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www.cnrs.fr

亚
洲
胡
蜂
雄
蜂

Ve
sp

a 
ve

lu
tin

a 
ni

gr
ith

or
ax

CNRS/NSFC
合作交流项目(PRC)

ASEAN-CHINE
社会规范研究

CFCIE
教育、社会发展智库-

中法教育创新中心

CNRS 
与中科院续签
合作协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CNRS在中国
No 27 / 春夏季刊 2018 实验室生活



2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跨越界限 No27  |  春夏季刊 2018  |  3 

封皮照片 : 
亚洲胡蜂雄蜂

Vespa velutina nigrithorax

© Eric DARROUZET

封皮照片 : 
胡蜂雄蜂捕获一只蜜蜂

的场景 

© Eric DARROUZET

目录

前言 3

分析

• CNRS访华科研人员数量：最新统计数据 4-5

时事

• CNRS与中国科学院续签合作协议

• CNRS国际合作局海外办事处年会在波尔多举行     

•《基因与癌症》国际联合实验室论坛在上海举行

• 数学家P. Ciarlet在复旦大学庆祝其80岁生日 6-14

项目

• ANR/NSFC双边合作：SeaBioP项目/ SUMMIT项目

• CNRS/NSFC合作交流项目(PRC)：北山地区造山带的构

造与变质研究/中法药物化学领域的发展合作前景

15-25

发现

• 中法两国教育及社会发展智库

• 应用于废水处理的催化作用 26-31

专题

• “社会规范演变”国际观察中心：日益增长的中国影响

力下的东南亚国家 32-36

简讯

• 2018年度MAFNEC考古学工作启动!

• 再生医学: CESMER武汉专题国际研讨会

• 新书专栏 37-39

目录

国的合作关系（见第6-8页）：重启法科研

中心在华合作内容的双边对话、探讨资源整

合并应用于一流大学与大型研究机构的重点

研究领域、描绘未来几年内的双边合作路径

等。

考虑到法科研中心在华业已开展的合作基

础，教育部部长的访华对于法科研中心在华

合作来说无疑是展示其在华重要项目独一无

二的机会（例如E2P2L国际科研混合单位，见

第8页)。本期季刊将选取一部分优秀项目，

向您展现法科研中心与中国正在进行中的合

作，并展示其研究主题（几乎涵盖所有学

科）、合作形式（例如与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的合作交流项目-PRC）、研究地域与合

作伙伴的多样性。本期刊物极好地展示了我

们的科研人员在与中国的科合作过程中所表

现出来的高水平与热情。

祝读者们阅读愉快! z

李岚珩

2018年7月25日

北京

迈向新活力！ 

也许细心的读者们已经注意到了，此

期«CNRS在中国»的版式设计相较之

前焕然一新。在参考法科研中心各机构宣传

材料的基础上，我们改版的目的在于提升读

者的阅读体验。此次改版主要得益于法科研

中心中国代表处的新同事李心女士，同时还

有我们的出版负责人谢路女士。

然而，版式设计的改变并不会影响前言部

分，后者依然聚焦于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与

其中国同事的合作项目。在本期前言部分，

通过对科研人员流动性与发表刊物计量学的

分析，以及法科研中心框架性合作数量的分

析（见第4-5 　 　页），我们看到了这背后积极建

立与加固两国科研合作的研究人员们。他们

在促进顶尖科研项目合作的同时，也使得法

科研中心与中国一流大学与研究院建立了合

作关系。

２０１８年６月２５日，值法科研中心与中国

科学院于北京更新合作框架协议之际，法科

研中心主席安多万·贝蒂先生同样重申了上

述合作方向，即与中国一流大学、研究院

建立稳固合作关系的重要性。此外，法国教

育、科研与创新部部长Frédérique Vidal女士的

同时访华，尤其是与重要中国合作伙伴的双

边高层会议也进一步促进了法科研中心与中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前言

刊物负责人：李岚珩、谢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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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分分析分析

法科研中心与中国间的科研人员流动
最近统计数据
撰文：李岚珩，D. Journo，李心

2017年法科研中心访华人员数量总体略有提升，由2016年的1 495上升至1 550。其中，化学、宇宙科学与人

文社科学领域的学者访华数量数多。此外，大部分访问地意料之中的位于北京与上海，而广州与武汉紧随其

后。访问任务的平均日期呈上升趋势，大部分访问介于7天与30天之间。访问目的很难用统计学数据具体表

示，但是我们知道三分之一的访问任务是关于科研交流的（研讨会等），而16%的访问则是关于联合科研工

作的开展。

相反，中国研究人员到法科研中心的访问数量相对稳定，尤其是博士生的接收（2017年法科研中心下属单

位有共计1 358名中国籍博士生，相较2016年的1 332）。此外，博士生的研究领域分布也与上一年相对一致：

大部分(60%)的中国博士生按照排列依次于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INSIS、化学研究所-INC、信息学与其相互作

用研究所-INS2I开展其研究。更多相关内容，我们将在下一期季刊（第28期）中具体阐述。

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访问中国概况况1 

在2010年至2015年访问量相对稳定的阶段过后，科研

人员前往中国的任务数量于2016年剧增(+20%)。2017年

的访问量增至1550，增长率较去年缓慢很多(+2%)，该数

值占法科研中心国际科研出访总量的2.6% （见下图）。 

从学科分布上来看，2017年法科研中心

各研究所对中国的出访量与2016年相近。

其中，6所研究所的访问量均占法科研中

心于中国总访问总量的10%以上。按顺序

排列依次为：化学研究所-INC(访问量与

2016年持平，266次，占总量17%)、国家宇

宙科学研究所-INSU(201次，13%)、人文与

社会科学研究所-INSHS(193次,12%)、工程与

系统科学研究所-INSIS(176次,11%)、国家核

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IN2P3(169次,10,9%)

、生物科学研究所-INSB(161次, 10,3%)。

其余四所研究所访问量紧随其后：物

理研究所 -INP(138次 ,8,9%)、国家数学与

交互作用研究所-INSMI(77次，2016年占总

访问量5,2%),信息学与其相互作用研究

所-INS2I(69次，4,45%)、生态与环境研究

所-INEE(46次，3%)。（见下表）

如针对同一研究所按年对比，我们发现生物研

究所与核物理研究所2017年中国访问量均大幅提

升，相反，人文社科研究所访问量较上一年有所

下降。

关于法科研中心出访人员所在的地理位置，不

出意外，三分之一人员来自法兰西岛大区（519

次），罗纳省（121次）与阿尔萨斯地区（117

次）紧随其后。

关于在中国的访问目的地，流动性访问任务目

的地可能位于多个城市，而系统仅记录一个主要

城市，因此统计数据并不十分准确。尽管如此，

通过该数据，我们依然了解到大部分法科研中心

的访问地均为中国的重要科研省市：北京（27%

），上海（17%），广州（4.77%）,武汉（4.45%

），香港（2.9%）。其次是厦门，珠海，南京，

西安，成都，这些城市吸引访问量相近（2%-3%

）。然而，尽管一些城市拥有重要的科研或是经

济实力，访问量却微乎其微：合肥（0.97%），昆

明（1%），沈阳（1%），深圳(1%)。

相比2016年，值得注意的是：广州访问量的增

长（2017年74次较2016年56次）与武汉访问量的

持续下降（69次较2016年86次）。此外，香港访

问量也从2016年的52次降至2017年的45次。武汉

作为传统的重要合作区域，其2017年访问次

数不及广东省，尤为值得注意。

未来几年需要对该趋势持续关注，因为

这很有可能意味着法科研中心与中国南部

城市加强合作的开端。

此外，同2016年一样，极少法科研中心

科研人员的访问地位于东三省（吉林，辽

宁，黑龙江）、中西部（山西，宁夏，甘

肃等）与西南部（重庆，四川，贵州，云

南）地区。

 由于访问类别的差别，17天的平均访

问时间并不是很有代表性。但是，科研人

员访问中国的平均时间呈逐年增长趋势：

超过30天的访问（2017年164次/2016年146

次）与7至30天的访问(2017年1011次/2016年

965次)数量明显增多。一般来说，人文社科

研究所与数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到华的访问

时间最长。2017年，访问量最多的月份为五

月（171次），十月（181次）与11月（220

次）。

此外，访问目的虽然很明了但是从数据

统计角度却很难量化。一方面，访问申请

人很少填写目的相关信息，另一方面，申

请表格时常需申请人在几个目的中选择一

个。然而，研究人员时而会有多个访华目

的（例如，科研交流、合作初期访问、实

地调查、开展具体科研合作工作等）并将

访问多个城市。因此，1550次访华行程中

有43%的申请表没有明确访问目的。但是，

我们知道近三分之一（数据稳定在31%左

右）的访问与科研交流活动有关（例如研

讨会），仅16%的访问与合作活动有关。z

1科研人员流动性指标主要为法科研中心科学计量学负责人员工作成果(CNRS/SAP2S)，辅助以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部分数据处理(BDC)。

所用数据为2017年统计。 

法科研中心科研人员访华次数变化趋势与海外总访问次数变化趋势比较

(2000-2017)     来源：Sigogne, BFC; 数据处理: SAP2S      

法科研中心各研究所2017年中国科研访问次数与占总数比例  

法科研中心科研人员访华次数 （以2000年百人次为基准）

法科研中心科研人员海外访问总次数（以2000年百人次为基准）

     法科研中心研究所           访问数量                              占总访问量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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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法科研中心与中国科学院续签合作协议

    China 
值法国总理菲利普访华进行国事访问之际，6月25日于北京，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和法科研中

心主席安多万·贝蒂（Antoine Petit）先生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签署了《中国科学院与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合作协议》。借此机会，安多万·贝蒂先生重申中科院作为中心亚洲首要科研合

作伙伴的重要地位。

撰文： Laurence Stenvot

近十余年来，中国科研水平的提高

使得国际科研版图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

化。在2001至2012年间，中国的科研支

出增长了890%，2016年科研支出占国家

GDP总值2,1%。预测表明，至2022年，中

国的科研预算将接近美国（占国家GDP总

值2.79%）。

中国科研系统的迅速发展得益于多个

因素：某些科学领域的一流专家学者（

化学，土木工程，基础生物学），强大

的人力、物力资源（每年新增55000名博

士），大型仪器（天文望远镜，海洋学

舰队，同步加速器与卫星1），日益增强

的国际化科研活动与智力产出（在世界

范围内，中国的科研出版物、发表量名

列前茅）。相较欧洲，这种腾飞式的发

展不能不让人惊讶，如果我们考虑到中

国的第一批大学距其建立之初仅有百年

之久，并且公共科研设施仅仅是在文化

革命之后（1966-1976）才开始重建。

«从政治角度上看，科学对中国有着重要价值，

在政治讲话中，科学被提起的频率远高于其它话

题。中国政府懂得对于一个国家来说，他在国际

舞台上的地位是与他的科技水平密不可分的，这

也是中国选择大力投资科技发展的原因。»

