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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非同寻常，由于数据的使用，使本文看起来不太像是
期刊的序言。在我们的科学统计部门CNRS-SAP2S1的努力工作
下，我们现在明确了如何去发展和定位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与中国机构在科学方面的合作。2012年的最新统计数据已经出
炉，虽然应该谨慎对待这些数字，但少量的数据仍需要作为基
础参考(5-10%)。实际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直到2013年年中
才收到2012年的部分数据(这涉及到2012十二月底出版的系列或
期刊)。统计数据主要来自SCI(科学引用索引)。

  在实际工作当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证实了其在法中
双边合作中的重要性，因为它出版了近乎73.5%的法中联合出
版物(2011年为71.7%)或者说CNRS参与了1622份联合出版物中的
1192份。在学科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取决于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在法国研究中的份量，中国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
联合出版物数量与法中两国之间联合出版物数量成正比。

  联合出版物比例上升至73.5%，这个数据增长出现在中国
发表越来越多的论文背景下，它在世界科学范围内也增加了其
相对的重要性。其他证据亦表明中国科技的日益国际化。2012
年，26.3%的中国出版物至少拥有一个国外合作伙伴2。 

  值得注意的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机构之间的联
合出版物明显突出了以下三个领域：(1)物理、(2)化学和(3)宇宙
科学，仅这三部分已超过联合出版物的三分之二，但这并不是
这张图表要表现的唯一内容。其实如我们已注意到，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机构合作发表的联合出版物汇集的同样领
域中，中国出版的知识产品相对比例较高。

  正如在2011年，作为亚洲首要合作国，中国科研机构与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联合出版刊物达到了1192份，其次是日本
(1017)，澳大利亚(914)和印度(547)。 

1 CNRS/科学前瞻和政策服务中心

2 CNRS：55%的出版物是与国外合作伙伴共同完成的。

根据学科分类的出版物(中国-法国-CNRS)汇总图表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2012年向中国流动的走
势略有下降，相对于2011年的1275人次，2012年为1228人次
(-3.8%)。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近三分之二人员出访中国来源
于以下五所机构：化学研究所(INC，16%)，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
所(INSHS，15%)，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INSIS，14%)，国家宇
宙科学研究所(INSU，11%)和生物科学研究所(INSB，9%)。从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全球出访国整体来看，中国位列第11位(出
访任务量占总数的2.1%)，在亚洲位列第二，仅次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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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年 10月 13
日，中国化学学会
主席姚建年和法国
化学协会 (SCF)教授
Olivier Homolle在巴
黎签署协议，法中
双边奖正式确立。
该奖项在奇数年由
C C S负 责 颁 发 ， 在
偶数年由SCF负责颁

发。G. Chambaud1(UMR 8208，Marne-la-Vallée)和
R. Marquardt(UMR 7177，斯特拉斯堡)作为本次大
会的代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国化学协
会对此次的选举很满意。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同样
很满意，因为Pierre Dixneuf在催化和有机金属
化学领域里，是国际上最优秀的顶尖化学家之
一。Pierre Dixneuf的贡献绝对值得这个奖项，尤
其自90年代末以来，他积极参与中法双边合作。
他在雷恩(催化和有机金属实验室，UMR 6226)培
训了许多中国研究人员。其中，有些人后来在中
国机构担任重要职位，如：法国液化空气集团，
中石油，中石化，欧莱雅公司。Pierre Dixneuf也
是中国科学院(SIOC)评审专家，并在广州任教。

  以下数字侧面反映出了一个常常被忽略的事实，即：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各研究机构接纳的博士
生和博士后的数量，此次数据来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内部的统计系统Labintel。以下表格数据统计
截至日期为2013年12月31日，但并非是发展演变分析图表：根据以下表格，中国博士生在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人数高达1317位，占国外人员份额最多(22%)，至于中国博士后，位居第4(154位)，仅次于意大
利人，西班牙人和印度人。 

博士 博士后

中国博士和博士后
数目

1317 154

国外博士和博士后
占总数的百分比

22% 10.6%

数据来源：Labintel 31/12/2013，CNRS-SAP2S 处理

Analyse

化学时事！
Pierre Dixneuf夺得法中双边奖的桂冠 !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中国化学学会(CCS)”第29届年度会议于2014年8月初在北京成功举办(与会人员达8000人)，中国
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教授和中国化学学会姚建年主席出席了此次盛会。会议期间，“中国化学学会”授予
Pierre Dixneuf教授2013年“法中双边奖”，以表彰他在科学研究方面的努力，以及他与中国众多实验室
建立起卓有成效的合作联系所做出的贡献。

Pierre Dixneuf教授
CNRS-雷恩第一大学(UMR 6226)

  我们的同事Pierre Dixneuf自1972年在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开始其研究工作，同时他也是
一位多产的作者(超过430份出版物和专著等)和
相关单位的负责人，在法国范围内如：全国委
员会，DSA，RI，雷恩大学等；在国际层面上，
如：欧洲项目，学术团体等。Pierre Dixneuf职业
生涯的另一个特点是他与工业界的合作。 

  在中国，Pierre Dixneuf是一位知名化学家。
借由该奖项的影响力，他将会被更多人所认识并
认可！ 

1Gilberte Chambaud：Marne-la-Vallée大学教师，
CNRS化学研究所前主任，AERES的科学代表。

  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希望读者可以从2014秋季刊中有所收获。正如大家所看到的，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研究人员与其中国合作伙伴开展的各种合作项目丰富了期刊内容。尤其是本期特刊，我们不仅
谈到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机构之间的科学，还向读者介绍了一个具有挑战性的科研纪录片拍
摄项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研究所出访中国任务量分析图(2013)

前言 时事

代表处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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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dré Sulpice于
1980年加入极低温研究
中心 (CRTBT)，准备其
博士 - 工程师的论文，
他首先从事了在超导、
磁性以及其相互作用
的领域里原始现象的
实验性研究。目前，极
低温研究中心已隶属
于法科研中心Néel研究
所(UPR 2940)。自1987
年，André Sulpice聚焦
于高临界温度超导体
(高温超导体SHTC)，特
别是其应用程序方面的

研究。2007年他成为Néel研究所的副所长，并于
2011年成为新兴技术高级研究联盟院长(CRETA/
UPS 2070)。

  格勒诺布尔和西安两个城市之间的合作始
于1979年，当时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NIN)周廉
教授从西安来到格勒诺布尔，在极低温研究中
心的Robert Tournier的指导下，在强磁场实验室

Analyse

André Sulpice：“中国友谊奖”获得者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A.  Mynard

  中国每年表彰一些重要的外国高级专家，正如我们的同事André Sulpice。André Sulpice是一位在超
导材料领域的主要的法中合作者，他与中国工程学院(CAE)的周廉教授一起领导中法超导体与磁性材料
应用实验室(LIA LAS2M/CNRS)。因其高质量的研究工作和对中国科学交流发展作出的贡献，André Sulpice
于2012年获得“三秦友谊奖”(省级荣誉奖)，并于近期荣获了“国家友谊奖”。

Analyse

关于友谊奖

  “国家友谊奖”创建于上世纪50年代，这个奖项是由中国政府特别提供给和中国一起工作的
外国专家的最高奖项，奖励那些对中国社会、科学、技术、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作出卓越贡献的人
员。自1991年这个奖项更名为“友谊奖”。由国家外国专家局(SAFEA)筛选候选得奖者。而获得
“地区友谊奖”者才有资格申请国家奖。自该奖项成立以来，1399研究人员被授予这个荣誉称
号。仅在2014年，来自25个国家数百名外国专家获奖，其中包括7位法国专家。Alain Mérieux(梅里
埃基金会自2007年起与中国卫生部合作)和André Sulpice(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代表了法国工业与
科学研究在中国的杰出贡献！ 

更多信息请查看：http://www.safea.gov.cn/english

和视频CNTV：http://news.cntv.cn/2014/09/30/VIDE1412077678438583.shtml

导体二硼化镁/铌/6和36号铜丝 扫描电镜观测的铌和二硼化镁之间
的接触面积

关于A. Sulpice的更多信息请参看：http://creta.grenoble.cnrs.fr/Personnel_fr/AndreSulpice_fr.htm

