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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刊物并没有完全忽略中国，刊物中涉及了很多不同的
双边项目(结晶学与材料科学、卫星成像、智能汽车等等)。我也
考虑到特别撰写一些有关中国卫生、环境制度的文章。比如在
这一领域，可以看到我方同仁，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2014年)
创新奖得主，C. Grison在中国受污染土壤修复方面做出的贡献。
在本期刊登的其它合作项目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韩忠朝教授
通过法中科研途径解决个性化医疗问题方面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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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翻开蒙古国的卷宗，即求教于中心的科研混合单位
(UMR)， 搜 索 科 研 任 务 的 反 馈 意 见 或 查 询 中 心 数 据 库 后 ，
等待我们的是个惊人的结果：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不
仅在与蒙古国大多数双边合作项目中领跑，而且具有
高级鉴定成果。这对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
处 来 说 真 是 一 大 发 现 ！ 第 18期 刊 物 (2015年 冬 )首 次 对 法
蒙双边合作，以及法国的蒙古学研究概况做出了总结，
借此刊物出版之机，法科研
中心多位学者同仁纷纷声
援。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让我们得以知晓了一项地球
科 学 领 域 的 结 构 性 科 研 项 不仅立足于中国...
目，以及另一项由法科研中 也面向蒙古！
心下属机构开展的蒙古国摩纳哥考古任务。
总之，所有这些项目组成了“特别记录”专栏关于蒙古国
报道的第二部分，即本期的主题，不过，此第二部分内容将
更加深入。实际上，为了便于直观地将人和文字联系起来，我
们制作了一套蒙古学学者和专家的目录，并附上人物介绍以及
正在此国进行的主要工作列表。诚然，面面俱到不是我们的初
衷，但我们认为已经勾勒出了这一团体在蒙古学或与此国合作
进行的硬科学以及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工作的概貌。

简讯 p. 70-71

• 2015年马克斯韦尔奖获得者：
控制理论家：Jean-Michel Coron
• 纪录片《沙漠星球》：
现场拍摄照片

封面图片：
用于开发有机电致发光二极管(OLED)的放射性有机磷混合物。
此项研究是为了开发用于显示或者照明的电致发光设备。
图片版权：©法科研中心图片库 - Kaksonen
科研混合单位6226 - 雷恩化学研究院 - 雷恩

« CNRS在中国 »第18期第22页，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LIA LMTM)
合作机构中“香港大学”特此更正如下：
传统医学分子实验室(2009-2013年)是中国香港中文大学、巴黎
国立高等化学学院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之间协议的结果。
研究的目的是开发从传统的中国医药提取抗感染类药物。
获取本期刊中的网络链接和邮件地址，请登陆以下网址下载电子版本：
http://www.ambafrance-cn.org/Le-magazine-du-bureau-CNRS-enChine-version-chinoi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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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处时事

庆祝20周年！
想必读者已经知道，2015年时值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
表处庆祝成立20周年。代表处发起了数场活动以突出这一事件，特
别是组织了有中方合作伙伴参与的友谊晚宴(见第18期)，并设计了
标志，应用于我们宣传载体中的明显位置。但是，除了注重沟通及
提高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中国的参与度外，20周年同时也是回
顾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关系渊源的好时机。
多方人员参与其中，在行动中给予了我们指导，我在此想特别感谢他们。其中首先是法兰西学院
的Philippe Kourilsky教授，近期他为我寻访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1975年的代表团牵线搭桥，他本人和
众多一流科学家曾参与该代表团，遗憾的是，其中大部分人如今已经过世。我尤其怀念已故的JacquesLouis Lions和Bernard Grégory。透过翻印的泛黄底片，可以想象当时法国传教士所恪守的形式主义。也
许，他们当时并没有意识到，他们的行为为1978年中法之间建立科技合作(1月21日)以及之后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10月20日)的科技合作奠定了基础。
P. Kourilsky不仅给了我一份既令人吃惊又令人感动的记录材料，还介绍我结识了1975年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代表团生命科学部的负责人Claude Lévi。我对Claude Lévi先生充满了感激之情，他飞快而流
畅地向我讲述了当时的经历，像是为了证明，那趟远赴中国之旅给他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如果想要
深入了解这段过往，可以参考他于1975年10月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通讯》上发表的那篇激情洋溢
的文章。中国走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引自原文)伤痕累累……