 -法科研中心国际合作局（DERCI）局长Patrick Nédellec先生

解释到。P. Nédellec先生在2011-2013年间曾担任法科研中心

中国代表处主任一职。

1CFOSAT为众多中法大型科研合作项目中的一项，更是由第一颗中法卫星，且法科研中心在该项目中起重大作用。

*该文章法语原文为法科研中心传媒部门编写。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和法科研中心主席安多万·贝蒂于签字仪式上

时事

中法合作40年纪事

上世纪70年代，中法达成政府间科研合作框

架协议2，随后，在1978年，法科研中心与中国

科学院（CAS）即首次签署了合作协议。该协议

为首个中法科研机构间合作协议。

因此，法科研中心是首批与中国进行合作

的国际科研机构。今天，在合作项目数量上，

中国已经成为法科研中心在亚洲的首要合作伙

伴。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每年的访华数量也逐

年递增（2017年，访问人次共计1550次，占法科

研中心国际出访总量的2.6%）。

自1995年法科研中心在北京设立中国办事处

起，中心在中国的合作伙伴数量同样逐年递增，

与中国的科研合作交流亦是愈加繁盛。时至今

日，法科研中心在中国拥有一所位于上海的国际

科研混合单位（UMI）-“绿色产品和工艺国际联

合实验室3”，一所法国对外文化教育中心科研混

合单位（UMIFRE）-“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4”，

再加上三十余个框架性合作项目5。法科研中心

与中国开展的科研合作，对于维持其在国际科研

产出领域的地位是不可或缺的。

2 1979年6月26日第79-555号法令，发表了关于法兰西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978年1月21日在北京签署的科技协议的相关事项。

3  绿色产品与工艺国际联合实验室-E2P2L为国际科研混合单位（UMI），主要由法科研中心与Solvay集团联合成立。

4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CEFC为法国对外文化教育中心科研混合单位（UMIFRE）,主要由法科研中心与法国欧洲与外交部联合成立，旨在对现代中国相关问题

展开研究。

5  详见法科研中心与中国科研合作进展手册中文版2018-2019：https://cn.ambafrance.org/-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刊物-3819-

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法科研中心主席安多万·贝蒂与法国高等教育、科研与创新部部长Frédérique Vidal于中科院进行会谈，北京，2018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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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评审

并资助法科研中心的在华合作项

目（此前由高校资助）将为中心

带来多年以来所期望的重要改变 »
-国际合作局局长 P. Nédellec 

E2P2L国际科研混合单位参观 (上海，2018/06/23), 法国高等教育、研究与创新部

部长Fréderique Vidal，法科研中心主席安多万·贝蒂与实验室主任Stéphane Streiff参
与了活动。

时事

法科研中心国际合作局海外办事处年度会议 

2018年5月14-18日  

   法科研中心海外办事处负责人们参

观波尔多实验室，一个重新发现地
区优秀实验室科研潜力的机会。

5月17日，法科研
中心总部。与中心10
所研究所代表、中心
主席安多万·贝蒂的
工作会议。

以加强中心国际
影响力为目标，会议
围绕着中心的国际发
展策略、与科研机构
的合作关系等进行。

海外办事处代表交流会议
同人力资源部门、合作

伙伴与成果转化部门进行
讨论。会议包括接待外国
学生与公私合营等问题的
讨论。

5月15日：由法科研中
心主席安多万·贝蒂与
波尔多大学校长主持开
幕仪式。会议主题：中
心与高校在国际范围内
的协同作用，科研活动
的欧洲视角，公私合
营等。

5月18日，本届波尔多国际合作局海外办事处年会结束。 
图为欧洲合作局团队与各海外办事处主任。

时事

2018年海外办事处年会的第一部分选择了在波尔多进行。为期两天的活动安排十分紧凑：各办事处

主任交流会、波尔多大学交流会、实验室参观、与波尔多研究人员探讨国际合作等。会议活动以由

安多万·贝蒂（法科研中心主席）与José Manuel Tunon de Lara（波尔多大学校长）开场致词的的

圆桌会议开始。会议着重讨论了如何与工业界、与欧洲国家在科研领域发展国际协同作用等问题。

例如，我们希望建立更

多国际科研混合单位，尤

其是在粒子物理领域。如

果这些大规模的深入合作

项目能顺利开展，我们将

有针对性地转换与中国的

合作方式，使之更符合中

方合作伙伴的期待。»

“

”

随着越来越多的国际

联合实验室在中国建立起

来，法科研中心在这个过

程中也见证着中国科研水

平的腾飞。今天，法科研

中心要进一步加强其在中

国的合作。

-国际合作局局长 P. Nédellec

科研合作协议的续签

据上次法科研中心主席来华已有八年之

久，中科院亦为中心在华科研合作的重中

之重。安多万·贝蒂主席此次来华与中科

院续签合作协议，无疑验证了法科研中心

对中国合作伙伴的重视。在国务院总理李

克强和法国总理菲利普，法国高等教育、

科研与创新部部长Frédérique Vidal的共同见

证下，中国科学院院长白春礼和法科研中

心主席安多万·贝蒂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共

同签署了合作协议。

协议旨在延续两所机构间的科研合作，

建立更多的联合实验室，鼓励两国间科研

人员往来。中心主席的访华展示了法科研

中心通过发展长久的、框架性的合作来加

强其在华合作的意愿。此外，另一项与中

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的合

作协议也即将于今年秋季签署，该协议旨

在由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向双边科研

合作项目提供资助，例如国际联合实验室

（LIA）或是国际科研网络（IRN）。

中国作为一个与世界科研相融合的知识

生产大国，其与法科研中心围绕着大型科

研设施与国际科研项目展开科研合作，从

根本上改变了法科研中心的合作项目尺度

与性质。 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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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事

      Hugues de Thé 教授(法兰西公学院)与陈竺教
授(上海交通大学),上海瑞金医院，2018/04/7-8

«基因与癌症» 国际联合实验室论坛

«基因与癌症»国际联合实验室附属于中法生命

科学和基因组研究中心。实验室的成立基础为

法科研中心与上海瑞金医院下属的中法生命科学与

基因组研究中心的合作成果，尤其是陈竺教授、陈

赛娟教授与Hugues de Thé教授关于急性早幼粒细胞

白血病靶向治疗的研究。实验室成立于2015年，其

成立反映出了中法双方加强医学领域研究合作的意

愿。该国际联合实验室开发创新项目，旨在识别并

利用新兴的、适合的靶分子与靶细胞治疗癌症。

该实验室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汇集了癌症所涉

及的三个最重要机制的科研团队：蛋白质翻译后修

饰、端粒与血管生成调控。由于老化生物学同样涉

论坛于2018年4月7-8日在上海瑞金医院成功

举办。会议旨在总结、讨论 «基因与癌症»国际

联合实验室的工作。该项目为中法生物医学研

究领域的重要合作，陈竺教授1于此次高层会

议的特别参与更使得其备受关注。目前，该项

目已经开展到了第四年。

1陈竺教授，血液学家，分子生物学家；2007至2013年间，陈竺曾被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部长；

第十二届、十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及以上三个机制，因此主题的接近使

得研究产生了新的协同作用：在癌症

和老年慢性病领域都产生了有价值的

基本、转移成果。 

该医疗科学合作充满了活力，不仅

促进了中法实验室优秀学生、青年研

究人员和医生的互换与交流，同时也

推动了新科研团队的建立，以及与在

华法企建立新的合作伙伴关系。

斯乔伯格（Sjöberg）奖授予中法癌症领域国际合作

瑞典皇家科学院于2018年2月6日将今年的Sjöberg奖项授予了Anne Dejean-Assémat教授

（上海巴斯德研究所/法国国家健康与医学研究院），Hugues de Thé教授（法兰西公学

院）与陈竺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以表彰他们在急性早幼粒细胞白血病（血液癌症中

最为恶性的一种）科研领域的卓越贡献。Sjöberg奖项创立于2016年，旨在表彰为治疗癌

症领域做出卓越贡献的科研人员。

该中法团队合作已有十余年且研究成果丰硕。合作历史主要包括从2006

年至2014年的由Hugues de Thé教授与陈竺教授带领的«癌症中蛋白质翻译后修

饰-MPC»国际联合实验室，以及此后从2015年至2018年的血液学国际联合实

验室。

(来源：academie-sciences.fr)

陈竺教授（上海交通大学），研究员，中国科学
院院士

陆一鸣教授，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瑞金医
院急诊部（科）主任和创伤中心主任、临床医
学院急救医学教研室主任

时事

更 多 信 息 请 见

2018-2019版《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与

中国科研合作进展

情况》中文版手册

第54-55页。

链接：ambafra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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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数学家在中国

著名数学家Philippe G. Ciarlet
在上海复旦大学庆祝其80岁生日*

撰文：Claude-Michel Brauner1与Jean-Michel Coron2 

复旦大学于1905年建校，为中国最负

盛名与历史最悠久的高等院校之

一。此外，复旦大学为中国九所顶尖高校联

盟（C9）成员之一。在美丽的邯郸校区，坐

落着140余米高的标志性建筑物-光华楼。在

此，受李大潜教授（中国科学院院士、法国

科学院外籍院士）邀请，我们共同庆祝了数

学家菲立普希阿雷（Philippe Ciarlet3）的80岁

生日。

菲立普的生日庆祝仪式，暨中法应用数学

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SFMA国际论坛是在该联

合实验室的合作框架下进行的4,实验室中法

方负责人为李大潜院士与Jean-Michel Coron教

授。

会议于2018年5月7-11日成功举办。7日上

午，在会议主办方代表李大潜院士讲话后，

上海法国领事馆科技专员Gaétan Messin，北京

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李岚珩为会议开

1 C.-M. Brauner为法国应用数学与工业数学协会-SMAI在中国的协调负责人，波尔多大学（波尔多数学研究所）的资深教授。同时，他目前担任中国科

学技术大学（位于安徽省合肥市）的客座教授

2 J.-M. Coron为LIA SFMA的法方项目负责人，法国科学院院士，巴黎索邦大学教授（Jacques-Louis Lions 实验室，7598号科研混合单位）

3 如想了解更多关于菲立普的职业生涯履历与研究成果，请移至其个人主页：https://www6.cityu.edu.hk/ma/people/ciarlet/ciarlet.html
4 LIA SFMA在法国方面聚集了法科研中心，应用数学中心与Laurent Schwartz数学中心（巴黎综合理工学院），Jacques-Louis Lions实验室（巴黎索邦大

学），波尔多数学研究中心（波尔多大学/波尔多综合理工学院），Élie Cartan研究所（洛林大学）；在中国方面聚集了中法应用数学研究所（复旦大

学），教育部数学中心（北京大学），中国科学院数学与系统科学研究院。SFMA国际联合实验室近期进行了为期4年的合作协议续签。如需了解更

多，请移至《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合作进展情况》手册（ 中文版第82-83页）。