(LNCMI，UMR 3228)专门研究超导体Nb3Sn和NbTi
铌钛。这项合作后来扩展到高临界温度超导体(高
温超导体)研究，几个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的访问
学者在90年代延期了在格勒诺布尔逗留学习，第
一位是张平祥教授。 

  正如André Sulpice解释说，“西安西北工业
大学(NPU)的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研究团队和格
勒诺布尔不同实验室的研究团队在材料研究方面
表现出很强的互补性。经过随后10年团队间的合
作，我们决定于2003年共同创建中法超导体与
磁性材料应用实验室。协议由中方的中国科技部
(MOST)、西北有色金属研究院和西安西北工业
大学，法方的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格勒诺布
尔国立综合理工学院(Grenoble-INP)和约瑟夫 - 傅
立叶大学(Joseph Fourier)签署。国际联合实验室
涉及了制造技术和非铁类金属材料的超导特性研
究，并逐步扩展到永磁材料(磁铁、钛合金、金属
玻璃等)。这项合作在中国方面主要基于冶金学方
面的扎实知识和容易获得的稀土矿；在法国方面
主要依靠于超导性和磁性的长期研究，通过高尖
端仪器实施的物理研究，以及开展复合材料相关
研究的经验和成果。”

André SULPICE教授，
法科研究中心研究主任

时事 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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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oRISS或“科学的社会层面”
作者：JoRISS1协调员Jean-Michel Roy  

  历史的进程往往是惊人的，不由得让人去思
索。正是在1964年建交之后，这两个国家的政府
又经历了二十世纪的彼此间相隔甚远的曲解和沉
默后，而最终具有智慧地越过了意识形态的深刻
分歧而重振外交。虽然复苏十年后绽放的法国和
中国研究机构因不断地建立合作与联系，而慢慢
形成了新的双边科学团体网络，而其可见的科研
成果肯定在未来。对于这一复苏活动的操作者而

言，无疑很难想象自己行为所带来的这些结果。
对于“社会与科学联合研究院”来说同样也已尽
其可能的付出了努力。从外交上说是一小步，但
对“社会与科学联合研究院”却是一大步。这也
是为什么研究院希望为一直以来的科研合作工作
集体庆祝的原因，因此决定于11月10至11日在上
海举办科学与社会关系研讨会，题为“科学的社
会层面”。

  社会与科学联合研究院(JoRISS)和华东师范大学(ECNU)将于11月10至11日在上海举行科学与社会关系
研讨会。此次会议特别比较了法中两国当今社会根据各自发展而呈现的这种联系方式。会议另一目标则
是确定未来合作的主题。借此机会，Jean-Michel Roy在研讨会之前，先来谈一谈JoRISS的研究工作和取
得的成就。

  国际研究平台 - “社会与科学联合研究院”
于2010年创建，汇集了上海华东师范大学、法
国里昂高等师范学院，以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旨在重点鼓励双边研究机构的教师和研究人
员之间的合作。为此，合作主要在三个层面上：
一、促进合作者间的科学联系；二、每年推出征
集或招聘项目，其中包括一个优先主题；三、接
待这些项目的长期居留者，待两年的孵化期后可
检测其科研成果。它的建立纳入了“PROSFER”
博士交流计划，这个计划自2002年由华东师范
大学，巴黎、卡尚和里昂三所高等师范学校共
同实施，今年雷恩高等师范学校也加入其中。
与“PROSFER”项目的协作是“社会与科学联合
研究院”的一个重要方面，它们通过“中国留学
基金管理委员会”奖学金协议完善了双方的合
作，从而形成一个连贯而有效的组织安排。11月
10至11日正是第一次续约协议的日子，四所高等
师范学校的董事或校长亦出席。

  首次续约时间也是初步总结的时间。经过四
个阶段的征集，“社会与科学联合研究院”在
2014年秋拥有11项涵盖广泛的科学研究计划。实
际上“社会与科学联合研究院”的特点之一即是
提供多学科和跨学科的研究机会。 

  前两个被选中的项目立即显现出这个特
点。“清洁氧化过程”项目 (2011)其实属于
绿色化学，并涉及到催化性能新材料，可提
高氧化反应的生态效率。这是一个与 CNRS-
SOLVAY (UMI 3464)国际混合单位的合作项目。
“知识与行动实验室”项目 (2011)则是哲学性
的，旨在对于知识和实用主义之间再起的争议，
从认识论出发作批判性的分析。在其他方面具
有催化价值的“CO2转化的新有机催化剂”项
目(2014年)，与二氧化碳转换有关，加强了2014
年“社会与科学联合研究院”在绿色化学重要领
域的代表性。 

  物理学在这里表现为两个与生命科学有关的
跨学科项目。“神经网络同步”项目(2013)围绕
神经网络的结构决定其同步能力，特别针对视交
叉上核的状态开展研究；而“通过CARS显微镜的
高分辨率成像的力学生物学”项目(2012)，属于
力学生物学的新兴领域，致力于对细胞的纳米和
微力学性能的研究。 

  生命科学本身在这里的另外一个优越之处分
别由三个项目共享，即：新发现的细胞蛋白质2抗
病毒性质；通过中国传统医学和斑马鱼模型3方法
的联合疗法，致力于生物过程的鉴定；在基因转
录4上甲状腺激素T3活动下分子机制的研究。

  人文科学方面，研究人员借由其它领域开展历
史学科边缘研究：教育社会学方面的“精英培训”
项目(2013年)致力于十九世纪以来的中法精英教育
体系比较，以及上海城市史的新信息技术5研究。

  教育科学通过法中科学教育比较研究计划而
终于完善，2014年征集的项目很快将确认并加入
至此计划中，而优先考虑的项目主题是大数据。

  除了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角度，“社会与科学联
合研究院”第二个独特之处正如它的名字所示，它
着重于在在当代研究趋势中更好地把研究和社会衔
接起来。而正是这个契点，“社会与科学联合研究
院”选择了研讨会的主题“科学的社会维度”，
会议将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这个行动意味着什么
呢？在现实当中又有什么意义呢？目前，许多社会
挑战需要通过科学研究来应对，除目前所从事的研
究以外，“社会与科学联合研究院”提高法中合作
方面决定性动力，从更广义的层面上如何带动中国
与欧盟间的合作呢？这是根本性问题，也正是为了
思考和讨论这些问题，此次会议汇集了三十余位来
自中国、法国、德国、比利时、加拿大、美国和澳
大利亚的研究学者，旨在继续开拓这条五十年前通
过外交而建立的科研道路。

2一种新的具有抗病毒特性的细胞蛋白质特征：抗病毒和细胞的功能，2014年 
3在中国传统医学中利用斑马鱼系统测试生物活性, 2012年
4核激素受体亚型下的分子机制底层差异转换的调节和功能, 2012年
5数字化和历史数据的整合 - 一个上海城市转型的三维重建，2013年

1社会与科学联合研究院(JoRISS)。J.-M. Roy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际研究小组的法国协调人，他隶属于里昂高
等师范学院人文科学系(ENSL)的“哲学与认知科学”研究组。

时事 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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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研讨会 “科学的社会层面”(华东师范大学，2014年11月11-12日)

  自六十年代末，科学知识和社会之间的相互依存关系越来越受到重视。这种联系从“科学的
社会层面”看来已经使现代社会中面对重大社会挑战变得复杂。以此为主题的JoRISS研讨会将在11
月11和12日在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举行。本次活动是在法中外交关系成立50周年框架内的纪念活动
之一。研讨会由法国驻中国大使馆支持。有五个分题都遵循开放性的讨论。其中有：可持续创新(
第2分题)和生物多样性资源的可持续创新的问题(第5分题)。

更多信息请参看：http://joriss.ens-lyon.fr

“社会知识的研究方法”
LIA CNRS/CASS的第三届研讨会
作者：Laurence Roulleau-Berger 

  “中法后西方社会学和田野研究”中法国际实验室、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和北京大学社会学系一
起组织了人文社会科学第三次研讨会(北京，10月17-19日)。会议主题为“社会知识的研究方法”，以欧
洲和中国社会学家看来的一个共享主题。