不过，我们知道，证词和图片不能创造历
史，更不能等同于历史文献。因此，我求助于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历史委员会科技专员兼
《 当 代 研 究 历 史 》 主 编 Denis Guthleben。 尽
管他公务缠身、稿件任务繁重，但还是深入查
找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档案。这些档案
有10千米长，自1939年以来一直存放于仓库。
作为历史学家，他感到特别失望，因为几乎没
有与中国相关的线索和材料。作为本杂志的负

1939年至1988年，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和中国的关系
撰稿：Denis Guthleben

钱三强

中国报刊对法国代表团出访中国的报道(摘要，1975年9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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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人，相反，我却感到高兴，因为这位同事贡
献了一篇发人深省的文章，这两页文章介绍了
1939-1988年 间 法 国 国 家 科 学 研 究 中 心 和 中 国
的关系，第19期《CNRS在中国》很可能成为与
其合作的起点。为了纪念中国代表处成立20周
年，我们实际上成立了一个项目，探索中国与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合作较为近代的其他层
面。这一主题并不仅仅是为了赶时髦，正如您
在下述文章中可见，它还非常引人入胜！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
最初建立的关系可追溯到该机构历
史 初 期 ， 实 际 上 始 于 1939年 其 成
立之初。当时因被授予动员全国科
技力量应对纳粹威胁的使命，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支持众多研究项
目。其中，Irène和Frédéric JoliotCurie在镭学研究所、法兰西学院、
伊夫里原子综合实验室开展的研
究格外引人注目。该项目的一位合
作人员是清华大学物理领域的青年
毕业生——钱三强。后来，他成为
Joliot-Curie夫妇的朋友，并在他们
身边度过了十几年的时光，1940
年他在巴黎大学完成了关于粒子和
氢原子核碰撞的博士论文，期间经
历了法国的战败、德军占领以及
1944年6月的最终解放。两个月之
后，Frédéric Joliot-Curie被任命为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他
继续和钱三强一起工作，直到成立
了新的国际组织。

法科研中心历史委员会科技专员
Denis Guthleben

还有诸多的例子可以证实，自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成立之初即存在与中国坚实的个人合作关系。
这些例子展现了巴黎和北京之间共同谱写的精彩的人文科学历程，1964年1月戴高乐将军决定与中华人
民共和国建立外交关系，自此法中合作实现了飞跃。同年，法中合作开展了一项重要，但是缺少资料记
录的研究任务，由物理学家及1966年诺贝尔奖得主Alfred Kastler执行。随后两年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的研究人员纷纷取道远东，同时数个法国城市(如格勒诺布尔)被指定接收中国大学生，这些中国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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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主要在Louis Néel和Louis Weil实验室学习磁
学和低温物理学。在文化大革命期间，这些交流
暂时中断，但70年代初期又强势重启。值得一提
的事件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行政总负责人
Hubert Curien参加了1972年11月25日至12月5日
在北京举办的法国科技博览会。

“我们的中国同事使用的设备仍然极其简
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任遗憾地说道。
随后他又发现，在某些领域，如超导体、光学泵
(诺贝尔奖得主Alfred Kastler同样是此行的成员)、
胰岛素、人类科学以及考古，中国存在一些尖端
的研究。

同 期 ， Hubert Curien以 及 科 技 总 代 表
Pierre Aigrain曾收到中国科学院的邀请。自1949
年起，郭沫若担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他曾邀请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行政总负责人来华做讲座，
介绍法国科研组织。郭沫若还向法科研中心总负
责人提议参观几个研究所，其中包括由钱三强担
任所长的北京核物理研究所。当时Hubert Curien
的感受是：“中国人对中国之外，特别是法国的
科技发展情况特别感兴趣。”此外，“一些大的
机构拥有高效的文献收集和翻译体系，一些高水
平的科学工作者将精力花费在研读外国科技杂志
上面。”