时事

幕式发表了致词。

会议结束后的星期六当日，上海法国驻华总领事

Axel Cruau邀请参会人员参与了中法双边科技合作协

议建立40周年纪念活动。参与活动的还有法国驻华

大使馆科技参赞Pierre Lemonde，以及数名法国科学

院院士。参与人员借此机会还参观了被列为上海市

历史建筑的领事府邸。

菲立普在巴黎第六大学的任教经历，其关于有限

元分析、弹性理论、板壳理论、微分几何应用、泛

函分析的研究，是科研群体中大家所熟知的

话题。

菲立普曾经是法国顶级工程师学校巴黎综

合理工学院 (X59) 与国立桥路学院的学生。在

R. S. Varga的指导下，他于1966年在美国克里

夫兰市凯斯西储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紧接

着他在Jacques-Louis Lions的指导下于1971年在

巴黎科学学院完成了国家博士学位论文。菲

立普于1966-1973年间，曾担任国立路桥学院

中央实验室数学部主管；1967-1985

年间，曾担任巴黎综合理工学院讲

师；1978-1987年，曾担任国立桥路

学院教授。1974至2002年间，菲立普

曾担任巴黎第六大学教授，在此期

间，尤其是1981至1991年间，他领导

了数字分析实验室的工作（现在的

Jacques-Louis Lions实验室，7598号科

研混合单位）。1991年，他被任命

为法国科学院院士。2002年，他被

任命为巴黎第六大学的名誉教授。

本篇文章将着重介绍菲立普在中

国进行的数十年的教研工作5。

菲立普的首次访华是在1982年（

陪同Roger Temam），此后其多次访华

5感谢李大潜院士向我们提供了他于5月9日在Philippe Ciarlet庆生宴会上的讲话文稿。

像菲立普一样的著名科学家通过香港

选择了中国继续他的职业生涯，而不是

美国，这是一件极具意义的事情。

*本文于第116期MATAPLI首次发表（MATAPLI为应

用数学与工业数学协会-SMAI的联络公告）。

时事

https://cn.ambafrance.org/-<6CD5><56FD><56FD><5BB6><79D1><5B66><7814><7A76><4E2D><5FC3><4E2D><56FD><4EE3><8868><5904><520A><7269>-38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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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 G. Ciarlet

并于2002年受聘于香港城市大学。复旦大学

与西安交通大学分别于1994年与2006年任命

其为荣誉教授（见右侧图片）。

他的著作Numerical Analysis of the Finite Element 

Method et Mathematical Elasticity, Vol. I, 在1977年与

1992年被翻译成中文。

回顾历史，早在1998年的上海，复旦大学

即与巴黎综合理工学院在两国时任主席（总

统）的大力支持下联合建立了中法应用数学

研究所-ISFMA。第一任研究所中法负责人分

别为谷超豪与Jacques-Louis Lions。菲立普为当

时研究所创立成员之一，并在1999至2001年

间担任研究所负责人，在2001至2003年间他

担任了研究所科研委员会负责人一职。菲立

普曾领导了多次不同的科研思潮，例如2001

年关于版壳理论，2006年关于微分几何应用

的学会与研讨会等。正是依托于中法应用数

学研究所的专家能力与法科研中心的大力支

持，中法应用数学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SFMA

于2014年得以正式成立。

此外，菲立普在中国参与了众多编著发表

活动:他是中国数学年刊、计算数学学报的编

纂者；他还是众多系列著作的编著者（由高

等教育出版社从2008年起出版的法国数学大

师著作系列丛书，由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从

2016年起出版的当代数学系列丛书）

2009年，菲立普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外籍院

士。此外，上海市于2006年为其颁发了国际

科技合作奖。2011年，菲立普成为香港城市大学校聘

杰出教授。每每提及此事时，菲立普总是喜欢讲述

1999年在他刚刚接到香港城市大学的邀请时，Jacques-

Louis Lions对此事的评价：“要是有人给了你一个听起

来疯狂、荒谬的提议，永远别一口回绝！”

十余年来，菲立普在香港通过举办面向公众的“法

国-香港杰出讲座系列”，弘扬了法国科学院与法兰

西公学院的科研精神。

在法国科学院与法国驻香港领事馆的大力支持下，

该系列讲座论坛成功邀请了众多杰出法国人士参与，

其中包括五位诺贝尔奖得主与三位菲尔兹奖得主。在

2015年，菲立普被选为香港科学院院士。

2018年11月12日，为庆祝菲立普的生辰与法国与香

港城市大学的科研合作，香港城市大学将举办主题日

活动。届时，李大潜院士，Serge Haroche教授，Jean-

Marie Lehn教授，Pierre-Louis Lions教授与Jean Salençon教

授等多名中法数学领域专家将出席活动。 z

图1：菲立普在复旦大学
（1994）

图2：1994年菲立普被任命为复
旦大学荣誉教授

© 李大潜，复旦大学

时事

法国国家科研署/国家自然科学基金

委员会双边合作             

通过与海外资助机构达成双边协议，法国

国家科研署帮助本国科研人员建立、加

深相关国际科研合作。因此，法国国家科研署旨在

挖掘优秀的欧洲、国际科研团队。

双方合作目的在于资助创新性的双边合作，这些

项目明显区别于目前法国本土正在进行中的项目。

此外，获批项目需要充分发挥各国研究团队间的

协同作用，并且真正融入到共同的科研工作当中。

2017年获得法国国家科研署审批的4个

项目涉及到法科研中心不同领域的研究团

体。在此，本文将介绍其中两个项目：海

洋生物可以领域的SeaBioP项目与材料科学

领域的Summit项目。

在下一期的«CNRS在中国»季刊中，我们

将继续介绍其它两个获批项目。

2017年度ANR/NSFC双边合作项目批准名单

                        项目名称 法方机构 中方机构

Bioplatform 基于六碳二酮HHD平台分子的生物质高值化转化基础研
究

UMR 7285 
(ic2mp)

华中科技大学（武汉）

Predict_2D 
_NanoMat

基于进化算法预测新型二维纳米材料 UMR 6503           
(Univ.Poitier)

西北工业大学（西安）

SeaBioP 海水代替淡水制造生物塑料和应用技术 UMR 7182 
(icmpe)

清华大学（北京）

Summit 亚微尺度冶金学：如何抑制间歇式塑性变形？ UMR 5275 
(isterre)

西安交通大学（西安）

*表格中用灰色标记的两项为本期刊物将要介绍的项目。

 ANR/NSFC 
菲立普最新重量级著作：《线性与非

线性泛函分析及其应用》不久前被

翻译成中文。就像李大潜院士强调的那样，

菲立普的著作，尤其是被翻译成中文的这部

分著作，对中国数学研究领域的师生影响深

远，特别是在复旦大学。



项目项目

16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跨越界限 No27  |  春夏季刊 2018  |  17 

SeaBioP项目

激励工业创新：运用海洋生物技术生产生物塑料

近年来塑料制品的大规模使用产生了诸多环境与生态问题，其原因一方面是对石油资源的

依赖，另一方面是由塑料制品降解速度缓慢所导致的材料累积，这些问题促使当今科技界关

注于更加“环境友好”的新材料研发，这些材料既来源于生物界，又能够生物降解。这也是

由法科研中心与清华大学研究团队共同进行的SeaBioP项目的研究目标。

该项目为法国国家科研署（ARN）项目，由Valérie Langlois1 与陈国强教授2负责。

在这些新材料中，多聚体（聚羟基链

烷酸酯）（PHA）是从天然基质与

细菌中通过生物技术获得而来的天然生物聚

酯。它们具有可以完全生物降解的能力，因

为在微生物体内存在着一些酶系统，能够将

这些材料转化为可被生物同化的衍生物。不

过目前由于生产成本高昂，PHA材料极少应

用于大批量生产。此外，处理细菌所涉及的

生产过程非常复杂，并且涉及到灭菌程序、

产量非线性增长与大量淡水消耗等问题。

在此背景下，为期42个月的Sea-BioP项目

将首次汇集巴黎东部化学与材料研究所（IC-

MPE）与清华大学合成与系统生物学中心，

其共同研究目标为合成可再生生物聚酯与功

能性生物聚酯，运用新技术突破目前发展瓶

颈，即旨在降低能耗、减少淡水消耗、简化

发酵过程等。

应用基于海水的生物技术可以达到持续地

进行发酵，从而减少淡水消耗的目的。

另一项创新是为海洋细菌，例如盐单胞菌属提

供新的基质，以便从廉价且能大量供应的基质中

生产塑料，这些基质无法应用于农业领域，或是

源于家庭垃圾。除了降低PHA在大规模应用中的生

产成本之外，为这些材料的应用创造更高的附加

值也同样重要。

清华大学实验室将致力于开发基于海水的生物

技术，为ICMPE提供功能性PHA材料。然后，ICMPE

将通过化学改性处理来提高材料的应用附加值。

例如，通过空气中水分的吸收程度来控制其亲水

性的材料，以及通过外部刺激来控制涂层硬度的

材料（通过控制嵌段共聚物的结晶过程）。

1 来自巴黎东部化学与材料研究所-ICMPE，(CNRS-UPEC), 7182号科研混合单位, 蒂挨市, 法国

2 来自清华大学合成与系统生物学中心

3 MMCD (LabEx)项目：高耐久性建筑材料多层次建模与试验、土木工程及环境材料特性。

我们建议让这些聚合物的表面

功能化，使其具有酸碱敏感性或

温度敏感性，以便开发出具有可

转换性质的膜或其它材料。

“

“

这些研究将有助于生产现阶段难以实现的自修复涂层或完成

对材料表面平整度的控制（根据温度变化完成材料表面从平坦

到粗糙的变换）。该项目成功与否将根据生产过程的效率以及

PHAs的化学改性效果，即是否得到了高附加值的新型应用，来

进行评估。此外，此类应用可能无法通过直接生物转化或简单

的化学合成来获得。

该合作联盟在生物技术与聚合物化学方面具有互补优势，以

促使SeaBioP项目在设计、研发新的环境友好型生物材料方面取

得成果，并满足当今技术、环境与社会需求。z

巴黎东部化学与材料研究所（ICMPE，7182号科研混合单位）

在法科研中心和巴黎第十二大学（UPEC）的支持下，ICMPE于

2007年成立，是一所化学与材料科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实验室。

其多学科的研究活动围绕以下四个领域进行：能源材料，纳米

材料与尺度效应，环境友好型材料与可持续发展，以及与健

康、生命互联相关的化学研究。

ICMPE的科研活分布于两个关系紧密的科研部门中：分子化学

和高分子材料组，冶金和无机材料组。两个部门共有五个研究

团队与六个技术平台。研究所拥有约100名专职和约50名非专职

研究人员，均为分子化学、高分子材料、金属材料或无机材料

领域的专家。

凭借其突出的多学科特点和高性能技术平台，ICMPE发展了

众多国际（欧盟，国际联合实验室）、国内（法国国家科研

署，Labex MMCD3）和工业界的合作伙伴，使其在当今化学与材

料科学领域处于顶尖水平。

瓦列莉·朗格络瓦 (Valérie Langlois) : 巴黎第十二大

学教授;巴黎东部化学与材料研究所副主任（ICMPE, 

7182号科研混合单位）。

ICMPE“复合聚合物系统” 研究团队的负责人 

陈国强教授重点研究聚羟基

链烷酸酯（PHA）微生物材料

的代谢工程以其应用。1994年

进入清华大学后，他在中国大

力开展了微生物工业方面的工

作。

在 3 0年 的 微 生 物 生 理

学、PHA材料微生物生产与应

用的研究生涯中，他发表了200

余篇国际文献、获得了12000次

引用（H-指数为55）和30项专

利，另有40项专利在报批中。

其开发的技术已经在数家公司

用于大规模生产微生物塑料

PHA。

2014年他获得了英国曼彻斯

特大学合成生物专业的教授职

位，并获得了微生物生产领域

的诸多奖项。

2015年以来，他被任命为清

华大学合成与系统生物学中心

的主任。

973“合成生物学”项目的

首席科学家。连续7年获得清

华大学高论文他引的“梅贻琦

奖”。

www.icmpe.cnrs.fr/?lan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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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MMIT项目
亚微米尺度冶金中的塑性不稳定性