“中法后西方社会学和田野研究”
国际联合实验室简介

  成立于2013年为期四年的中法国际联合实验
室CNRS/CASS (北京)，是自2006年以来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社会科学院，尤其是社会学
研究所及北京大学、上海大学和最近参与的南京
大学协同工作的结果。该国际联合实验室强调，
在国际层面社会学知识的传播与社会科学走出西
方化的过程中，必须继续思考田野研究。

  这是法中合作伙伴联合研究项目，通过法中
两国社会学、方法论和理论知识的产出分析，第
一次来了解田野研究的现状。

实验室主任： 

Laurence Roulleau-Berger，社会学家，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主任，Triangle UMR 5206

李培林，社会学教授，中国社会科学社会学研究
所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和中国社会学学
会副会长。

项目介绍：
http://triangle.ens-lyon.fr/spip.php?article4370

时事 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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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illes Kahn教授。Gilles Kahn-Total奖项金额为5000
欧元，自2006年起，每年由法国评委颁发给基金
会的研究人员，以表彰其在法中科研合作中的杰
出成绩及贡献。

  众所周知，中国是索邦大学联盟中心(CO-
MUE)重要的国际生源国之一(法国大学联盟中心为
综合大学、高等专业学校及科研机构的联合体)，
其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为该联盟中心的创始
成员机构。借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女士访问法国之
际，索邦大学联盟中心与中国留学基金管理委员
会建立了正式的合作伙伴关系。 

  2014年9月18日，法中双方在法国外交和国
际发展部(MAEDI)签署了合作协议，每年中国留
学基金管理委员会对30名中国博士生提供为期
五年的奖学金，使中国学生可以在索邦大学成员
机构中完成博士论文。该项合作的建立使法中博
士联合培养或法中博士论文联合指导具有可实施
性。此外，博士后和中国研究人员在法国1至2年
的居留资助亦包括在内。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在中国
业已建立众多合作，尤其是法中联合科研机构
(LIA，GDRI)。在该合作框架下，此项由索邦大学
与中国合作伙伴合作共同建立的新合作，构成了
一种新的合作形式。

  索邦大学网站不久将公布博士论文项目招标
和研究人员候选人征集的相关信息。

资助：法国索邦大学和中国留学基金管理
委员会联合计划的推出
作者：Nicolas Duhaut1

  针对索邦大学成员机构，中国博士生奖学金将由中国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颁发。中国留学基
金管理委员会是一所负责为中国公民提供奖学金的高等机构。该资助计划还将支持博士生联合培养和研
究人员交流互访等活动。

从左至右依次为：刘延东女士，中国副总理;刘京辉女
士，“中国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秘书长;Laurent Fabius先
生，外交和国际发展部部长；Barthélémy Jobert先生，巴黎

索邦大学校长。www.sorbonne-universites.fr

  法中科学及其应用基金会于2014年9月上
旬，面向中国博士后启动了一项研究实习的招标
工作。本次招标从生物医学科学(主要研究领域)
、纳米技术，直到表面化学，涵盖了许多科学领
域中的18个研究主题。 

  与研究交流同步，法中科学及其应用基金会
还支持在法中两国组织诸如研讨会或座谈会等科
学活动。

  另外，2014年年初在哈尔滨召开的科学会
议，对以前通过法中科学及其应用基金会从事研
究的博士后，在法国做完研究返回中国后的情况
做了相关总结。借助于法中科学及其应用基金会
资助毕业的160余名研究人员组成了一个高水平
研究团体。根据哈尔滨会议形式，下期科学会议
将于2015年在成都举行。法中科学及其应用基金
会还计划今年十二月在巴黎组织举办Gilles Kahn-
Total颁奖大会。 

  该奖项的设立是为了纪念杰出的科学家、法
国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INRIA)前任所长、法
中科学及其应用基金会学术委员会前任联合主席

法中科学及其应用基金会：
2014年博士后招标启动！
作者：Anne-Sophie Broussier-Caen

“Gilles Kahn奖”：法中科学及其应用基金会俱乐部的第
六届科学会议于2014年1月在哈尔滨成功举办。除了一
系列的演讲，基金会还向4位前博士后颁发了科学院奖
章，以表示他们在法国研究实习的圆满结束。

  法中科学及其应用基金会(FFCSA)成立于2001年，是科学院基金会，旨在促进法国与中国的博士后在
生命科学或硬科学领域的交流。法中科学及其应用基金会与中国科学院(CAS)、中国教育部(中国留学基
金管理委员会，CSC)开展合作，以促进法中科学实验室间学术合作的发展。

计划计划

计划与协议

1 索邦大学联盟中心国际事务负责人

2014年招标：实用指南

  招标截止日期为2014年12月19日，候选人预计在2015年1月的第二个星期在中国由法国评委选
出，最终名单于2015年2月初经法国合作伙伴通过后将被正式确定。法中科学及其应用基金会奖学金
资助分为12个、18个或24个月，原则上不可续延。奖学金为每月2500欧元。获取更多法中科学及其应
用基金会奖学金信息，请登陆以下官网：ffcsa@academie-scienc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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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为界面和薄膜物理试验室(LPICM，UMR 7647)主任，2011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银质奖章获得
者，Pere Roca i Cabarrocas教授在这篇短文里简要描述了他的研究组二十余年来与中国南京大学的合作。

薄膜材料与元件：大面积电子学的新概念
作者：Pere Roca i Cabarrocas

  在近二十年间，法国界面和薄膜物理实验室
(LPICM，UMR 7647)和中国南京大学的电子科学
与工程学院(SESE)持续开展着研究人员的定期交
流与合作。南京大学第一次访问法国界面和薄膜
物理实验室要追溯至1986年，正是陈坤基教授
来访之时。通过低温等离子体处理的沉积薄层技
术，在当时是一项新兴的研究课题，其应用于大
面积电子产品，特别是对于平面屏幕的薄膜晶体
管和对于光伏太阳能的PIN二极管。

  通过第二阶段中国研究生和博士后的出访，
南京大学和法国界面和薄膜物理实验室之间的联
系得到巩固。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指出的是俞林
伟博士，他2007年作为一个博士后到达法国，2009

年作为永久研究员(CR2)进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2013年，他回到中国南京大学的电子科学与工
程学院，开始了双方新一阶段的项目合作，即用于
光伏和纳米电子的纳米薄膜材料的研究。 

  通过共同的努力，我们能够了解到，由于径
向连接的发展(图1)，光伏薄膜电池如何体验到更
新。在转换效率方面我们达到了9.2%，创下了光
伏电池关于薄层径向连接的新纪录。 

  与此同时，我们的团队共同发现了一种对于
Si自组装和自定位大规模生产硅纳米线的增长模
式(图2)。这一发现可能提供一整套技术解决方
案，以至于在柔性基板和低成本条件下提高基于
纳米线的电子设备动力。

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SESE) Y. SHI教授与界面和薄膜物理实验室
(LPICM，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综合理工学院) P. ROCA i CABARROCAS教授签署合作备忘录。

  关于纳米增长动态
的研究揭示了一组令人
惊讶的现象 (图3)。而
这些现象对整体理解是
必不可少的，对未来在
电子设备组件中使用这
些纳米块的策略实施也
是至关重要的。

  近年来，双方研究
单位，甚至单位所属的
科研机构间，诸多合作
性学术活动的组办，也
反映出了法中双方交流
的增长。最为突出的学
术活动还应属2007年11

月在南京，以及2013年11月在巴黎组办的两届关
于“纳米材料组IV的先进设备”的国际研讨会。 

(翻译：A. Mynard和P. Roca i Cabarrocas)

图1：一组由等离子体辅助的蒸汽 - 液体 - 固体(VLS)增长下
的硅纳米线的电池薄膜径向连接的结构。注意，垂直于基片
的交叉线[1-3]。

图2：Si的纳米线增长，根据在基底和定位的平面中固
体 - 液体 - 固体增长(IPSLS)的模式。[4]

图3 ：铟锡根据纳米线的生长速度在催化剂硅纳米线的分布
和浓度[5, 6]

