本合作将持
续至2015年末。目前，相关报告正在准备之中，
以待发表。

未来如何?

    历经15年的通力合作，中医中药研究所提出
了以下观点：

1) 即使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医院没有直接
联系，生命科学研究人员和临床医生在上述两
个领域的合作仍然取得了丰硕成果。因此，中
医中药研究所认为，以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和
巴黎公立医院集团全面诊疗项目为媒介，可以
拉近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距离。香港中
文大学认为，分配给联合实验室的资金，可以
用在国际联合实验室开销、人员交流(学生和
研究人员)、或者法方在香港举办的年度活动
(Hong Kong French May)上。

2) 香港中文大学支持巴黎综合诊所的发展，该
诊所也可以从事中药研究。与严格的传统方法
相比，中医中药研究所提倡的全面研究方法更
符合巴黎的实际情况。巴黎公立医院集团对此
反响积极。

3) 香港中文大学支持在附属门诊开展合作，特
别支持以下领域：

• 针灸治疗呕吐(麻醉科)
• 针灸治疗孕期疼痛(妇产科)
• 肾功能衰退(肾脏科)

    当然，对于具有创新
性的建议，我们都持欢迎
的态度。

草药和抗药细菌 (BioAsia项目，2004-2010)

    众所周知，过度使用抗生素会导致抗药细菌
的频繁变异，这些抗药细菌包括耐甲氧西林葡萄
球菌，它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的威胁。将草药作
为早期治疗方法，或逻辑上来讲做为支撑药物，
已经逐渐成为业界一个具体的假设。药物研究有
可能帮助人们找到潜在的目标。

    BioAsia项目致力于抗药细菌的研究，并取得
了丰硕的研究成果。从2006年起，印度Jamma大
学的Panda博士受中医中药研究所邀请，参与到
BioAsia-France项目中。在化学筛选和已知具有抗
菌性当地中草药研究方面，中医中药研究所和
Jamma大学(印度)做出了极大的贡献。经过初期
研究，已发现了几种可能具有抗菌性的提取物和
准分馏法。

    2005年香港中文大学副校长到访巴黎，参观
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并批准了2000年以来
所有的合作研究。与此同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和香港中文大学签署了一份谅解备忘录，明
确了双方开展科研合作的相关条款。

从左至右：Moreau教授、Jean-Marc Paris教授、Margaret Ip教授、Ken CF Leung教授、PC Leung教授

探索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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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环境与气候科学实验室
(LSCE)3 开展古海洋和古气候研究
工作，撰稿：党皓文

    地球表层系统，生命的形成、演化和自然环境
的变迁息息相关、相互作用。近年来人类活动造成
的地球环境突变，无论从地球科学还是人类利益角
度看，都已成为极重要的课题。我的兴趣，也一
直在于地球环境的演变。本科我就读于北京大学地
质学系，主修内容包括地质学、地球化学和生物学
等。毕业后，进入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
室，专攻古气候和古海洋学研究。

1同济大学海洋地质国家重点实验室。
2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近代物理系。
3合作研究联系于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MONOCL) Catherine Kissel教授和Elsa Cortijo教授，法

国环境与气候科学实验室(LSCE)，即：8212号科研混合单位，IPSL研究所/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圣康丁昂伊夫利纳-凡尔赛大学(UVSQ)。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香港王宽诚
教育基金会博士后奖学金项目：
2015年度获得者简介

    我的研究内容，主要集中在过去轨道时间尺
度上热带海洋和气候系统的变化。深海的沉积
物，记录了地质历史中海洋和气候变化的历史。 
科考船在海底取得的沉积物岩芯4，在实验室里进
一步地进行沉积物物质组成、生物属种结构、微
体化石的地球化学指标、有机生物标志物等分析
工作，可以获取季节-年际到百万年际时间尺度上
海水温度和盐度、营养状况、生态结构等等环境
因子的信息。

    所谓的轨道时间尺度，是指地球轨道的偏心
率及地轴斜率和岁差在万年到几十万年尺度上变
化的周期性。由于轨道参数的变化，地球表面接
收到的太阳辐射量随之变化，特别是辐射量的纬
度和季节分配，首要地决定了地球表面的气候状
况。但是，地球表面的海洋、陆地和大气过程错
综复杂，对太阳辐射量变化的反馈机制及所造成
的气候结果，仍然有非常多的未知。另外，地球
表层系统的碳循环变化导致的大气温室效应，也
是气候系统的一个重要影响因子。