结合西安交通大学1与法国团队（5275号科研混合单位）2的专业能力，SUMMIT项目提供材

料力学的定量与创新分析，旨在“抑制亚微米水平冶金中的塑性不稳定性”。 

Jérome Weiss教授和刘刚教授为该法国国家科研署（ANR）项目协调负责人

伴随纳米技术发展而来的微型化趋势需

要我们在研究材料力学的时候从微米

级转化至纳米级。在微、纳米这样的尺度中，金

属的塑性特征发生了彻底的改变：屈服点异乎寻

常地高且多样化程度高，同时又具备间歇性的塑

性不稳定，使得机械部件的流线型或其工作状态

中的稳定性受到影响。尽管有许多观察表明引入

一种微观结构扰乱机制（合金）可以消除这些塑

性波动，但该效应在抑制塑性不稳定性方面尚未

进行量化分析。因此，将材料特性与力学波动相

联系起来的理论框架的缺失，使得这些方法的实

际使用受到了严格限制，特别是对于微机电系统

来说（MEMS）。

将中国团队（西安交通大学金属材料强度国

家重点试验室）在材料制造与微尺度力学表征方

面的专业知识，和法国团队的理论、数字建模结

合起来，项目组提出了如下定量研究方法： 

（1）了解此类波动性的来源。

杰郝姆·维斯教授 

Jérôme WEISS 

研究员

法科研中心ISTerre学院主任：

断层力学

ISTerre学院（地球科学研究院）聚集了格勒诺布

尔-阿尔卑斯大学联盟（COMUE UGA）中的格勒诺布

尔-阿尔卑斯大学的所有地球科学研究人员。学院在

科研上旨在对地球进行物理化学研究，特别是将自然

物体观测、实验和相关复杂过程建模相结合。

该科研混合单位（UMR）由格勒诺布尔大学-UGA，

法科研中心 -CNRS，萨瓦大学 -USMB，法国发展研

究院-IRD，法国交通发展规划和交通网络科技研究

院-IFSTTA共同组成，共计300余人，内设9个研究团

队。

该单位是格勒诺布尔宇宙科学天文台OSUG和格勒

诺布尔大学研究中心的一部分。该单位同时保障对固

体地球的观测任务，安置和维护国家地球物理仪器园

区以及一个数据中心。

1刘刚教授，西安交通大学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试验室。

2杰郝姆·维斯（Jérome Weiss)教授：格勒诺布尔Isterre学院科研主任

（CNRS: 5275号科研混合单位，IRD: UR 219）。

*SUMMIT项目合作伙伴：地球科学研究院-ISTerre / 工艺与材料科学实验

室-LSPM / 异构环境物理力学实验室-PMMH / 西安交通大学金属材料强度国

家重点试验室。

（2）探讨如何在传统冶金中，在亚微米尺度上

引入合金元素，以硬化材料，抑制间歇性塑性变

形。

（3）以减少或消除微小尺度下的各种材料不稳

定性为目标，提出冶金策略。

以上研究将具体通过对各类纯金属或合金金属

微柱进行压缩测试、对塑性波动进行统计分析、

以及开发新有限元模拟工具相关理论（明确引入

过程的随机性）等实际工作来完成。

中法合作伙伴早在2015年就已经开展了非正式

合作，他们合作所迈出的第一步为量化金属铝和

铝合金的波动性，揭示了一种对塑性间歇改变

产生影响的扰乱效应，并提出了一个基于平均

场模型的理论框架，该模型引入了过程随机性

并结合了外部尺寸与扰乱的综合效应3。不过，

该分析仅限于面心立方结构（FCC）铝合金的情

况。

就亚微米级间歇性塑性问题、以及在减少相

关有害效应的政策制定方面，为了对总体前景

进行展望，研究人员提议将该先驱研究方法扩

展应用于中心立方（CC）和六角形（HCP）金属

与合金研究。对于这些材料来说，其它机制可

能同样会对研究进程与成果产生影响。z

刘刚，西安交通大学材料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研究方向：

• 金属材料强韧化与多尺度断

裂行为研究

• 铝合金时效动力学及其模拟

• 金属薄膜材料的力学性能表

征与尺度效应研究

• 材料的微观结构-宏观性能

量化联系

至今在国内外知名期刊上

发表SCI检索论文50余篇，文

章被SCI期刊文章它引500余

次。

   金属材料强度国家重点实验室的前身是1963年由高教部和国

家科委批准成立的金属材料及强度研究室和1985年由国家教委

批准成立的金属材料强度部门开放实验室。

实验室着重研究材料力学行为基本规律、特异现象和材料服

役效能，主要研究方向包括：(1) 材料力学行为表征与评价; 

(2) 表层材料性能及表征; (3) 高性能材料及其应用; (4) 严酷

工况下材料服役性能。

研究重点为：根据材料的服役行为和使用要求，提炼表征材

料基本属性的性能参量，研究恰当的评价方法和判据指标，把

握材料成分、组织和性能三者之间的关系，在实际应用中检验

并反馈于材料设计和工艺优化。

3Zhang P, Salman O.U., Zhang J-Y, Liu G, Weiss J, Truskinovsky L, Sun J. Taming intermittent plasticity at small scales. Acta Mater. 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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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CNRS/NSFC 
合作交流项目 (PRC)  

关于法科研中心在中国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与合作交流项

目-PRC的开展，自2013年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与中心

联合资助了大部分的此类项目。我们将为读者展示2016年度获批的12个

项目名单与2017年度获批的13个项目清单（见第23页）。此外，本期刊

物将展示部分项目概要与其合作伙伴，对此，代表处对提供相关介绍的

项目负责人表示由衷感谢。

     
CNRS

研究所

科研混合

单位
项目名称 中方合作机构

1 INSB UMR5203 代谢型谷氨酸受体mGluR2的异源复合物激活机制研
究

华中科技大学

2 INSB UMR9198 染色质重塑因子调控造血发育早期分化的机制研究 南方医科大学

3 INC UMR6296 铁化学在环境修复技术中的应用 武汉大学

4 INC UMR8247 锂离子电池硅基负极材料电极过程的原位/非原位谱
学研究

厦门大学

5 INSU* UMR5183 锂离子电池硅基负极材料电极过程的原位/非原位谱
学研究

南京大学

6 INSU UMR7516 中亚造山带北山地区构造演化的地球动力学过程及
其构造岩浆制约

中国科学院广州地球化
学研究所

7 INSU UMR7294 依托单细胞分析技术进行海洋浮游微食物网动态研
究

中国科学院海洋研究所

8 INEE UMR5254
有色矿区重金属及选冶药剂复合污染的微生物地球
化学原位成矿修复过程中的微生物群落多样性、结
构及功能研究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

9
INS2I
INSIS

UMR7239 热力耦合作用下亚稳β钛合金的β→α相转变行为
及变体选择机制

西北工业大学

10 INSHS UMR5314 农业合作组织及行业协会在食品安全及质量控制中
的作用分析

西南财经大学

11 INSMI UMR6620 自守形式与素数分布 山东大学

12 INSMI UMR7586 随机最优控制中的分析与几何方法 四川大学

1表格中用灰色标记项目为本期刊物将要介绍的项目。

*该项目在CNRS在中国季刊第26期，第18页至第21页撰有专项介绍文章，欢迎查阅。

2016年度CNRS/NSFC合作交流项目批准名单（资助期：2017-2019） 卡莱尔·舒曼教授（法方

项目协调人）是一位地

质构造学家，他在欧洲海西褶皱

造山运动研究以及中亚型造山带

（CAOB）蒙古、中国部分的造山

运动机制研究领域做出了重大贡

献。他领导着一个跨学科的专家

团队，且团队涉及了广泛的科学

领域。他在地质构造、地球物理

和地球化学综合研究领域拥有30

多年的经验。

卡莱尔与袁超教授及各自团队

之间的国际合作实际是从一位学

生（Jérémie Soldner）开始的。他

于2013年至2014年在斯特拉斯堡

全球物理研究所进行了为期2年的

硕士阶段学习。也是在2013年，

法国研究团队被邀请到中国北部

地区参加一系列实地考察。该活

动目的为收集天山地区西部的高

压岩石样本。此外，围绕该考察

内容撰写的一篇文章首次在国际

北山地区造山带的构造、变质研究
中亚型造山带（CAOB）古生代演化研究（中国西北部）

该法科研中心-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旨在促进和加强斯特拉斯堡大学地球物理研究所

法国团队和位于广州的中国科学院地球化学研究所（GIGCAS）中国团队之间的国际合作。双方带

头人分别为卡莱尔·舒曼（Karel SCHULMANN）教授和袁超教授。

本项目由袁超1和卡莱尔·舒曼2领导。

自2004年以来担任斯特拉斯堡大

学教授。

研究领域：

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构造地质学，造山构造学，演变

地质学，微观结构和构造学，岩石

形成，岩石流变学。

拥有30年的实地考察经验：

• 海西褶皱带，欧洲； 

• 中亚型造山带（CAOB），中亚（蒙

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

中国）； 
• 马达加斯加和芬兰的元古代地层；

• 西喀尔巴阡山脉（斯洛伐克、匈牙

利、罗马尼亚）。

当前研究内容: 

• 高压岩石折返机制（海西褶皱

带，马达加斯加）；

• 中亚地区的构造演化和地壳初期

增生；

• 流变学与多相构造岩变形、局部

熔融岩的微观结构；

• 岩浆制约与构造建模等。

1地球化学研究所教授（GIGCAS，广州）http://english.gig.cas.cn/
2自2004年以来担任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 /IPGS，7516号科研混合单位，地球物理研究

所-INSU：ulrich.achauer@unistra.fr  ; schulman@unistra.fr 

科学期刊上得到了发表。

这是中法合作取得的第一批成

果，涉及中亚造山带的后期演变，

包括增生系统的结束。2015年，随

着广州地球化学研究所的学生开始

撰写其博士论文，中法合作得到了

进一步的扩展和巩固。借此机会，

两个团队的研究工作重新聚焦于北

山造山带的构造演化，以了解演化

过程中的早期构造情况。双方团队

在科学领域的专业互补性使得他们

在研究中能够应对可能遇到的各种

中亚造山带相关问题，并提出新的

地质构造模型。

中亚造山带（CAOB）被认为是现

存最大的陆地显生宙增生链之一，

其特征是具有漫长的构造历史，涉

及多次海洋潜没、增生和陆相沉积

等过程，它的形成非常复杂。位于

造山带南部的北山造山带是中国北

部、塔里木地区的稳定地块与蒙

项目

卡莱尔·舒曼 
Karel Schulman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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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中国北方地质增生系统相融合的结果。