图片来源： Pere Roca i 

法国界面和薄膜物理实验室(UMR 7647)及其创建人相关信息

  Pere Roca i Cabarrocas，出生于1959年，是西班牙物理学家，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研究员。他是研
究物理界面和薄膜的专家，其中包括非晶态硅及其衍生物研究。作为巴黎第七大学博士和巴黎综合理
工学院界面和薄膜物理实验室主任(自2007年，UMR 7647)，P. Roca是多形态硅的发现者。他拥有24项
专利，以及在国际期刊中发表的280多篇科研文章。他被授予布隆代尔勋章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银奖。界面和薄膜物理实验室(30人)直属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INSIS)，同
时与化学研究所和物理研究所保持着合作联系。 

  多年来，作为多学科实验室，界面和薄膜物理实验室多个领域的基础研究(材料科学、化学、电
子和光学)有助于：光伏能源的生成与储备，以及基于纳米材料和大面积的电子装置(使用有机和无机
材料)的传感器应用。

获取Pere Roca i Cabarrocas更多信息，请登陆以下网址：
http://www.cnrs.fr/fr/recherche/prix/docs/argent2011/RocaCabarrocasP.pdf
[1-6]：根据要求，提供参考书目。

项目项目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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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种植园和气候变化，解决办法
TerraClima© !
作者：Hervé Quénol, Cyril Bonnefoy和Valérie Bonnardot

  这篇文章由Hervé Quénol,Cyril Bonnefoy和Valérie Bonnardot1联合撰写，主要介绍了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研究人员在创业过程中，对知识的生产与运用。TerraClima©是一个创新企业的名字，该公司提
供葡萄栽培的决策支持，这主要涉及了经济体系和田间管理实时优化。作为COOPOL2项目获得者，该公
司已经移师中国，以寻找潜在客户和合作伙伴。本文首先介绍气候变暖对葡萄栽培引起的问题，然后介
绍TerraClima©公司的创新与价值。

  在全球各国酒庄
竞争日益激烈的背
景下，传统国家的
葡萄种植者通过突
出当地气候因素而
成为特定产地，为
各自的产品增值。

特定产地的概念，对葡萄种植者来说是营销的工
具，因为它可以使葡萄酒具有特殊风味和个性。
葡萄种植专业人士寻求某些工具和科学技术，以
评估当前和未来的农业气候潜力，特别是通过更
好地了解当地的气候，以尽早使用相应的耕作方
法来适应这种变化。

  GIEC3的各种科研报告提醒着国际社会，在全
球范围内气候风险频率与强度在增长，全球温度
在上升。虽然存在着诸多不确定因素，例如：气
候变化强度及其影响，气候环流模式(MCG)安全
性的改善，气体排放(GES)间的正相关联性，但是
近几十年来全球变暖表明，2050-2100年间温度将
上升2至6°C(根据不同的情景和模式)。

  全球气候变化将不可避免地影响当地气候和
葡萄种植园。尽管加强适应性，气候变化的潜在
影响仍会造成一些问题。在这种大背景下，一些
国家科技攻关计划(如：ANR-TERVICLIM4，GICC-
TERADCLIM5，LIFE-ADVICLIM6)均旨在建立适应具
体尺度的气候空间模型方法, 通过一个合适的模
拟方法，以应对未来气候变化的后果。这些科研
计划始于2007年，它们促进了国际多学科团队网
络的建立(地理学、气象学、大气物理学、农艺
师、模型专家、酿酒师)。

葡萄园的小空间：气候的大变化

  TerraClima©的科学方法旨在开发一种基于气
候和农业野外观测，以及空间环境模拟的方法，
以评估当地的大气参数的空间变异性(平均值和极
端气候)。根据农艺观察(如用水紧张、物候、糖
分含量、酒精含量…)，气象研究可以确定一个产
区的特别气候。由于具有更为详细的数据，此项
研究工作有助于了解可能发生在葡萄园的气候变
化，完善对潜在经济影响的预估。这种方法被开
发并应用到多个国际知名葡萄园，那里的气候特
点对葡萄酒的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实验地(法国、
欧洲和外国)的倍增引起了在不同宏观气候条件
下，对种植区当地农业气候潜力的研究。此项研
究遍布15个国家37个葡萄园(或葡萄酒产区)。研
究结果显示出在相对小的区域中气候空间变化的
重要性(尤其是温度)。农艺研究分析还显示，地
方的气候差异和葡萄之间的关系，尤其是对葡萄
酒特性的影响。

  从温度角度来讲，当地条件(地形、土地占
用...)造成的不同空间差异会引起温度的不同，
而在未来50年因GIEC的不同状况也会引起温度的
增加，而前者往往高于后者。例如，在莱昂产区
Coteaux du Layon的葡萄园，分布在具有地方特点
地形(如海拔、坡度、河边距离、土壤类型...)的25
个温度感应器记录下两个隔了数十公里距离的地
区之间的温度是有差别的。这种可变性相关联于
本地因素，而正是这个因素限定了葡萄酒的部分
特征(图1)。葡萄种植者要应对气候的这种空间变
异，因为正是这点是形成他们的葡萄酒特点和特
性的条件。

1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UMR6554 LETG和TerraClima©，位于法国place du recteur Henri le Moal 35043 Rennes。
2合作计划由法国驻中国大使馆资助，针对JEI进入中国市场。

3政府间气候变化专家组。

4“在气候变化背景下的葡萄种植地的观测和气候空间”：ANR-JC07-194103 TERVICLIM (2008-2012 年)。
5“适应葡萄种植地的气候变化。(GICC-MEEDM) GICC TERADCLIM(2011-2013年)。
6“葡萄种植对气候变化的适应：对于葡萄种植的场景适应的高解析度观察。LIFE-ADVICLIM (2014-2019)。
LIFE13 ENV/FR/001512)。

图1：« Quart de Chaumes »葡萄园的最低和最高气温记录。

图2：通过专门网络平台的数据采集到气候制图

项目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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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erraClima©或个性化服务

  从各种研发项目而来的实验或试验性葡萄园
的大幅度增长，顺理成章的引起了由C. Bonnefoy
(董事)，V. Bonnardot和H. Quénol(科学顾问)所发
起的TerraClima©7公司的创立。公司是为满足葡
萄酒专业人士日益增长的需求而设立。他们希望
拥有和管理与他们葡萄园有关的气候数据，以建
立一个气候诊断，这是一个具有积极性和预测性
的方法。具体的例子：在开发阶段，TerraClima©
提供了霜冻管理或疾病发展情况的基本信息。

  因此，TerraClima©通过在现场预装的气象
传感器网络，在开发阶段提供一个个性化的关于
气象分析的经济解决方案。气候数据实时传输

葡萄园(宁夏 酩悦轩尼诗旗下夏桐酒庄) 

在贺兰山葡萄开发园品酒(Pernod-Ricard) 银川葡萄与葡萄酒学院会议(宁夏) 

并收集在一个信息平台，葡萄种植开发者可以
以灵活订阅的形式随时咨询(图2)。根据这些数
据，TerraClima©进行分析，生成的开垦期气候
图，以及季节性经营预算图表，以便更好地了解
农业土地环境。这些产品可以作为工具，帮助确
定经营或管理的决策，或作为一种营销工具来出
售农场的产品。

  2014年9月，由法国驻中国大使馆科技处组织
的COOPOL项目，有助于TerraClima©联络在中国葡
萄种植方面的科学合作者和潜在客户。经过几次
访问，山东、宁夏等省表现出对TerraClima©提供
服务的兴趣，特别是对区域性气候风险管理和为
新葡萄种植而做的气候调查方面的研究。待续…

  地球科学领域的合作是法中双边研究独特一景，它可以追溯至上世纪80年代初启动的科研交流互访
项目。通过Paul Tapponnier(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IPGP，UMR 7154)的科研工作，双方建立的合作揭露了
地壳构造现象的特征。作为在中国科研机构中工作的唯一西方人，Marie-Luce Chevalier在这里向我们讲述
了她在法中双边合作框架下的工作状况，对中国地质研究的探索，以及在北京实验室的工作经验。