    我在国内的研究，主要成果在于发现了赤道
西太平洋的水文循环、海洋温跃层状况和海水无
机碳循环，在岁差周期上的特殊性，及其与赤道
太平洋岁差周期上的ENSO(厄尔尼诺和南方涛动)
系统、低纬度南北半球夏季风、热带-亚热带海洋
上层环流等海洋和气候过程的联系。

赴法工作内容

    碳循环，是气候系统的核心要素之一。但
是，要了解海洋碳储库和海-气碳交换在地质历
史中的变化，是一项极具挑战性的课题。近年
来，海洋碳酸钙质生物壳体的硼含量和硼同位
素，成为一个新兴的可以定量再造海水无机碳
体系的方法。

    我在法国CNRS气候和环境实验室的博士后研
究，首先就是要验证这一新方法的可靠性、应用
性和准确性。依赖于LSCE强大的海洋沉积物岩芯
储备，以及尖端的等离子体质谱分析技术，开展
相关的研究工作。在此基础上，我将选取全球关
键海域的岩芯样品，重建末次冰期极盛期以来深
海碳储库和海-气碳交换的变化历史，探索海洋
碳循环过程在冰期结束-间冰期开始这一重大气
候转折过程中的作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荣幸地公布2015年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博士
后奖学金”项目选拨结果。两名中国申请人：党皓文先生1和刘衍文先生2获得奖学金，将前往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下属实验室从事为期十二个月的博士后研究学习。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KCWEF)博士后奖学金”项目由双方机构联合签
署，并于2015年6月1日正式启动。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通过为中国研究人员提供奖学金的形式，致力
于推动不同级别的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该项目资助科研人员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单位(已与中
国机构建立合作联系，例如：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研究团队、国际科研混合单位)，进行研究学习，
旨在推动中国科研人员(博士后或同等水平人员)研究的进展。

“

“
在法国Marion Dufresne科考船上 

4沉积物岩芯是通过使用钻探设备从土壤中取出的松散沉积物圆柱体样本。

协议协议

计划与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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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气候与环境科学实验室
(LSCE)以气候动力学与自然变化
为研究对象，对海洋与大陆生
态系统对人为气候变化的敏感
性进行评估。

    为了研究气候的自然变化，必须弄清楚已
发生变化的程度和周期性。从提取样本到对结
果的分析，研究团队投入了大量的精力。

    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 MONOCL)联合了古海洋学和海洋气候学领
域的中法研究团队，主要从事以下研究：东南
亚季风引发降雨在空间和时间方面的变化，东
南亚地区海洋表层和深层环流的变化性。获取
更多关于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
室的信息，请登陆：https://monocl.lsce.ipsl.fr

在科考船上处理CTD海水样品 在科考船上处理海洋沉积物样品

2012年LIA-MONOCL启动大会暨第一届年会(北京，中科院地质与地球物理研究所)

2013年LIA-MONOCL第二届年会(中国，杭州，西湖畔柳莺宾馆)

2014年LIA-MONOCL第三届年会(Gif-sur-Yvette，Château CNRS)

协议协议

中法季风、海洋与气候国际联合实验室的支持

    无论是研究生阶段，还是接下来的博士后阶
段，我的研究工作都是在中法合作的基础上才得
以开展的。硕士和博士阶段，我的研究材料均来
自法国“Marion Dufresne号”科考船在热带西太平
洋取得的海洋沉积物岩芯。我也有幸在2010年登
上“Marion Dufresne号”科考船，在印度尼西亚海
域进行了海上科考和采样工作，“亲手”从海底
取得了自己博士研究工作的海洋沉积物岩芯。

    LIA-MONOCL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深入交流和合
作的平台。法中双方在南海、热带太平洋和印度
洋合作组织的多次海上作业，为我们提供了丰富
的研究材料。每年一次的学术年会上，展示自己
取得的进展并与合作学者们讨论、听取他们的意
见和建议，也大大促进了我的研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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粒子物理：刘衍文在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的研究项目5