因此，该造山带对理解增生链中的小规模大陆增长过程具有关键作

用，同时也有助于理解中亚造山带中大规模的陆地增长过程。在过去

十年中，研究人员在该地区提出了地球动力学的新模型，但对其古生

代构造历史的了解仍然十分有限，不明之处甚多。

造山带中存在的高度变质岩（榴辉岩和麻粒岩）、典型的存在于潜

没、增生、碰撞地区的岩浆岩以及蛇绿岩是极其有价值的线索，有助

于整个增生链的构造重建。

因此，需要在多尺度上通过新的研究方法对这种重建进行评估，以

便更深入地了解在地质岩浆演变过程中遗传下来的不同特征。我们将

采用横跨地质演变和岩浆研究的多学科方法来理解该区域的结构和构

造过程，以及它与中亚造山带北部地区其它现有增生系统的关系。

2016年在北山地区的一次野外实地考察期间，中法研究团队人员合影

该项目将通过多学科方法重

点研究北山造山带，两个国际团

队将联合进行石油地层结构、演

变、地质年代学与地球化学方面

的分析，以解决以下问题：

•  北山的结构以及高度变质岩的

构造 - 热演化。

•  古生代初期岩浆岩的成因及其

与不同地层构造阶段的关系。

•  古生代岩带构造过程的时间演

化及其对增生和碰撞过程的影

响。
该项目为涉及石油地层结构、演变、地质年代

学和地球化学分析的多学科研究项目。“

“

袁超教授（中方项目协调人）

是一位著名的地质学家，专门从事

岩浆岩研究以及同位素地球化学和

地质年代学等领域的研究。

他拥有多年中亚造山带构造演

化的研究经验，特别是对于中国阿

尔泰地区、天山东部、准噶尔盆地

和北山地区的研究。

因此，这项研究将为理解北山造山带的早期构造演化提供新的见解，在华博士生将促使团队在中国境内组织新

的数据采集活动，并在中法研究人员及两国团队共同组建的实验室中进行实验研究和观察分析。

由此，这些新研究成果可以与此前在天山、中国阿尔泰地区及蒙古地区的合作研究中收集的数据相联系起来，

这将扩展双方团队已经富有成效的合作，尤其是通过发表有关本研究所涵盖内容的科学文章，并进一步认识中亚

造山带的复杂构造与演化情况。 z

项目名称
主要中方

合作机构
主要法方合作机构 /CNRS研究所

1 Azaphosphatranes离子液体催化转化CO2合成环
碳酸酯

华东师范大学
UMR 7313 • Ecole Centrale de Mar-
seille (ECM) • CNRS INC

2 中国南海软体动物中化学成分的发现，功能导向
合成及肿瘤多靶点抑制活性的筛选

中国科学院上海
药物研究所

UMR 7652 • École Polytechnique • 
CNRS INC

3 蜜蜂病毒于两种环境下在蜜蜂与胡蜂（原产地中
国与入侵地欧洲）间的传播与进化研究

中国农业科学院
蜜蜂研究所

UMR 7261 • Université de Tours • 
CNRS INEE

4 基于功能性状的森林土壤动物群落多营养级物种
共存机制研究

中国科学院东北
地理与农业生态
研究所

UMR 7205 • Institut de Systématique, 
Evolution, Biodiversité (ISYEB)• 
CNRS INEE

5 面向更安全、更智能的机器人辅助遥手术 华南理工大学
UMR 5506 • LIRMM, CNRS-Univer-
sité de Montpellier • CNRS INS2I

6 光控NMDA受体探索灵长认知
中国科学院深圳
先进技术研究院

UMR 7238 • Université  Pierre et 
Marie Curie • CNRS INSB

7 同时处理废水和转化二氧化碳的先进电化学零能
耗净化技术

南开大学
UMR 7274 • Université de Lorraine • 
CNRS INSIS

8 具有几乎扇形算子的半线性抽象Cauchy问题的
中心流形和正规型理论及其应用

北京师范大学
UMR 5251 • UF de Mathematiques et 
Interactions • CNRS INSMI 

9 基于物理过程创新性模型的排水系统沉积物迁移
机制研究

清华大学

UMR 7013 • Le Laboratoire de 
Mathématiques - Analyse, Probabili-
tés, Modélisation - Orléans (IDP, ex 
MAPMO) • CNRS INSMI

10 珠江流域矿区污染铁铝土中重金属形态及固液分
配模型预测研究

华南农业大学 
UMR 7154 • Institut de Physique du 
Globe de Paris • CNRS INSU

11 基于MUSER和NRH联合观测数据的校准、成像
和分类

中国科学院国家
天文台

UMR 8109 • Observatoire de Paris • 
CNRS INSU

12 图结构上信号的自适应处理与学习理论 西北工业大学
UMR 7293 • J.-L. Lagrange Labora-
tory • CNRS INSU

13 华北平原地下水储量长期变化的多源大地测量监
测

中国科学院测量
与地球物理研究
所

UMR 6118 • Géosciences - Université 
de Rennes • CNRS INSU

1表格中用灰色标记的三项项目为本期刊物法文版具体介绍的项目，中文版仅公布批准项目名单，并未选取此三篇项目介绍进行翻译发表。

2017年度CNRS/NSFC合作交流项目批准名单（资助期：2018-2020）

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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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药物化学领域的合作发展前景
撰文：洛朗·德索布里（Laurent Désaubry)1

天津距离北京不到一

小时车程，是中国

四个直辖市之一。这座拥有

1500万人口的城市有30余所大学，其中就包括天

津科技大学（TUST）。

这个多学科的教学与研究机构成立于1958年，

拥有相隔距离为50公里的两个校区：第一个校区

位于传统的市中心，第二个校区位于天津经济

技术开发区（TEDA），那里驻有约1500家中外公

司。

生物工程学院位于第二个校区，专门从事农业

化学、食品化学、微生物学和药物化学的教研任

务。

为了发展药物化学专业研究，学院聘用了郁

彭教授，他此前在美国一家制药公司工作了十五

年，富有经验。他的团队目前由9名教师兼研究

员和大约50名学生组成。

2014年，该实验室与法国国家药学院建立

了合作伙伴关系，成为“中法食品安全、营

养和药物化学实验室”。在该框架下，我们

四名法国研究人员每年花两个月时间分次到

该实验室发展与我们在法所研究课题相辅相

成的项目2。

就我而言，我在天津科技大学即TUST开展

的研究项目主题是通过改变130年前就被发

现的一种反应来进行多种组成成分的反应研

究。1887年奥斯卡·德伯纳（Oskar Döbner）

发现了这种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反应，这

使得喹啉类化合物的制备成为可能。一个多

世纪以来，该反应被拓展应用于制备具有生

物活性的化合物。

我们发现在这个反应中，用一种氨化物

替代反应物中的丙酮酸，可以一次性在绿色

化学条件下产生与喹啉非常不同的复杂化合

物。

由于它们的独特性与结构特征，这些化合

物具有很强的新药开发潜力。一种比抗糖尿

病药物Acarbose更能强烈抑制α-葡萄糖苷酶

的分子的发现可以作为该设想的一个证明。

该研究是国家药学院（法国）与天津科技大

学合作的一部分。

这项工作由一些硕士生在一位具有出色有

17200号科研混合单位（法科研中心/ 斯特拉斯堡大学），斯特拉斯堡药学院创新治疗实验室。电子邮件：desaubry@unistra.fr  
2张永民博士（巴黎第六大学的一类研究生导师，法科研中心），罗伯特·多德（Robert Dodd）博士（巴黎地区Gif-sur-Yvette天然物质化学研究所的一类研究生

导师，法科研中心）， 艾尔维·嘉隆（Hervé Galons）教授（巴黎笛卡尔大学）和洛朗·德索布里（Laurent Désaubry）（斯特拉斯堡大学二类研究生导师）。

德伯纳反应简介

1887年，奥斯卡·德伯纳发现了后

来以他名字命名的反应，使得制备喹

啉类化合物成为可能。该反应已经广

泛使用了一个多世纪，用来制备具有

生物活性的化合物。

距离德伯纳的发现一百三十年后，

创新治疗实验室的研究人员和来自天

津科技大学法中药物化学实验室的中

国同事发现：用一种酰胺替换其中的

一种试剂即丙酮酸，可以一次性在绿

色化学条件下产生与喹啉非常不同的

复杂化合物。

机合成专业知识的年轻助理教授，王栋博士

的监督下完成，参与这些项目的学生表现出

了很高的积极性并且证明了他们出色的工作

能力，他们的高效与活力为使得实验室得到

了一系列经过测试的、令人印象深刻的化合

物。

此外，正在参与该项目的硕士生 LI Linna 已

获得奖学金，以参加法国卓越2017年暑期学

校计划《药物与健康领域的化学与生物学》

（巴黎），同时，年轻的芦逵副教授也获得

资助参与中法优秀青年研究人员交流计划

（2017年共有28名中国青年获得该项资助）

。

此外，该实验室主任郁彭教授刚刚当选为

国家药品研究院（法国）的海外负责人员，

见证了该中国实验室与法国药物化学界的密

切交流。

该实验室将于2018年7月6日至8日在天津科

技大学举办第二届食品安全、营养和药物化

学国际会议，该会议将汇集一批领域内顶尖

的中法研究人员进行科研交流3。 z

 德伯纳反应对比与130年后发现的新型反应的对比

参考资料：
WANG Dong, Linna LI, FENG Hairong, SUN Hua, Fabrice Almeida-
Veloso, Marine Charavin, YU Peng, and Laurent Désaubry 
Catalyst-Free Three-Component Synthesis of Highly Functionalized 
2,3-Dihydropyrroles Green Chem. 2017.