地球科学：30余年的合作探索
Marie-Luce Chevalier1

作者：Marie-Luce Chevalier

  法中30余年在地球科学领域的合作初具成
果。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和里昂第一大学的学术委
员会)资助我单位 - 中国地质科学院(CAGS)组织了青
藏高原地质和构造地质学的法中讲座，这也是法
国与中国建交50周年纪念活动的一部分。在此之
际，我们30多位研究人员(因工作需要，很多人已
经返回中国)九月中旬聚集在里昂一大，旨在展示
最新科研成果，并就业已建立的合作和试图创建
的新合作作了总结。研究人员很热情，许多人积
极响应倡议，这证明法国对青藏高原的研究始终
保持着很浓的研究兴趣。会议当天，主办机构首
先致欢迎词(Philippe Hervé Leloup和我)，接下来19

Marie-Luce Chevalier

位从法国各地汇集的同事，以及北京和武汉的中
国同事每人进行了15分钟的演讲。讨论的主题包
括最近在西藏西部于田县发生的地震(7.3级，2014
年2月)、沿主要活动断层的滑动速度(以喀喇昆仑
山和龙木错断层为例)、西藏东部龙门山、地球物
理方法如GPS，InSAR、不同的技术，如古地震学(
沟豁)、宇宙成因年代，以及热的年表等。所有发
言者(从25岁到65岁，学生和教师)还展示了一些他
们在法中合作中的工作轶事等图片。本次会议是一
个独特的机会，让我们相聚一处，一起讨论我们的
共同研究，同样这也是一个美好的回忆。

7 TerraClima©目前仍处于孵化阶段，它将于2015年发展为有限责任公司(EURL)。 1Marie-Luce Chevalier (马晓丽) ，研究员及讲师，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研究所大陆构造与动力学国家重点实验室。

项目 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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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事实上，我在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IPGP)的
博士论文开始于2002年，当时在西藏的偏远地区
做了为期一个月的调研，那个时候该地区仍然对
外国人开放。我的导师Paul Tapponnier教授和我
们中方的合作者，北京中国地质科学院中国地质
研究所的李海兵，为这次调研做了精心准备。我
们要去的地方很偏僻，所以必须用“特殊”的卡
车运输我们的野营装备、供给三部汽车使用多个
星期的汽油、我们的工作装备(采样和进行测量
等)，以及食品和饮食用具等。对于像我这样的年
轻学生，这是一次难忘的经历。我们走过数百公
里状况极差的道路(当时还没有铺路)，遇到了当
地的人，他们极少有机会看到外国人，很吃惊的
看到我们浅色的眼睛和头发，我们还收集到数百
件样品。

  2002年法中调研及其相关工作的主要目的是
详细探索西藏地区最重要的活动断层之一 - 喀喇
昆仑断层。此断层系统被称为右旋走滑断层，绵
延1000多公里，平行于喜马拉雅山脉，从圣山冈
仁波齐到西藏南部，直到帕米尔新疆地区，道路
沿同一个名字，喀喇昆仑公路，直到巴基斯坦边
境附近。这一地区地震活动自~50年来非常弱(我
们有当时的历史记录和测量)，而中期和长期的滑
动速率却备受争议，从~0到10毫米/年。确定速
度，了解它在时间或空间中是否是常量或变量，
这对理解西藏变形的地质构造史是极其重要的。
西藏变形是继印度与亚洲~5000万年前的碰撞之
后产生的。这一研究课题辩论特别激烈，分为“

硬”派西藏(观点：一些快速的大断裂吸收变形，
并使轻微变形的石块成为边缘)和“软”派西藏(
观点：变形被很多低速断裂所吸收)。 

  包括西藏、云南、四川、新疆、青海、甘肃
等省的整个青藏高原，对其短期(<20万年)和长
期(~3000万年)地质构造活动的研究成果已经由
我们法中两国联合出版，这些联合出版物的发表
一直持续到今天。我的研究已经确定了沿喀喇
昆仑断裂层移动速度，1或2分流2中约有~5或~10
毫米/年，速度还算快的，尤其是考虑到它的长
度，>1000公里。而这让人想到，虽然存在意见
分歧，但岩石的研究还是更倾向于“软”派西藏
理论。

  我在巴黎完成了我的博士论文，随后在美国
斯坦福大学完成博士后课程(在此期间，我研究西
藏古气候)，四年前我加入了中国地质科学院地质
研究所的大陆动力学与构造实验室，作为李海兵
主任的助理研究员 - 讲师。地质活动构造的团队人
数是最多的，有7位青年教授，2名博士后和10余
名硕士和博士研究生，都是中国国籍。事实上，
我是整个研究所唯一的外国人，甚至整个中国地
质科学院！我受到了大家的欢迎，并很快融入到
团队之中。起初我在很多方面都使用英语！例
如：修改文章和报告、与未来的学生和博士后见
面、评估博士论文和硕士的答辩、有时主持研究
院的“英语沙龙”...我感到高兴的是，大部分学生
现在能够写出令人满意的科学类文章。 

2Chevalier, M.L.等人; 自200万年来沿喀喇昆仑断裂层南段的空间上的滑速常数，地壳构造物理学，2012
年，530/531，152-179，10.1016/j.tecto.2011.12.014。
Chevalier, M.L.等人;沿喀喇昆仑断层系统北端快速滑动速率，西部西藏，地球物理。Res. Let., 2011, 38, L22309, 
doi:10.1029/2011GL049921。
Chevalier, M.L.等人;喀喇昆仑断层滑速的测量值可能意味着断层运动中的非周期变化，科学，2005年，307, 411-

  对于适应北京这个超过2000万人的大都市
的生活方面，我得到了同事、老师还有学生的友
好帮助，他们为我提供了很多的便利条件。我还
学习了中文的口语和写作。现在对语言的掌握，
改变了我的生活。讲师 - 研究员的身份在中国具
有良好的社会认知度，这为我打开了很多扇门。
我被划分为国际专家，这让我获得了居民居留，
每年我仅需更新我的签证。除了中国地质科学院
的奖学金，我还申请并获得了为期四年的中国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的资助。与西方相
比，中国政府在资助基础研究方面更为慷慨。我
不知道其他研究领域的情况，但在地球科学领
域，资助一直在增长。我认为这是源于近几年许
多大地震都在中国发生这一事实。我们还记得汶
川2008年(8.0级)大地震，在青藏高原东部边缘的
芦山、玉树、于田等...我认为政府提供资金是为
了更好地了解如何，为什么和在哪里可以发现未
来可能发生毁灭性地震的地区。

  在优越的工作条件下，这些资助使我可以非
常自由地开展我的研究工作。我的实验室拥有先
进的研究设备(激光雷达，GPS动态定位等)。我
也可以前往中国各地参加中国国家科研会议(我
是600名参会者中唯一的外国人)，以及国际性会
议。然而，我发现也有两个不方便的地方。首
先，我们每年只有一次出国工作的机会(即由实验
室资助)，而且如果我们提前一年多申请，很多部
门都不受理。第二，西藏地区现在已经对外国人
关闭，尤其是在靠近边境的偏远地区，而那儿正
是科学工作者更为感兴趣的领域。所以，我现在
只能在西藏周边去做其它地区的研究。

  最后，我很高兴我在中国所获得所有科研经
验，它们丰富了我人文、科学专业、文化，以及
语言等各个方面。我建议还在犹豫的研究人员快
来感受一下这不一样的体验吧！

图片来源：Marie-Luce Chevalier

图片来源：Marie-Luce Cheval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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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下面的文章里，Cyril Cassisa介绍了他作为研究者在3E研究院的职责。3E研究院同时拥有研究实验
室和智库，长期致力于在中国出现的重大问题的研究工作，如环境、能源和气候等。通过一些简单的图
表，Cyril Cassisa向我们介绍了一些重大课题：中国的碳市场，清洁能源和能源安全，以及国际谈判的准
备工作。

环境：3E研究院和中国的主要挑战
作者：Cyril Cassisa

  在核能与能源科技研究所(INET)和公共政策
与管理学院的联合倡议下，清华大学“能源，环
境与经济”(3E)研究院于1980年成立，旨在在同
一研究院中共同开展关于能源和气候政策的相关
研究。研究院专家的声誉和质量，使其除了作为
一个学术研究机构以外，还对地方政府，甚至对
中央政府的公共决策，充当起智囊团的角色。例
如：参与气候变化的国家报告；可再生能源法案
的建议；试点碳市场的设计。该研究院还致力于
中国第11个和第12个五年计划在能源方面的工
作，以及2020年国际气候谈判框架下中国政府自
愿承担的相关工作。 