之后，法中交流不断地经常性地进行。1974
年，由物理学家周培源带队的代表团巡回参观
了法科研中心设在法兰西岛如巴黎、吉夫-伊维
特、奥赛，以及外省如图卢兹、马赛、格勒诺布
尔的众多实验室。随后一年，法国国家科研中心
新的行政总负责人Bernard Grégory和其他部门的
科技主任来到北京、长春、沈阳、上海和广东进
行访问。然而，在研究人员本身这个层面，开放
程度仍然有限：1975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和中国科学院签署了协议，在此框架下，双方在
1976年间仅仅接收对方6名研究人员，1978年接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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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5年法国代表团出访中国合影

收人数仍然低于10人，法科研中心划拨经费8万
法郎，约折合为当下的4万欧元。随着法国总理
Raymond Barre和中国总理邓小平签署科学技术
合作协议，1978年1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主
席Robert Chabbal在北京和中国科学院签署长期
协议，当年交流规模大幅上升。
1975年法国代表团出访中国合影

两个机构间的最大合作成果是，经过与中国
地质部长达两年的谈判，双方就喜马拉雅地壳和
高地幔结构的形成和演变达成了合作研究协议。
该活动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首次大规
模的合作，第一年动用了60余名地质科学专家。
这次活动也首次涉及重要的技术转让，并且于
1980年5月在拉萨举办了关于喜马拉雅的国际研

讨会，自此开启了双方交流的繁荣时期。1982
年以来，由于法国政府希望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
合作，加之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成立了国际
关系与合作局(DRCI)，双方交流的动力得到了加
强。80年代中叶，法中交流频率提高了10倍，涉
及近80名研究人员，累计时间长达100多个月。
因此，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于1988年提出一
个更大范围的科学关系，涉及地震学、人类科
学、机器人技术以及以此为主题的法中研讨会、
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合作的催化领域
等化学研究。与此同时，成立了工业关系俱乐部
(CRIN-中国)。

中国副部长Kou-Mou左侧为Bernard Grégory，右侧为当时法国驻华大使C. Arnaud；第一排从左至右为： M.Rondot (左
方第二位，其后方为翻译人员)；Claude Lévi (左方第四位)，Bernard Grégory(左方第六位)，J.L.Lions(左方第十位)。
第二排从左至右为：P. Miquel、P. Kourilsky和S. Beaufi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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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洛德·勒韦(Claude Lévi)回忆
1975年9月中国之行
« (…) 对于1975年时值文化大革命末期访问
中国的旅行，我充满了回忆，而这次考察访问
的作用显而易见。回到法国后，我在1975年10
月第18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通讯》上发
表了一篇文章。今天重读这篇文章，我觉得它
和我的回忆相符合。
我们到访的每个机构，都听到同样的开
篇、历史和信息介绍，之后是一个简短的参
C. Lévi (右)、J.-L.Lions、P. Kourilsky和S. Beaufils
观。职工人数很多，不过我们很快明白过来，
(北京，1975年9月)
每个研究所包含农学、工业、医药等不同领域
的应用部门……另一方面，我们认识到“群众路线高于专家路线，但是群众需要专家，专家是
群众的一部分”。
换句话说，国际科学界的活动经中国科学院传播，而我们见到的所有研究人员对业界动态
的了解让我感到震惊。参观结束后，我的总体印象是，那里有很多才智过人的科技人员，他们
只在等待重建和发展的信号。我永远无法忘记，在上海神经生理学实验室和张香桐教授的一段
临时对话(张香桐，卒于2007年，享年100岁，编者按)。
(…) 我们手上的信息都由翻译译成精准的法文，今天
我想向他表达特别的谢意(…)Bernard Grégory在这15天的
行程中带领我们，遗憾的是，他没能看到中法(或法中)关
系的发展进步。»

张香桐 (1907-2007年)