3http://yupeng-tust.com/the-2nd-international-conference-on-food-nutrition-safety-and-medicinal-chemistry/ 



发现发现

26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跨越界限 No27  |  春夏季刊 2018  |  27 

1刘敏，中法教育创新中心中方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院副教授、北京师范大学继续教育与教师培训学院副院长。关注教育政策与治

理、教师专业发展等问题，致力于法国教育研究，主持参与中国国家教育部、国家社科等科研课题，发表数十篇相关学术论文，出版多部相关中英文

著作。liumin@bnu.edu.cn
2罗知北（Romuald Normand），中法教育创新中心法方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兼职教授，斯特拉斯堡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欧洲社会、社会角色与治理

（SAGE）研究中心社会学专家，OECD、芬兰图尔库大学等多个国际组织和海外高校特聘专家。关注教育政策、教育制度的比较分析，关注教育管理与

领导力、欧盟教育一体化建设等问题，主持参与多项欧盟、法国国家科研中心等机构科研课题，发表学术论文上百篇，出版相关著作多部。rnormand@

unistra.fr; 个人网页 : https:// www.cfcpe-edu.org/

中法两国教育及社会发展智库
       记北京师范大学与斯特拉斯堡大学中法教育创新中心

撰文： 刘敏1 , 罗知北（Romuald Normand2）

2015年5月，北京师范大学中法教育创新中心

（CFCIE）正式成立。中心是中法人文交流机

制第二次高级别对话的成果，时任国家副总理刘延

东，法国外长法比尤斯共同见证了北京师范大学与

法国国家科研中心（CNRS）、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

签署合作协议。

中法教育创新中心依托北京师范大学的雄厚学

术实力，致力于推动中国高校与法国高校及相关国

际组织开展教育学、社会学、国际关系等学科领域

的深度交流与合作，协同中法两国不同类型的机构

和专家学者，开展跨学科研究，推动双边与多边合

作，建设成为一个高水平的集学术研究、人才培

养、政策咨询和国际交流功能为一体的平台，建设

成为中法两国教育及社会发展的高端智库。

中法教育创新中心的主要研究领域

包括以下主题： 

■ 国家教育政策 

■ 教育治理 

■ 高等教育与科研政策 

■ 教育督导与评估 

■ 教师教育与职业发展 

■ 教育管理与教育领导力

■ 欧盟终身教育战略

■ 跨文化研究

■ 比较教育

2015年6月，中心召开了第一次委员会会议，进

一步明确了中心的职能定位和中短期发展目标。

同年，中心获得中法两国教育部 “徐光启项目”

人文社科研究室的支持，正式启动合作科研工

作。

成立以来，中法教育创新中心持续开展科研活动

2015年6月，中心与中国、法国、芬兰的合作

单位围绕教育系统管理与治理的评价举办了研讨

会。2016年5月，中心组织“中学管理”中法校

长论坛，邀请了国内中学校长代表与法国文化中

心、法国驻华大使馆的相关负责人开展研讨。2016

年8月，中心组织法国、美国、意大利、西班牙同

仁共同参与了在北京召开的第十六届世界比较教

育大会（WCCES），主办“教师专业变革”分论

坛。2016年11月，中心与合作单位法国国民教育、

高等教育与科研高等学校（ESENESR）共同主办了

在普瓦提召开的中法学前教育政策研讨会。2017

年，中心组织来自法国、美国、西班牙、巴西等

国家的教授合作并出版《教育政策与教师职业重

建——全球及比较的视角》一书，英文版于2018

年6月由Springer出版社出版，该书中文、法文和西

文版本也将陆续出版。 

学术成果互译也是中心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中

心组建并培育译者团队，致力于促进中法两国人文

及社会学研究成果的传播与相互理解。主要译著包

括中国学者顾明远教授《中国教育的文化基础》，

法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埃德加·莫兰《关于生活的

教育》，法国现任教育部长布朗盖《未来的学校》

等。受法国驻华使馆的委托，中法教育创新中心承

办了傅雷书院”的青年译者培训项目，为促进人文

社会科学书籍的翻译和传播储备译者团队。同时，

中心作为中国驻法大使馆创立的旅法教育研究者协

会的代表，持续通过新媒体推广法国教育发展时

讯。

4Gu Mingyuan : présentation https://www.nie.edu.sg/research/cieclopedia-org/cieclopedia-org-a-to-z-listing/gu-mingyuan 

北京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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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教育创新中心深耕教育，专注于学术研究

与合作，不断拓展与法国乃至欧洲教育和社会学

研究的合作网络。2018年10月中心将在斯特拉斯

堡大学召开的题为“数值管理国际化：国家与教

育职业之间的新型关系”的国际研讨会。诚邀致

力于两国教育与和社会发展的机构与同仁合作！

人才培养

中法教育创新中心平台上的专家和学者承担了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部中文硕博及英文硕博项目

的部分课程、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社会学院、图

卢兹政治科学学院部分硕士课程，芬兰赫尔辛基

大学、图尔库大学的部分硕士课程，以及法国国

民教育、高等教育与科研高等学校的培训课程。

中心持续邀请海内外专家及学者在北京师范大学

以“传统与现代性”为主题开展了一系列高质量

讲学，促进科研成果的分享。

同时，中心受委托参与建设北京师范大学与索

邦大学联合培养MEEF（教育专业硕士）项目，旨

在培养熟悉两国教学理念和方法，能够使用中法

两国语言教学的基础教育阶段的教师，同时为教

师教育提供实验和反思的基础。

对外开放与国际交流

中心活跃在北京师范大学对外开放和国际交流

舞台上，促进中法合作伙伴合作，促进两国在教

育和培训领域建立深层合作关系，包括教育学科

之外的法国的强势领域，如工程师教育、艺术教

育、产业管理、餐饮管理等专业。中心促成了北

京师范大学与巴黎政治学院，斯特拉斯堡大学、

巴黎狄德罗大学、索邦大学，图卢兹大学、法国

国民教育、高等教育与科研高等学校签署了合作

协议。

展望与变革

在现有经验和成功项目的基础上，北京师范

大学中法教育创新中心以服务于学科发展、中法

两国政府交流，地方教育与社会发展为己任，将

进一步积极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中心将促成在

欧洲建立一个中法教育政策的教席，增强中心

科研成果在欧洲学术领域的话语权。这一教授席

位目前已得到CNRS- SAGE（欧洲社会，社会角色

与治理研究中心）和阿尔萨斯大学人文科学院

（MISHA）欧洲博士学院的大力支持。

从中国的角度来看，政府期待提供让人民满

意的教育，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建设四有

好老师的高素质教育队伍，领导干部更有担当和

责任。这些目标都需要更有科学性、战略性的决

策，这些也同时是二十一世纪各国共同关注的教

育挑战。中心以高端智库为发展方向，将持续关

注全球化时代与数字化时代的教育变革，持续

开展两国教育组织模式、政策与治理、教师专业

发展、学生评价等方面的研究。我们相信，中法

两国在传统、哲学、政治、文化等多个领域具有

共性和可比较性，中心开展的教育和社会领域

的高层次学术交往，将促进两国实现合作与共

赢。 z

应用于废水处理的催化作用
撰文：洛德·德高姆（Claude Descorme1 )

与空气污染相比，水污染处理和水资源保护

没有那么受关注，但这同样是未来几十年

内我们将要面对的重大问题。水污染问题在任何国家

都十分重要，无论是在新兴国家、发展中国家还是高

度工业化国家，尤其是在中国，这个问题更为严重。

水污染处理意识的觉醒仍然缓慢，并且目前水污染

的处理多由水处理厂通过长期建立起来的基于生物净

化技术来实现，仍然不能及时大规模地让位于更广泛

的技术，尤其是化学净水技术，更具体地说是通过催

化作用净化污水。

科学团体之间并不总能达成共识，而国际科研团体

中专门从事关于催化作用的新型水处理研究的专家也

相对有限。

事实上，中国有许多活跃在该领域的研究团队，

并且他们已经逐渐在国际范围内取得地位。与欧洲不

同，在中国，该领域的潜在合作伙伴是十分重要的，

无论是研究团队数量的增长还是质量的提高。因此，

中国对于该领域的人才培养与海外专家的需求十分旺

盛，在此背景下，我们非常自然地与中国逐步建立了

联系并且交流日益密切。 

在里昂催化与环境研究所（IRCELYON），空气与水

污染物表征研究与治理团队（CARE）的交叉性研究涵

盖了与水资源和空气质量相关的众多重要社会问题。

该团队中，除了汽车污染治理、室内空气处理和大

气化学处理工作之外，少数研究人员正致力于以催化

反应进行水处理，特别是通过吸附、光催化或湿式催

化氧化法来实现污水处理。 

从2005年克洛德·德高姆发起与中国的交流开始，

到如今中法相关领域已经发展出了形式多样的交流合

作，包括博士生与博士后的接收，各种双边项目的实

现，还有应中国同事的邀请而参加、举办的各种科研

活动。

2005年，我们利用从法科研中心获得的博士后奖学

金接待了李宁来做研究，他目前已经开发出一种用于

处理工业污水2的清洁反应过程。该工作成果在国际期

刊上已连续发表了五篇文章，并且推进了将稀土氧化

物作为催化剂的相关应用进程（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

稀土元素生产国和出口国，约占世界总产量的97％和

稀土资源的1/3）。

这些成就开辟了通过催化湿式氧化处理氯酚的可能

性。氯酚是有毒的，因此生物可降解性很弱（持久存

在，生物累积性）。它们也是潜在的内分泌系统干扰

物、致癌物质、致突变物和致畸物，但其被广泛应用

于众多工业领域（消毒剂，杀菌剂，杀虫剂，染料，

防腐剂，化妆品等）。

为了理解反应所涉及的机制，杨少霞在其博士后阶

段，在著名学府清华大学，继续开展稀土氧化物的基

础研究3。

为此，我们接受了在法国科技部中法合作项

目-ARCUS框架下的MIRA 2006和MIRA 2007的资助。研究

1 法科研中心科研主任，里昂催化与环境研究所-IRCELYON, 空气与水污染物表征研究与治理团队-CARE，5256号科研混合单位, 法科研中心/里昂

第一大学

2 通过催化湿式氧化法 (01/09/2005 – 31/08/2006)，2004年于中科院大连化学物理研究所获得博士。

3 环境与工程学院 (01/04/2007 – 31/01/2009).

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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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间，我们证明了稀土氧化物的还原性和氧转移率对其催化性能