  目前，该研究所进行的重大研究项目包括：
中国的能源转型、低碳发展的国家战略(可持续发
展的城市、清洁运输、能源结构、生命周期、经
济循环)、第13个五年计划的编撰和在联合国气候
变化公约(CCNUCC1)框架下国家节能减排的协助工
作。

  以下是3E研究院同事进行的研究合作工作的
若干图解。

中国碳市场

  第12个五年计划发布了排放配额的交换系统
的发展(也称“碳市场”)情况，来最终帮助国家
实现生态转型，同时保持经济增长。该项政策已
经在7个试点地区落实到位，包括5个城市(北京、
天津、上海、重庆、深圳)和2个省(湖北、广东)，
并将于2016年起在国家层面实施。研究的重点不
是对这一政策的优劣方面在理论上的讨论，而是
寻求和研究如何使其在中国的环境中发挥作用的

解决方案。然而，在这些煤碳市场试点实施一年
后，这些措施实施的成功似乎因其效率性而又面
临着诸多挑战。迄今为止，低交换配额说明市场
运营适度的特点(价格管制)。因此，科学研究应
集中在碳市场政策的制定，技术组件含量(分配系
统，行业覆盖，碳排放定义)，以及中国政府气候
政策的变化等。 

1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

清洁能源和能源安全

  近年来，中国已经开始进行对清洁能源的开
发。2013年可再生能源年装机容量第一次超过了
石化能源年装机容量。中国的能源结构充满了变
化。为了首先减少炭在其混合份额中的比重，清
洁能源在中国向低碳发展的能源转型中将发挥重
要作用。许多项目在第12个五年计划中，同时也
在2020年能源/气候计划中已经确定为清洁能源
(如水电、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和核能)。尽
管清洁能源可能是能源安全与气候变化主要的解
决方案之一，但它面临着环境和社会约束，以及
可以减缓其发展的技术壁垒。科学研究对目前形
势，潜在风险和中国政府开发各种清洁能源技术
的行动进行了研究分析。

国际谈判

  自2009年以来，为了应对气候变化，中国对
其采取的行动进行了更多更好的协商与交流，在
全国范围内采取积极举措， 并且积极参与国际讨
论。中国采用较为温和的观点，在某些方面表现
得更为灵活。中国在全国范围内已采取了相关措
施，而这些本身就是在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斗争
中显著的进步。然而，自哥本哈根(2009)以来，
中国谈判立场变化不大。Cyril的研究目的是找出
自2009年以来，在中国谈判立场的持续趋势，以
及不断变化的相关因素。他的研究通过对比分析
中国国内和国际形势做出相应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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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合作：

- 法中气候变化高级专家组

  在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MAEDI)2和中国国家发展和改
革委员会(NDRC)3的倡议下，法中气候变化专家组成立于2013
年，包括20名高级专家，旨在提高对气候政策的相互了解，
创建联合国气候变化公约框架下的积极科研动力，推动2015
年的全球气候协议以及促进双方合作。该专家组于2013年12
月在北京，2014年6月在巴黎举行了二次会议。第三次会议将
于2015年1月在中国举行。

- 3E研究院和IDDRI之间的研究合作

  2013年，3E研究院和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
(IDDRI)4获得了徐光启项目5的资助，研究关于在中国可再生能源
的政策，以及蔡元培项目6的资助，研究七个中国试点碳市场。
到2014年年底，3E研究院和IDDRI之间的合作将得到进一步巩
固，创建了一个绿色经济的法中研究中心。这个在更广泛范围内
的合作备忘录已于2014年初由清华大学和巴黎政治学院签订。

- 3E和CNRS之间的合作计划

  继法中高级专家组召开的气候变化会议，以及相关的科
学工作会议，法中研究人员已经确定了工作的协作一致性。
近日，法国环境与发展国际研究中心(CIRED)7(UMR 8568)环境
经济研究组与3E研究所一起启动了一个关于面对碳价格，中
国企业竞争力的研究项目。

  同样，3E研究所和LETG-Rennes-COSTEL实验室(作为UMR 
6554 LETG - Littoral的五个竞争力集群之一，环境、遥感、测
绘)，正在与私营合作伙伴 - 空中客车讨论多学科研究项目，
将图像分析技术(卫星和天线)与环境经济模式联系起来。该项
目将从生产至应用，在中国开发出生物碳氢燃料的潜力。

CNRS   Dépasser les frontières

法中气候变化高级专家小组

2法国外交和国际发展部

3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4法国可持续发展和国际关系研究所

5http://www.campusfrance.org/fr/xuguangqi
6http://www.campusfrance.org/fr/caiyuanpei
7法国环境与发展国际研究中心

Cyril Cassisa

  自2012年以来，Cyril Cassisa
博士作为3E研究所访问学者，主
要负责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中国气候和能源政策的研
究项目。Cyril Cassisa自2006年以
来，已在不同的研究院做过自己
的研究，如：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法国中央理工大学、法国
国家信息与自动化研究所(INRIA)和
中国科学研究院、北京航空航天
大学和清华大学，其范围涵盖多
学科领域，包括流体力学和信号
的环境应用处理，以及气候和能
源政策与经济科学。Cassisa博士
同时也是自2012年以来法国驻中
国大使馆的气候专家。他参与双
边合作，主持一年两次的由法国
外交与国际发展部(MAEDI)和中国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NDRC)支
持的法中高层专家关于气候变化
的会议，并且作为专家和法国代
表团一起参加了COP19的国际谈判
(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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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沙化土地是全球问题。目前，全球共有68个国家属于干旱地区，随着全球变暖，这一数字还将增
加。荒漠化是二十一世纪面临的最大挑战之一。中国的沙漠和戈壁占国土面积的13%。荒漠化土地面积为
262.37万平方公里，沙化土地面积为173.11万平方公里，是法国总面积的三倍。这是春季的沙尘暴之源。
大部分北方省份和地区都受到影响，如新疆、青海、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以及河北和北京。为了
阐述世界沙漠以及荒漠化的现象，并对其加以治理，法国蒙娜丽莎制片公司和法国ARTE电视台合作筹划拍
摄一部纪录片“沙漠星球”。其中第一集是“中国的大沙漠：绿色长城对黄色荒漠”。本集展现了中国防
沙治沙的科学家和实践者多年来的工作情况。其中介绍了法中合作研究机构“沉积物运移与景观动态变化
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SALADYN)项目。申娟博士和T. Berrod是该片的联合作者，后者是该系列纪录片的制片
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该纪录片项目中充当了合作机构和科研咨询机构的重要角色！

荒漠化，科学和纪录片
(“沙漠星球”系列片)
作者：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沙尘暴每年春天袭击北京及其周边地区，长
期以来影响北方中国人的生活。而气候的变化，
冰川的退缩，土地的侵蚀更加重了这个现象。 

  每到春天，西北风给北方各地吹来万吨沙
尘。二十年前中国政府就已经推出了一个空前的
人工造林计划。目前已种植了约三百亿棵树，其
面积相当于英国的大小。 

  如何使古老的湖泊再注满清水？如何恢复荒
废的土地？怎样才能弥补我们过度开发所造成的
这一切？这正是我们的科学家、研究人员、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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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和人民所面临的挑战。几十年来，大家共同努
力，寻找解决办法，遏制荒漠化现象。系列片“
沙漠星球”和该系列第一集“中国的大沙漠”，
不仅揭露现象还探究其后果，不仅展现科学研究
和实验室的工作还呈现企业家的沙产业，不仅有
中国的科研还有国际的合作，如中国科学院所属
机构与法科研中心属下研究机构的合作。   

  本集纪录片将展现出中国科学家以及治沙实
践者为了与荒漠化的扩大作斗争，所选择的各种
各样的方式方法，以及在此过程中人们是如何在
极端条件下生活和面对工作上的困难。 