    目前，在欧洲核子研究中心(CERN)，围绕
全球最强的加速器 -“大型强子对撞机 (LHC)”
开展的物理研究是全球粒子物理界的研究重
心。ATLAS是装在这个加速器上的四个实验设备
之一，旨在发现希格斯玻色子等粒子，它们对于
理解基本相互作用，特别是质量的起源，宇宙中
物质和反物质间不对称性的原因，获得粒子物理
标准模型之外的数据，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2010年大型强子对撞机实现首次粒子碰撞之
后，2012年成功发现了与希格斯玻色子兼容的新型
玻色子，从而证实了该科研项目的切题性，这一发
现朝新物理学迈出了重要的一步。2015年，对撞能
级创造纪录，达到13 TeV和14 TeV，持续提高的光
度为深入研究希格斯玻色子的特性、寻找新物理学
信号创造了可能，标志着新时代的到来。

    上述两个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和学生开启了为
期数年的合作研究，他们经常到不同实验室，特
别是马赛粒子物理研究中心(CPPM)，学习交流。

    作为ZHANG Ruiqi和GAO Jun的联合导师，刘
衍文在2011年和2014年之间，多次访问马赛粒
子物理研究中心和核子物理与高能物理实验室
(LPNHE)，他同时也是核子物理与高能物理实验
室的论文联合指导老师。中法粒子物理实验室
(FCPPL)，是中法两国一个非常活跃的合作项目，
上述研究属于该项目的范畴。中法粒子物理实验
室在法国的行政总部位于马赛粒子物理研究中
心，Monnier教授和刘衍文教授是该实验室ATLAS
实验的执行人之一。

    马赛粒子物理研究中心ATLAS研究组和中
国科技大学研究团队达成的合作项目包括研究
ATLAS探测器内玻色子多重信号和希格斯玻色子
的性质，这些研究也将巩固和延长双方的合作。

33

5通过大型强子对撞机上ATLAS探测器观测记录的pp对
撞，探索希格斯玻色子的性能和开展新物理学的研究

工作。与Emmanuel Monnier先生(7346号科研混合单

位)开展研究合作。

    刘衍文先生是一名杰出的物理学家。他毕业
于少年班物理方向，学士(提前一年毕业)，曾在
粒子物理学领域的顶尖学府-日内瓦大学攻读博士
学位，随后在中国科技大学长期任教(中国科学院
中国科技大学)。他促成了中国科技大学和马赛粒
子物理研究中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马赛大
学)的合作，他和Monnier教授都是中法粒子物理
联合实验室(FCPPL)的关键人物。

    在王宽诚奖学金的资助下，刘衍文先生前往
马赛粒子物理研究中心，提升其专业知识、巩固
科研工作，为法中科研成果做出努力，为推动法
中长期科研合作贡献力量。

来源：IN2P3 / CNRS

来源：IN2P3 / CNRS

来源：IN2P3 / CNRS

    近 年 来 ， 马 赛 粒 子 物 理 研 究 中 心
(CPPM，7346号科研混合单位)，ATLAS-中国
的大学集团，特别是中国科技大学(USTC)研究
所，都参与了此科
研项目，特别在希格
斯玻色子和夸克顶研
究、ATLAS探测器中标
准模型外的物理研究
中，成功开展了多项
合作。

刘衍文

协议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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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名称 中方合作机构和主要实验室 法方主要合作研究单位 联合研究项目

应用于CMS实验缪子探测器的
高计数率GRPC研制

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 Institut de physique nu-
cléaire de Lyon, UMR5822

PRC
CNRS-NSFC

分子筛上多相催化反应机理的
固体核磁共振研究

中国科学院，
武汉物理与数学研究所

Unité de Catalyse et de 
Chimie du Solide, UMR8181

PRC
CNRS-NSFC

大戟科植物中抗病毒活性成分
及其作用机制研究

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
所，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
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Institut de Chimie des Subs-
tances Naturelles, UPR2301

PRC
CNRS-NSFC

全球气候变化对植物-昆虫通讯
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
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