的影响。

随后，只有杨少霞在受聘于华北电力大学（北京）后继续在该

领域进行研究，从而使我们能够保持持续的正式或非正式的交流

与合作。我们仍然继续着基于二氧化铈的催化剂应用于处理水中

耐高温污染物的研究工作，尤其是通过2012-2014年的中法蔡元培

计划。

我们与清华大学的杨宏伟也有合作，他在臭氧化方面的工作使

我们在研究催化湿式氧化的过程中有了比较。从那以后，我被任

命为华北电力大学2016-2019年期间的客座教授，对芬顿氧化的物

理化学表征研究技术进行硕士阶段的教学培训活动，以及对中国

学生研究工作进行跟进。

在北京化工大学化学

工程学院副院长、能

源环境催化国家重点

实验室主任张润铎的

倡议下，我被任命为

北京化工大学客座教

授，并于2016年10月

10日在北京举行了任

命仪式，任命期限为

2016-2019年。

我还将担任《今日催化》杂志一期特刊的主编，该特刊于2018

年4月在中国举行的EEC2018会议结束后发布：“能源与环境催化

在第7届环境催化国际会议ICEC 2012

）上，作为大会组委会主席，我同来自

中科院工艺工程研究所（IPE）、北京

化工大学（BUCT）、中石化上海石油化

工技术研究院（SRIPT）的各位中国同

事见了面。其中，我同中石化上海石油

化工技术研究院的同事一直都有交流。

此外，关于与中科院工艺工程研究所的

交流，更具体地说是和曹宏斌和谢勇冰

的接触，我们的工作重点是催化臭氧化

和湿式氧化。

目前，这些交流是围绕着CAO Linbi所

做的关于含氮有机化合物处理的论文而

开展的，其工作促成了联合发表物的出

版。同样，WANG Juehua在过程工程研

究所进行了硕士阶段的实习之后，获得

了中国国家留学基金委员会为期四年的

资助。近期，她刚刚在里昂催化研究所

开始了博士论文工作，主题是通过吸附

法去除地下水中的氯化溶剂，如三氯乙

烯。我也应曹宏斌邀请参加了一系列可

持续发展智库相关活动（2017年9月7日

至2020年9月6日），该计划于2017年9

月在北京举行的钢铁煤化工可持续发展

国际论坛上正式启动。

     C. Descorme

克洛德·德高姆在华北
电力大学上课

可持续发展智库

的新机遇与新挑战”。最后，通过CEHN Hangning

与中国石油化工股份有限公司建立的联系催生了

于2014年3月4日签署的保密协议。不过，为签署

合作协议而持续进行的谈判进行得比较艰难，原

因主要来自于融资和知识产权问题。

我们还有幸在2011年9月至2013年2月接待了来

自广东中山大学的涂玉婷，她获得由广州精英

奖学金委员会和我们共同的资助来完成她的博士

论文。这项工作原来由广州的熊亚负责发起，涉

及在污水处理厂的污泥中有含碳物质存在的条件

下，使用芬顿和光芬顿法处理水中的有机污染

物，之后由本团队接手，继续研究在使用相同催

化材料的前提下2-氯苯酚的湿式氧化过程。该博

士论文于2014年12月5日在广州进行了答辩。

至于在法国的培训，作为法国卓越暑期学校计

划（EEFE）的一部分，一些中国学生也能够从法

国驻华大使馆获得资助，以此来参加“ELITECAT 

中国”国际催化学院于2017年7月3日至21日举行的

活动。

所有这些交流都是非常有益的，中国方面的需

求依然非常强劲。鉴于中国政府采取的政策，特

别是强有力的财政手段，我们协作工作的质量在

不断提高。不过由于文化、愿景或优先事项的差

异，包括在“政治”层面的不同理念，多年来耐

心编织的这种联系必须不断进行维持...... z

ELITECAT 2017年暑
期学校

   杨少霞，清华大学和法国IRCELYON

博士后，北京华北电力大学可再生

能源学院教授，她在多相催化领域

的研究工作主要集中在使用高级氧

化工艺（AOP）进行水/废水处理。

她最近进入了教育部的新世纪人才计划。近年来先

后承担和参与10余项纵、横向科研项目，发表论文

40余篇，SCI收录20余篇。

 谢勇冰是中国科学院过程工程研

究所环境工程研究部副研究员，他

与曹宏斌教授共同工作。他的研究

领域集中在应用于环保领域的新

材料的特性研究与合成，开发、

应用工业废水净化的先进处理方

法等领域。同时，他相继担任多个项目的负责人

工作，这些项目或是与工业界，或是与组织机构

（NSFC，CAS，部委等）有合作关系。

   张润铎是北京化工大学化学工程

学院教授，他也是国际关系部门副

主任。他在多相催化领域的工作重

点是开发应用于处理工业废气的微

中孔氧化物和超分散复合氧化物。

此外，张润铎作为项目负责人承担

了多个工业/国家级项目工作。入选2009年度教育

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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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

”

“东盟-中国-规范”网络系统试图在中国日益增长的地区影响力背景

下，探索东南亚地区规范标准的转变。这种影响力的扩散机制是通过该

区域内每个国家各自与中国的经济、政治与战略联系形成的。东盟的

区域一体化也由此受到了考验,它正处于各种与机制相关的理论问题的

冲突交汇口，比如政治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法学、国际关系学等

等，冲突涵盖了人权与社会权利、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和中国在国际秩

序中的新角色等内容。

艾丽莎·拉法耶·德·米肖（E. Lafaye de Micheaux1）是来自

巴黎东南亚研究中心（8170号科研混合单位， 法科研中心/

法国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院）的经济

学家和马来西亚发展专家。该网络是她作为法科研中心代表

（2014-2016年）在曼谷的当代东南亚研究所-IRASEC（法国对

外文化教育中心科研混合单位，法科研中心/法国欧洲与外交

部）进行访问，以及她在吉隆坡任职期间（马来亚大学）的研

究所得成果。在马来亚大学,她得以继续深入开展此前于2013

年启动的马中关系研究课题。

1 雷恩大学副教授-东南亚研究中心，巴黎Pondok Perancis学院，吉隆坡，最新出版物：http://www.tandfonline.com/eprint/hkuVKkvtyRTPYcCw79cA/full 

Irasec记事封面，《马
来西亚 - 中国，“
珍贵”的关系》
，2017年

书籍《马来西亚资本
主义》封面，2017年

“调控”杂志封面：
《马来西亚 — 中
国》，2014年

专题

马六甲海峡：战略通道（中国和东南亚地图，来自马来西亚 - 中国
记事）

2 LYE L.F. (2017), China in World Politics : is China a Statu Quo Power?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5 (1) :1-4.; ZHENG Y. and LIM W. X., 2017, The Changing Geopolitical Landscape, 
China and the World Order in the 21st Century,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5 (1) :4-23. et LIM Khen Swe, JU Hailong and LI Minjiang (2017), China’s revisionist Asprations in Southeast 
Asia, China, an International Journal, 15 (1) :187-213.
3 NICOLAS F. (2017),"东盟集团经济体，独创的一体化模式", 国际政治杂志(IFRI),2(2017): 27-38。
4SURYADINATA Leo (dir.),1997,政治经济框架下的东南亚华人和中国。新加坡，时代学术出版社。
5 HORNER R. et NADVI K., 2017,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the rise of the Global South: unpacking twenty-first century polycentric trade, Global Networks, p. 1-31.
6 WEE Kee Hwee et alii (2017, 2018), ASEAN Investment Report 2016 ; Investment Report 2017, special ASEAN@50. Jakarta : ASEAN Secretariat-UNCTAD.

中国的强劲崛起与对东南亚国家的影响

中国的崛起表现在前所未有的经济扩张、技术领

域的追赶以及全球地缘政治地位的获得，也得

益于军事领域的发展和新型软实力的提高。这种跃进对

世界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国际关系专家们正在思考这

种情况是否会动摇国际秩序现状2。作为中国崛起的首要

受影响者，东南亚地区拥有超过6亿居民，也是世界经济

增长的重要动力（在2017年增长达到6％），值得我们密

切关注与仔细研究。

以东盟的区域一体化为标志，该地区成

为由中国发展引起转型的真正“实验室”

。这不仅源于地理位置的临近，同样源于

当地经济体制与政治制度的多样性3。东南

亚历史上曾发生过多次来自中国的人口迁

徙，特别是十九世纪殖民地的数百万苦力
4，东南亚与中国自冷战时期以来一直保持

着广泛的双边政治关系。 

自邓小平实施改革政策以来，随着中国

与该地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关系的恢

复（马来西亚于1974年，然后是新加坡、

泰国、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贸易关系

也逐渐恢复。

美国和日本分别在1970年和1980年代将

本土企业大量迁往东南亚，形成当地的主

导价值链，而近年来，特别在电子领域，

中国经济增长的加速伴随了该主导链的区

域重组和重新定位。这种产业内关系的重

组创造了新的南-南贸易流5，它使得中国

在2000年代末进入所有东盟国家的主要贸

易伙伴行列。

在吉隆坡的中国货摊

柬埔寨，金边

越南，河内

沙捞越州渔民的渔船 (马拉西亚，婆罗洲)

柬埔寨，金边

华裔马来西亚公民的日常生活照片，槟
城，2016年 © E. Lafaye de Micheaux

在吉隆坡的中国庙宇

ASEAN-CHINA-NORMS : 
“社会规范演变”国际观察中心
研究对象：日益增长的中国影响力下的东南亚国家
撰文：Dr. Elsa Lafaye de Micheaux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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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种贸易开放运动之后（21世纪初），

中国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的国际化策略，

给东南亚带来了常常是巨量的投资流6（基础

设施：桥梁、港口、高速公路、铁路），有

时是工业投资（纺织、冶金、太阳能）。这

些改变有时可能会破坏当地的稳定（房地

产、水坝、矿山）7。

  2015年至2016年，中国是柬埔寨或马来西亚

的第一大海外投资者。这些投资常常伴随着政府

间谈判的财务协议，并且是对该地区各国的更全

面说服和胁迫战略的一部分8。

中国在东南亚地区的政治策略是这个方程式的

另半部分9，其中中国自2010年起对被称为中国南

海的领海主权声张使得两方关系显得更加尖锐。

近年来，在中国发展和东南亚经济研究的核心

内容即经济影响和地缘政治变革之外，似乎其它

的影响效应也正在出现。

7  LEE, J., 2015, China’s economic leverage in Southeast Asia. Journal of East Asian Affairs, 29(1), 1–21.
8 LE THU, Huong, 2018, China’s dual strategy of coercion and inducement towards ASEAN. The Pacific Review.
9 YEE Hebert et STOREY Ian (dir.), 2002, The China threat. Perceptions : myths and reality, Londres, RoutledgeCurzon.