采访部分荒漠化的研究和治理工作者

陈祥舜：甘肃生态环境监测监督管理局荒漠化
监测中心主任，观测站位于巴丹吉林沙漠和腾
格里。他利用仪器观测每年沙尘暴和荒漠化的
移动和变化。  

魏光财：他与家人独自居住在一个已经荒漠化
的村庄。随着河流和地下水的干涸，村子已被
干旱的沙地摧毁。这是中国年降雨量最低的区
域之一。 

刘世增：博士,研究员,甘肃省治沙研究所所
长。工作20多年来,一直在风沙一线从事荒漠
化防治和荒漠区植物资源保护与开发利用等方
面的科研工作。多年来致力于沙区生态经济型
植物和濒危植物的引种驯化、选育栽培和开发
利用技术研究,迁地保存了20个沙区濒危植物
种。他从事民勤绿洲的稳定性的研究，这个中
国西北真正的巴丹吉林沙漠和腾格里之间天然
屏障。 如果这片绿洲消失，不仅会失去生存之
地，也会改变大气环流的模式。紧接着作为连
锁反应，周围的沙漠，尤其是内蒙古茫茫的戈
壁将融合为一体。民勤绿洲已成为中国防治荒
漠化的斗争的象征。 

李新荣：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沙坡头实验站
主任，研究员。20世纪50年代，沙坡头沙漠没
有绿色，缺乏必要的植被来固定土壤，并且连
微生物也难以生存。而今天经过多年的实验探
索，沙坡头已发生极大的变化。然而，如何绿
化和固定沙漠是实验站一直希望解决的问题，
生态地毯是方法之一。

记录 记录

特别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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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喜武：银肯塔拉响沙生态文化旅游区执行总
经理。银肯塔拉位于内蒙库不齐沙漠中，以种
植和生态旅游为主。经过二十多年的种植，沙
漠里布满了百种植物。这里将两者比较好的融
合，既能看到绿化的沙漠，又能参与绿化， 同
时又能欣赏内蒙古游牧民族文化。

蒋高明：中国植物研究所教授。4500公里的绿
色长城已实施几十年。自1978年以来已种植三
百亿棵树，相当于英国面积的大小。此造林计
划将持续直至2074年。对于这些树木，该地区
的降水量是关键，因为它们需要大量的水，而
草生植物可代替并形成草原的自然恢复，这也
成为了蒋高明研究的重点。

张兴赢：中国气象学会卫星气象研究所副所
长，博士。他通过卫星技术来观察风向，沙尘
暴和沙漠的运动。

  纪录片“中国大沙漠：绿色长城对黄色荒
漠”将纪录LIA SALADYN的研究工作。这是一项
双边研究项目，探索物质在地球表面上的运输动
态，尤其是导致的地理景观问题(沉积物的移动，
恶劣天气下的风化，侵蚀，河流的动力形态，沙
漠等)。气候变化与荒漠化使地理“景观动态”在
中国成为一个重大问题。如果不采取任何措施来
阻止其前进，沙漠戈壁可能继续向南扩延。 

  正如法方合作主任François Métivier1(巴黎地
球物理研究所，UMR 7154)解释说，SALADYN是
没有“围墙”的虚拟实验室，“与其说这个机构
基于一个或两个国家，其实它更是一个涉及调动
各方面的资源(设施和专家)而最终形成必要的可
以进行大型项目的网络，旨在了解不断变化的中
国河流和沙漠景观”。这个签署于2013年为期四
年的协议，涉及9个机构，13个实验室和两个国
家约60名研究人员，其中包括来自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CAS)的团队。

1François Métivier 1995年首次访问中国是在他做地球物理学博士论文的时候，随后他继续在中国实地考察进行景

观动态的研究。2004年，他开始与CAREERI的水文学家叶柏生一起工作。受其合作成果的鼓舞，例如：乌鲁木齐

河的沉淀物的动力传输，他们于2010年推出了长期研究项目并创建LIA SALADYN。

图片来源：法国蒙娜丽莎制片公司

重建植被和沙丘

郑百裕：长期治理安卓诺尔盐湖志愿者。由于
水的过度使用，干燥的盐湖越来越多。尤其在
内蒙古，成为沙尘暴的源头。因多年治理，该
地区已形成相当数量的植被，湖中水的面积显
著增长。碱篷形成了奇特的红色景观，这种植
物很好地适应了沙漠盐湖，阻止其沉淀物形成
风暴而席卷北京。

  

王明海：作为治沙企业家，多年的努力终于恢
复了一些遗弃的绿洲，创建了库布其恩格贝沙
漠绿洲。他栽种梭梭林，这些灌木丛能够在沙
质土壤、盐碱地和干旱地蓬勃发展，是沙尘暴
的天然屏障，对于戈壁沙漠的生态系统起至关
重要的作用。

记录 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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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之后呢？

  这个模式的有效性在于它是一个可以预测或
预计的工具，而且已被SALADYN团队所利用。自
然，它只有一个目的，旨在解决沙漠扩大的巨大
挑战。无疑，这也是系列纪录片“沙漠地球”及
其关于中国的第一集所希望的，即：引起我们关
注荒漠化的问题和后果，并分享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团队和中国科研机构同事的研究成果。这
第一集也展现了如何具体治理，来缓解荒漠化现
象及其影响。我们要特别提到“绿色长城”这一
人工造林运动，它自上世纪90年代开始于中国几
个省份的边界。与前一段时间不同的是，现在它
已形成为沙产业。这部影片将把大家带进宁夏、
内蒙古、甘肃和陕西等未知的，交通不便到达的
地区。正是在那里，人们用各种各样的手段来对
抗肥沃土地的减少。

  自从2014年夏天的实地踩点后，制片人/导
演T. Berrod和申娟博士(北京大学)，作为合作作
者，将带领摄制组于2015年春天开始拍摄。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特别是“CNRS音像部”和
CNRS中国代表处将密切关注拍摄的进展，CNRS中
国代表处将在以后的刊物中继续做跟踪报道。

沙子的运动

  这部纪录片得到中国科学院沙漠研究所、中国国家气象
局、中国植物研究所和甘肃省沙漠研究所的研究人员和实验
室的合作，以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音像部、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的支持。

制片人：Thierry Berrod

制片：蒙娜丽莎制片公司、法国ARTE电视台、Ushuaia电视
台、CNRS音像部、法国发展研究院(IRD)

共五集5X52’：

第一集 大沙漠(中国)：
绿色长城对黄色荒漠

第二集 咸海沙漠(中亚)：
沙漠之海(Aralkum)，世界上最年轻的沙漠，

第三集 阿塔卡马沙漠(Aralkum)(智利/秘鲁)：
最干燥的沙漠

第四集 撒哈拉(萨赫勒塞内加尔/摩洛哥/乍得/布基纳法索) ： 
从沙漠中夺回失地

第五集 澳大利亚沙漠(澳大利亚)：
沙漠大陆

监控沙丘(实验场，腾格里沙漠) 2CAREERI：中国科学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中国。

记录 记录

“当数字模式遇上风沙...”

  为了更好地了解中国的荒漠化， IPGP，
CAREERI2和研究人员不仅做学术工作，他们还在
内蒙古腾格里沙漠开发了一个实验场来根据风力
及其方向对沙丘形态的影响做全面研究。

  试验地位于腾格里沙漠中沙坡头的一片比
较平坦的沙丘，面积约为16公顷。在董治宝和
François Métivier教授指导下，纪录三年内的风和
地貌的变化，并同时观察沙丘的变化移动。这是
通过观察沙丘和风增长的相互作用来找到控制新
沙丘形成的解决方案。   

  “我们非常高兴，因为结果证实了我们的数
字模式的预测，”F. Métivier说，“现在我们知道
我们的模式是正确的，我们可以用它们来预测风
的趋势、范围和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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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疆法中考古队获得殊荣！
作者：Corinne Debaine-Francfort

  作为汉学考古学家， Corinne Debaine-
Francfort致力于中国西北地区的原始历史研究。
当中国大地还对外国人关闭的时候，她已开展了
十余年的科研交流，并且最终签署了中外考古合
作的第一份协议，并于1991年创建了新疆法中考
古队。  