Centre d’Ecologie Fonc-
tionnelle et Evolutive, 
UMR5175

PRC
CNRS-NSFC

利用泥炭中Pb和Nd同位素重建
东北全新世尘降变化，区分人
类-气候相互作用

中国科学院，
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

Laboratoire d’écologie 
fonctionnelle et environne-
ment, UMR5245

PRC
CNRS-NSFC

离散时间无源控制理论及其在
高炉过程中的应用

浙江大学 Laboratoire des Signaux et 
Systèmes, UMR8506

PRC
CNRS-NSFC

中法儿童阅读障碍与阅读发展
的早期预测与脑机制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认知神经科学
与学习国家重点实验室

Laboratoire de sciences 
cognitives et psycholinguis-
tique, UMR8554

PRC
CNRS-NSFC

线粒体肾病的新靶点及其干预
的机制研究 

南京大学，医学院，
医学遗传学研究室

Institut de biochimie et 
génétique cellulaires, 
UMR5095

PRC
CNRS-NSFC

多相厌氧生物反应器水动力学
特征的介尺度研究

清华大学，环境模拟与污染控
制国家重点联合实验室

Laboratoire Réactions 
et Génie des Procédés, 
UMR7274

PRC
CNRS-NSFC

Lagrangian湍流：统计规律的数
值研究及海洋实验应用

上海交通大学，
交大密西根联合学院

Laboratoire d’océanologie 
et de géosciences (LOG), 
UMR8187

PRC
CNRS-NSFC

壳幔相互作用与华南含矿花岗
岩侵位机制研究

南京大学，内生金属矿床成矿
机制研究国家重点实验室

Institut des Sciences de la 
Terre d’Orléans, UMR7327

PRC
CNRS-NSFC

不同国家地区气载细菌种群结
构差别及其对人体呼吸系统的
影响的研究：以中国北京和法
国巴黎为例

北京大学，环境学院，
环境模拟与污染控制国家重点
实验室

Laboratoire inter-universi-
taire des systèmes atmos-
phèriques, UMR7583

PRC
CNRS-NSFC

生物用大块金属玻璃的力学及
物理性能

西北工业大学，
力学与土木建筑学院

Matériaux : Ingénierie et 
Science, UMR5510

PRC
CNRS-NSFC

    由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联合批准的项目名单已经公布，今年联合
申请项目共87项，其中13个项目入选。

2015年中国联合研究项目(PRC)
入选项目名单(NSFC-CNRS) 绿色化学：不要错过了中法绿色化学学术

交流会议(FC2GChem)!

    “中法绿色化学学术交流会议：化学让生活更美好”(“French-Chinese conference 
on Green Chemistry, a better chemistry for a better life”, FC2G-Chem)将于2016年5月9日至
13日在法国里昂召开。

    FC2G-Chem会议由法国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联合主办，将汇集100多名来自不
同学术机构和企业的法中科学家，他们的研究领域涉及有机化学、催化化学、理
论化学、材料工艺化学。这是一场高级别会议，主讲人包括法中科学院和其它一
流机构的研究员。作为法中科技交流领域的重大活动，本次会议不仅得到了多家
企业的支持，它们还将派代表出席会议。

    本次大会将以夏令营的方式，邀请在里昂从事绿色化学相关专业学习的博士
生参加。这些学生，包括获得“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委”(CSC)资助、在里
昂攻读博士学位的中国学生，将收获大量绿色化学的基础和工业挑战方面的知识
和信息，通过与法国企业代表，特别是与那些在中国设有研究中心的企业代表接
触，通过与法中绿色化学领域的顶尖实验室代表沟通，为他们之后的博士后研究
找到方向。

www.fc2gchem.org

简讯

简讯

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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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创新

1东亚语言研究中心 (CRLAO, UMR8563, CNRS / EHESS / INALCO)

Laurent Sagart获得2016年度美国语言
学会Leonard Bloomfield奖
    美国语言学会的Leonard Bloomfield奖时常被认为是语言学的最高荣
誉，2016年度这一奖项颁发给了密歇根大学语言学教授William Baxter和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主任Laurent Sagart1，以奖励他们的著作《古老的中文：
新的重建》。这本书于2014年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