万象机场（老挝）

金边的中国工地

金边的凯旋门正在建设中（中国承建）。 

由A. Morin（驻金边博士生）提供

金边的中国精英城三
期项目

正在发生与即将到来的标准、规范变化

尽管相比经济变化，标准与规范的演变没有

那么明显，但是中国资本主义转型对东南亚国

家的制度性影响正在进行着，它超越了经济范

畴，并凭借其巨大的影响，触及到标准规范领

域。 

借鉴社会学的传统理论定义，标准在本语

境下可以理解为在经济活动中，或更广泛的来

说，在社会生活中的官方条律、行为合规性、

甚至是思维习惯。例如，国际法准则、环境标

准、卫生标准、工业和技术标准等。从政治

经济学的制度理论视角出发，我们选择研究

社会规范，其中包含两个层次的规范：基本

权利和基本自由。内容涉及法治、民主、公

民权利和有关工作流程的规范标准：工作条

件、职工权利、职工地位和工资。

在2012年发表“东盟人权宣言”的东盟的

雄心壮志如今变成了什么？ 当由美国和欧洲

外交所支持、特别是国际贸易协定（12国跨

太平洋伙伴协议，欧盟-越南协议，欧盟-马

来西亚协议；以及欧盟-新加坡协定）所带

来的民主规范正逐渐让位于与习近平时代中

国之间建立的优先关系时，那些具有强烈威

权倾向的东南亚政治制度又会如何发展呢？

对于公民的自由，比如结社自由或宗教信仰

多元化等，又会发生什么呢？

中国纺织企业因为中国工资的上涨和产品升

级而搬迁到东南亚，这会导致那些驻扎有被要

求负担社会责任的西方跨国公司的地方的社会

性后退吗？

专题

《中国制造》期刊封
面，2017年

Ivan Franceschini的照片、文
字、文章

事实上，中国对东南亚日益增长的影响所

带来的社会规范（人权和工作权利）的变化难

以被察觉，尚未有一个全面连贯的研究项目涉

及这个主题。但是，目前已经可以做一些研究

假设并组织科研工作的划分。作为研究重点的

东南亚国家为马来西亚、越南，以及研究程度

次之的柬埔寨、缅甸和老挝，东盟作为一个区

域组织，其整体也是被视作研究对象之一。此

外，研究应辅以对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社会

规范演变的密切关注。

从研究方法论上来讲，在敏感背景条件

下对各种问题所进行的共同研究并没有统一

方法标准。实际上，被研究地区有着多样化

的政治制度，而它们基本上都与民主制度相

去甚远：泰国的军事独裁政权；越南和老挝

的单一共产主义制度，柬埔寨的神职人员政

权，新加坡的专制民主政权，文莱的伊斯兰

君主制，一些民主治理弱化或濒临危机的政

府（缅甸，印度尼西亚），崇尚压制的民粹

主义政府（菲律宾）。

总体而言，这些国家的治理自2014年以来

在民主和基本自由方面水平都有所下降，尽

管在这之前的二十年有时被称为民主过渡时

期。只有马来西亚出人意料地在2018年5月9日

的选举中通过投票经历了明确的政治轮换，

恢复了法治。

研究方法：紧密的学科间与机构间合作

我们所建立的研究网络旨在联系和协调政治

经济学、对权力的研究（政治社会学、政治学、

国际关系学）和法律方面的内容，这些准备研

究将在未来几年中发挥积极作用，以形成我们

对中国自身经济转型在其周边地区扩散所带来

的社会政治变革的认识和解释。近年来，与欧

洲、美国的自由民主规范相对立的东南亚自称

的“亚洲价值观”已悄然发生改变。

因此，新社会规范传播的途径与机制是该综合

研究的核心内容，结合大量不同实地考察例子，

我们总结出两条主要研究轴线：第一条轴线侧

重于研究工业投资和中国企业搬迁对东南亚地

区工作标准的影响（包括“一带一路”倡议）

，第二条轴线探讨了由这种规范标准变迁所引

起的妥协、抵制，甚至是劳资冲突，这种影响

有时也会以西方模式与中国模式之间的竞争（

华盛顿共识/北京共识）形式出现。不过，当前

对中国本身政治、社会转型的研究，以及对中

国大陆、台湾与香港之间重大差异的考虑，都

将会导致研究结论发生重要变化。

从理论角度来看，发展经济学传统上对劳动

力的研究非常重视，劳动力同时也是一种社会

关系，民主、市场/民主、发展三者之间的关

系曾在千禧年之际成为热议论题。A.Sen把民主

看作是经济繁荣的条件，而新制度主义经济学

（NEI）流派于21世纪初在经济发展和“好的国

家管理”之间建立了正相关联，这种“善治”

通过法律来实现，却并未提及腐败问题与民

主。这些制度被认为是保护财产所有权的最佳

手段，有利于资本家的利益。

然而，我们为了研究所展示给大家的这些现

象已经超出了上述已建立的观点。事实上，这

些现象以一种新的方式质疑制度主义潮流。它

是对相互关系的一种反向思考：为什么说规范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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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题

经济活动的游戏规则，或者说运行规则，不是

标准，而是不对等且活跃的政治关系下的跨国

经济演变，通过该经济演变传播新的标准，并

且在不同地域与其本地机制下产生不同影响？

在变化速度极快的背景下，为了理念框架与

共同理论的建立，更加严谨的实地调研观察研

究已经在研究计划当中。

组织机构合作 : 

研究涉及到社会科学领域中各领域专注于东

南亚地区与中国的专家（经济学，社会学，政治

学）。他们的研究方向涵盖工作、商业、工业

关系、国际关系等等。研究调动了大量法国与欧

洲在当代亚洲社科学研究的专家、来自北美的专

家，以及与我们长久以来有密切联系的亚洲合作

伙伴（东南亚与中国）。

主导实验室为东南亚研究中心（CASE）

，8170号科研混合单位，由法科研中心/法国

社会科学高等学院/法国巴黎东方语言文化学

院共同建立。东南亚研究中心依托于法科研

中心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并与其它法国

及欧洲机构（雷恩第二大学，东方文明与语

言研究中心，伦敦大学）有着密切合作，还

有渥太华大学的政治经济学院。

该研究网络主要包括三个重要的东南亚研

究中心：新加坡国立大学的东亚研究所专注

于中国相关研究，位于堪培拉的澳大利亚国

立大学的中国研究中心，还有作为中国直接

合作伙伴并且曾大力支持举办第一届国际论

坛的隶属于香港理工大学的应用社会科学学

院。

马来西亚的宗教庆祝 : 大宝森节, 印度教徒净化仪式，
2015年2月(Février 2015). (黑风洞 ,马来西亚) 

2015年圣诞节庆祝场景，一个村庄中比达友人的基督教团体 
(沙捞越州, 婆罗洲,马来西亚) 

该国际合作项目研究范围与地域十分广泛，研究提供给了东南亚的实验室更多的研究主题，并使他

们在充分的科研合理性背景下，与本国内的政治关注点保持一定距离。

反之，项目对法科研中心东南亚研究中心与其它相关研究专家提供了实地研究考察的最佳可能、各

国家研究数据的获得、了解当地各方研究理论观点的机会，以及跟踪当地关于标准规范的政治经济敏

感性情况。需要强调的是，作为该项目研究对象，这些标准与规范正处于各国政策、经济与政治的交

叉点上。z

简讯

2018年度MAFNEC考古学工作启动!

“中国东北考古纪事”旨在介绍与分享正在进行当中的“
中国东北中法联合考古队 (MAFNEC)1”的工作过程和进展情
况。项目关注东辽河流域或者更广泛来说，整个中国东北区
域长期的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从新石器时代到中世纪）。

2018年，研究团队将对大金山遗址进行挖掘。

大金山遗址航拍图/2007年于大金山遗址
发现的骨制品

1 中国东北中法联合考古队 (MAFNEC) – 东辽河谷中的人与自然(中国东北部) ,网站：https://mafnec.hypotheses.org/1

欢迎阅读《CNRS在中国》期刊第22期,第26至第29页该考古项目专题文章,

2 法国原子能和替代能源委员会(C.E.A.)，天体物理学部门(个人主页：http://bonnetbidaud.free.fr ) 

大金山遗址位于吉林省四平市双辽市新立乡大金山村北300

米处，东南距东辽河3千米，遗址中心地理坐标东经123°56′

，北纬43°41′，海拔132.4米。2007年，大金山遗址被列为吉

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13年，该遗址被纳入后太平遗址

群并核定公布为第七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大金山驻地,于2018年5-6月建

成，占地面积广阔!  

7月10日吉林大学考古学院2016

级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的本科生到达

大金山考古实习基地。他们将在这

里学习、工作和生活几个月。

7月11日，四平市文广新局领

导、四平市文物管理办公室主任、

双辽市文广新局领导、双辽市文

物管理所所长、双辽市博物馆副馆

长、新立乡领导、大金山屯书记等

领导来到大金山遗址发掘现场，开

工仪式圆满结束，如部分领导进行

发言、在大金山考古队队旗上签字

以及所有人员参加合影。z

https://mafnec.hypotheses.o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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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再生医学: CESMER武汉专题国际研讨会

法科研中心中国

代表处受邀参加第

八届中欧干细胞与

再生医学国际研讨

会暨第三届法国国

家科研中心 -中法

国际科研网络会议

（IRN CESMER1)。2018年6月19-21日，大会于武汉大

学医学部举办。

会议一如既往的取得了成功，并为生物医学工程

领域中法双边合作做出贡献。借此期刊，我由衷感

谢李银萍教授与陈云教授，感谢他们在另两位合作

1更多关于国际科研网络研究内容的信息，请见法科研中心与中国科研合作进展情况手册2018-2019， 中文版第104-105页。

伙伴Danièle Bensoussan、何小华的协调下，同其

它研究人员一起，组织了这次会议。

同时感谢韩忠朝教授与Jean-François Stoltz教授

对研究的长期支持，感谢他们多年来对中法科

研、高校，甚至是经济合作领域交流做出的不

懈努力。 

此次会议的成功举办不仅依托于武汉大学医

学部，同时还有北京与昆明相关医学中心的相

关工作。该国际科研网络法方团队的科研、医

学交流同样分布于多个城市：南锡、斯特拉斯

堡还有大巴黎地区。 z

(李岚珩)

该手册由法

科研中心国际合

作局与中国代表

处联合出版。

法科研中心

为中法科研合

作的重要法国机

构，中法联合出

版物中，法科研

中心与中国联合出版物的比例占总数

的72%。该手册可以使读者更清楚法科

研中心在中国的合作项目进展，并介

绍了开展新合作所需的相关信息。

该手册中文版刚刚出版  

中文版手册电子版请移至：ambafrance
如需纸质版请联系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

谢路女士：karine.xie@cnrs.fr 

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法科研中心

与中国科研合作进展情况手册

（2018-2019版）

书籍« 中国天文学4000年 »

书籍 « 蒙古国草原上的第一任王朝 »

探索中国几
千年来的天文
学-Belin出版社                                    

  (于2017年4月出版)

Jean-Marc BON-
NET-BIDAUD2

为了撰写本书，作者对中国相关资料

展开了重要的调查，以描绘通常在欧洲

鲜有人知的中国天文学历史，内容涵盖

广泛，从皇家负责观天象的部门（司天

监/钦天监/司天台等）到中国现代天文

学现象的了解。

书籍中文版正在翻译制作中，预计于2019年出版。

Pierre-Henri Giscard, 
Tsagaan Turbat, Eric 

Crubézy (Faton出版)

本书描述了匈奴

人的历史与作者三

位研究人员展开的

关于额金河墓葬群

的跨学科研究。

内容包含从公元前三世纪到公元三世

纪草原第一任王朝的历史，到蒙古国北

部同时期产生的大量墓葬群的特别考古

挖掘研究。

本书为一本内

容极其丰富的跨学

科专题著作，同时

为数名法国以及海

外研究人员的工作

成果概述：历史学

家、考古学家、人

类学家、遗传学家等等。

来源：faton出版社  

作者其他著作: « 萨满-Chamane » Eric Crubézy 

 (errance出版) 

本书重新描绘

了中国天文学历

史，其发展源头可追溯至公元前两千

年。本书讲述了相关宇宙学概念，观察

方法演变与中国四千年以来在该领域所

取得的大量发现成果。

简讯

新书专栏

https://cn.ambafrance.org/Le-livret-Cooperation-du-CNRS-en-Chine-un-etat-des-lieux
Histoire du peuple Xiongnu et �tude pluridisciplinaire de l'ensemble fun�raire d'Egyin Gol  sous la direction de Pierre-Henri Giscard, Tsagaan Turbat et Eric Crub�zy. De l�histoire du Premier Empire des Steppes, entre le IIIe si�cle avant notre �re et le IIIe si�cle de notre �re, � la fouille exhaustive d�un grand ensemble fun�raire de cette �poque, situ� au nord de la Mongolie. Une monographie multidisciplinaire et abondamment illustr�e, qui pr�sente la synth�se des travaux de nombreux chercheurs fran�ais et �trangers : historiens, arch�ologues, anthropobiologistes, g�n�ticiens (�)-Source : �dition faton  Du m�me auteur : � Chamane � Eric Crub�zy  (�ditions errance) -Source : decit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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