  位于这片广袤干旱地区上的古绿洲，如果它
曾是中国、印度和波斯等古代大帝国著名的十字
路口(丝绸之路的里程碑)，是理解整个欧亚文明
最古老时期的关键，那么这里必将有待探索。因
此，面对这些挑战，最重要的是要与中国合作伙
伴建立一个真正的科学对话的平台，以及开创一
个新领域的研究。 

  科研目标是重新发现新疆的原始史时期，阐
明其在不断变化的环境(荒漠化)中和区域范围内的
定居史。为此，新疆法中考古队成立，旨在围绕
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南疆谷地“克里雅(Keriya)”
进行探索研究。该项目基于一个假设，即：根
据法国队的经验及其对中亚干旱地区类似环境
的知识认为：干涸三角洲农业定居点在原始时
期因灌溉而拥有可耕种的土地。随着这些在卫
星图像上可以区分的印迹，法中考古队探索了河
流的古河道，并证实了其设想：发现了近600个
遗址和收集点。包括有其它未知的文化：在喀
拉墩(Karadong)三世纪的佛教寺庙，设防的土城
墙，一个巨大的灌溉网络，几个在“圆沙古城
(Djoumboulak Koum)”经干燥处理的木乃伊墓地
(公元前第一个千年)和与北方居民有关的墓地(公
元前第三到二个千年)。

  “Simone和Cino del Duca基金会”2014年考古奖于今年6月授予由Corinne Debaine-Francfort领队的
新疆法中考古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员Corinne Debaine-Francfort当之无愧，该奖项旨在表彰
其自1991年以来对新疆原始历史遗迹的突出发现。作为国外考古研究团队，他们在中国执行的研究探
索任务，也首次获得了中国政府的批准。以下文章对新疆法中考古队工作的性质以及Corinne Debaine-
Francfort所属的研究团队“ArScAn”(UMR 7041)做出了相关介绍。

  随着对未知文化的发现，开展了二十年来
的科考工作再次深刻地更新了对原定为铁器时代
的“圆沙古城”的认识，它应是一段青铜时代的
文明，对此的依据主要是基于对易腐材料(家具、
木制建筑家居和墓葬、木乃伊或纺织品)的分析。
未来的研究将聚焦于这一系列的发现。 

  考古研究当然是一个团队的工作，为了顺利
开展考古工作，考古队需要由两国多方面的科学
家、专家以及赞助商共同组成，例如：从考古学
专家到纺织专家，从人类生物专家到卫星图像专
家等。研究涉及了众多方面，许多法国科研机构1

都被调动起来了。同样，参与的中国科研机构名
单可能会更长2。另外值得一提的是，该科研任务
还受到了哈萨克斯坦(Kazakhstan)科学院(阿拉木
图Almaty)动物研究所，以及EDF基金会、欧莱雅
研究和发展部的赞助。

关于新疆法中考古队

  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考古学和古代科
学混合研究单位(ArScAn UMR 7041)”和新疆考古
与文物学院之间的密切合作下，由法国外交和国
际发展部(MAEDI)支持，新疆法中考古队作为第一
个国外考古队，自1991年在中国重新开始研究工
作。在中国西北广大干旱地区，虽然绿洲作为丝
绸之路沿线的居住地，但其最古老的历史却一直
不明确。

  新疆法中考古队由Henri-Paul Francfort(CNRS
研究员)和王炳华(新疆考古与文物研究所所长)成
立于1991年，自1995年以来由Corinne Debaine-
Francfort和Abduressul Idriss(新疆考古与文物的研
究所名誉所长)共同领队。

Cah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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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inne Debaine-Francfort
(在2014年6月的颁奖典礼讲话)

  “Simone和
Cino del Duca基金
会奖项对于我们
研究进展是非常
宝贵的，我也要
向研究院的同事表示感谢，是他
们的帮助使我们考古团队做出如
此杰出的成绩，同时我们很荣幸
这一奖项具有纪念今年法中两国
建交50周年的特殊意义。”

ArScAn - 考古学和古代科学 (UMR  7041)

  UMR 7041“考古学与古代科学”(ArScAn)成立于1999
年，主要隶属于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InSHS)，其次为生态
与环境研究所(InEE)。共有177名常任研究人员。此外，还有
546名纳入研究计划的非常任研究者，包括法国和外国的教
师 - 研究人员、地方团体研究人员，80名博士生和377名巴黎
一大的博士生...

1CNRS, MNHN, LC2RMF, LRMH, EHESS.
2新疆考古与文物研究所，新疆科学院生态地理研究所，新疆植物标本馆，新疆博物馆，于阗地区文物局，东北大

学古DNA研究中心(中国吉林长春)。

记录 记录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坚定地致力于文化遗产的保护和修复，考古队的工作围绕三
个主要目标：(1)填补早期历史空白;(2)阐明定居演变和环境之间
的关系;(3)找出与周边中国大陆、大草原、中亚和印度世界的文
明联系。

  ArScAn涵盖5大洲，从史前到现代，基于野外作业，文
字和图像研究等。研究涉及考古、历史和艺术史、地质考古
学、建筑学、葬俗人类学、古环境、语言学和文学。科研混
合单位的研究在时间上涉及了从旧石器时代到美索不达米亚
的发展，以及近代，在区域上涵盖了所有亚洲(中东，中国和
中亚地区)，非洲(主要是西非)，美洲(智利和巴西)和太平洋地
区(美拉尼西亚，波利尼西亚)。
http://www.mae.u-paris10.fr/ars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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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编号001516
提交申请最后期限：2014年11月15日

候选人资格：
- 拥有人文和社会科学博士学位
- 当代中国研究专业
- 教研人员、研究员或获高等教育文凭者优先
- 欧盟成员国公民

详细信息和候选资格请参看法国外交部网站
在线申请：https://pastel.diplomatie.gouv.fr/
transparenceext/transparence_emplois_reseau_
diplomatique_consulaire.php#

您也可以下载此职位的招聘表格：
http://www.cefc.com.hk/wp-content/plugins/
newsletter/statistics/link.

  “中国展望”最新一期：主要内容是关于民
众大动员，旨在防止在台湾和大陆的污染及其政
治影响的问题。

环保主义的兴起：
  台湾和中国大陆的反污染抗议

CEFC官网：www.cefc.com.hk

CEFC招聘！法中创新奖：2014
年征集候选人
作者：法中委员会联络负责人Flore COPPIN

  为了扩大“法国技术 - 法国式，创新式”的
运动，法中委员会创建了第一届法中创新奖。

“中国展望”2014/3

  从11月5日至7日，许多法中专家将聚集在华东师范大学(“中国华东师大”)的校园，讨论和交流可
持续化学的研究和创新主题。在法国驻中国大使馆和法国驻上海和武汉总领事馆的协助下，研讨会由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学与社会联合研究院(JoRISS)组办。科学与社会联合研究院是一个研究和发展的国
际平台，它受到了华东师范大学、里昂高等师范学校、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里昂和罗纳-阿尔卑斯
大区大学的大力支持。FC2GChem的目的是使大众了解，在学术界和工业界中的可持续化学的研究和创
新，如何在未来几十年中带来社会进步和经济增长。本次会议还将专门介绍作为CNRS和Solvay集团联合
研究团队的JoRISS(SHS研究组)和E2P2L的工作。

请参看：http://www.ambafrance-cn.org/La-Conference-Franco-Chinoise-sur-la-Chimie-Verte

法中绿色化学研讨会：
更好的化学为了更好的生活

简讯简讯

简讯

  在 法 国 经 济 、 工 业 和 数 字 化 部 长
Emmanuel MACRON先生和法国国家高等教育和研
究部秘书Geneviève FIORASO夫人的领导下，该奖项
用以表彰从大学、学院、实验室、研究开发中心
到公司的法中联合团队所开发的卓越创新项目。

  三种奖项  - 新秀、研发、创新产品  - 将
由法中评委团的合作双方领导以及 INPI主任
Yves LAPIERRE先生授予。接受候选人申请时间为
2014年9月29日至11月10日。
网站：www.francetechnology.com

中法建交50年栏目：www.france-chine50.com

更多信息请联系： 
fcoppin@medef.fr
www.comitefrancechine.com

  法国当代中国研究中心(UMIFRE 18,MAEDI-
CNRS)招聘中心主任(2年合同可续约)。
任职时间：2015年9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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