古老的中文：新的重建，牛津大学出版社，2014年

来源：CNRS

    在“汤森路透”集团公布的全球百佳创新企业和机构榜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再次成为入选的十家法国机构之一，该榜单的评定依据申请专利的数量。日
本(40 家组织)和美国(35家)连续五年在这个百佳榜单上领跑。法国名列第三。除了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上榜的企业包括阿尔卡特-朗讯(Alcatel-Lucent)、阿尔斯通
(Alstom)、阿科玛(Arkema)、赛峰(Safran)、圣戈班(Saint-Gobain)、泰雷兹(Thales)、法
雷奥(Valeo)，公立研究机构包括法国原子能总署(CEA)和法国石油研究院(IFP Energies 
nouvelles)。按领域划分，半导体逐渐失势，而汽车、制药和化工则呈壮大之势。

来源：lesechos；lefigaro；europe1.fr 

简讯简讯

当中国企业走向全球化
Barré, G. (2016) 巴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出版

前言，巴黎多所大学荣誉教授Marie-Claire Bergère。
英文序言，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David J. Teece教授。

    本书旨在分析中国大型企业在国际上取得成功的深层动力。近三十年来，海尔、华为和TCL三家企业
以资源为依托，发挥技能，形成了持久的竞争优势，作者以这三家企业为研究对象，分析了他们的扩张方
式。运用动态能力理论，从组织、人力资源和企业负责人在打入海外市场中的作用入手，进行深入分析，
推出结论。

    这些企业在全球快速扩张的同时，它们的技能和管理能力也得到了提升。这种新型国际化模式 -“中
国的全球化道路”还依靠以下两个补充杠杆：

• 国家政策层面：通过吸引外资来华投资和支持在海外直接投资，大力支持创新和国际化-全球化政策。

• 企业层面：在国际上推行早熟、灵活、激进的企业战略，以知识管理为基础，重视新产品和高新技术，
注重人类潜力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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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国际联合
实验室：最新出版物 一本新的社会科学杂志

构建后现代西方社会学

    “在法国，除了个别学者和专家外，谁还能
够列举出十五到二十个印度、中国、日本、韩国
当代作家，作为思想复兴的代言人？只表示决心
是不够的，我们应当深入到这些作家所在的知识
科技圈子里。”Michel Wieviorka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特别推荐两本新书，这两本书不仅与中国直接相关，也是法中人
文社会科学双边合作的见证。它们是后现代西方社会学研究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Post Westsocio)的合作
成果，Laurence Rouleau-Berger和李培林是该实验室的联合负责人。

    “随着知识的传播和全球化，新中心和
新圈子逐渐形成，新的等级制度逐渐凸显，
从而引发了发展‘新知识’的竞争。人文科
学的知识生产中心向南亚、东南亚、东亚、
中亚和亚太地区迁移。在知识国际化的今
天，Edward Said、Immanuel Wallerstein、Dipesh 
Chakrabarty、Gayatri Chakravorty Spivak、Syed 
Farid  Alatas…对欧洲中心论的批评，再次大范围
涌现。”Laurence Rouleau-Berger 

    “从二十世纪中期到七十年代末，作为一门‘资产阶
级’科学，社会学在中国消失时间长达30年，直到改革开放
前不久才重获新生。自此以来，社会学和经济、法律一样经
历了快速发展。在中国，社会学的具体定义是：问题意识，
通过对重大实际问题开展调研，与当时的芝加哥学派非常类
似。”李培林

    “ 在 刑 罚 的 经 济 学 理 论
中，Foucault的关注点是显而易见的
秩序，从而推出，刑罚政策既不需要
纪律、危险性设想，也不需要精神病
和社会学家。”正如Becker在1968年
写道：“一个有效的犯罪行为理论不
需要特殊失范理论、心理缺陷理论、
特殊性格遗传理论，而是对经济学家
常用理论的扩展。”依照Becker的经
济学分析观点，Foucault在法兰西学
院宣称：“正确的刑罚政策并不以消
灭犯罪为目标，相反，它寻求的是犯
罪供给曲线和负需求曲线之间的平
衡。或者说，社会不需要模糊的相
同。社会也绝不需要服从全面的学科
体系。”Bernarde Harcourt

“Ecological Risks and Disasters – New Experiences in China 
and Europe”作者：李培林、Laurence Roulleau-Berger

简讯简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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