C. Lévi (2015年)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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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
代表处：一段高潮迭起的历史
应法国外交部的要求，1995年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行政总负责人Guy Aubert决定在中国设立法
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因为自1989年事件以来，法 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团队：李岚珩(中)，
国驻华使馆在科技事务方面没有相应的负责人。当 谢路(左)，高鹏(右)
时，科技蓬勃发展，有关科技事务方面实际上是由
文 化 处 的 一 名 综 合 合 作 专 员 负 责 。 1995年 秋 ， 法 国 国 家 科 学 研 究 中 心 研 究 人 员 JeanPaul Rebouillat担任科技专员兼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代表。实际上，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在大使馆内设立科技专员职位，因为科技专员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在文化参赞的领导下，
负责双边关系中的科技事宜(混合委员会、《高级研究项目》的管理等)。1997年中，JeanPaul Rebouillat离任。同年，担任法科研中心总负责人的Catherine Bréchignac女士，在时任国
际关系局局长Daniel Cadet的推荐下，她任命法科研中心工程师Antoine Mynard接替该职位。
当事人被委以任务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国外交部达成了新的协议。依据此协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代表作为科技专员，主要是为大使馆服务，作为交换，法科研中心获
得一定数目的活动经费。
2002年春，A. Mynard离任。法国驻中国使馆文化处通过加入新的资源，科技专员职位
数目得以增加，活动预算也大大提高。这一变动和双边科技关系的发展紧密联系，也离不
开法国外交部加强科技带头作用的愿望，以及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部在中国推动的利好政策
(C. Allègre)。在此背景下，作为Antoine Mynard的继任者，Marie-Pierre Van-Hoecke履行了相
似的职责。直到2004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成为独立的部门。代表处搬离文
化处，在其附属楼中独立办公。
2006至2011年，我们讲中文的同事Jean-Claude Thivolle接替Marie-Pierre Van-Hoecke，履
行同样的职责。2011年，大使馆新址落成，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决定搬到大使馆新址，
以便和所有部门一起，在一个良好的办公环境下工作。Patrick Nédellec此时担任代表处主
任一职。在此期间，代表处工作团队得到进一步巩固，增加法中助理各一名，谢路(接替
Christelle Chon-nam成为法方助理)和高鹏(自2007年成为中方助理)。2013年秋，P. Nédellec返
回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担任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DERCI)局长一职，2014年1月A. Mynard
抵达北京继任。

Philippe Kourilsky1

曾长期担任免疫学研究主任。1998年以
来，他在法兰西学院担任分子免疫学教授。他是科学院和欧洲科学
院成员。

http://www.college-de-france.fr/site/philippe-kourilsky/biographie.htm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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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体与材料科学：
梅兹(Metz)和沈阳长达25年的合作
撰稿：Claude ESLING
在这篇文章中，法国洛林大学名誉教授、微结构研究与材料力学实验室(LEM3)1和Damas杰出实验室2
研究人员Claude ESLING应法国驻沈阳领事馆的邀请，于2014年4月主持了沈阳首届科技咖啡角活动，并
以此为支点回顾了梅兹大学(现改名为洛林大学)与东北大学(NEU Shenyang)长期以来颇有成效的合作。文
章回顾了法中合作的起源、最引人注目的成功项目，并展望了双方的合作前景。法中科技合作常常超出
双边范畴，将其它合作伙伴包含进来，其中包括欧洲同步辐射衍射加速器研究所[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
研究所(Desy)，汉堡，德国]和欧洲中子衍射研究所(Heinz Maier-Leibnitz，慕尼黑理工大学，德国)。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晶体学是描绘结晶材料规律的周期性结构研
究。晶体学的数学基础是结晶网络群理论，傅立
叶变换，以及X射线和中子衍射的倒易空间。使
用高分辨率的超清电子显微镜能够看到原子平面
图。结晶结构非常唯美，1984年获取的近似-晶
体衍射的照片和在摩洛哥出土的14世纪精美的马
赛克极为相似。以至于，J. S. Bach直观地将莫比
乌斯带的拓扑学引入到被他称为“螃蟹”的货车
上，荷兰艺术家M. C. Escher也在他的绘画中直观
地引入了晶体的对称性和双色组群。晶体成为发
展新材料的依据，涵盖如电脑存储卡、电视屏幕
这类的日常消费品，以及汽车、飞机零件等。晶
体学家同样将他们的知识运用在结构改变上，以
期获得最优的使用性能。
例 如 ， YANG Bo在 他 的 论 文 中 实 现 了 铁 磁
NiMnGa形状记忆合金微结构的最优化，该论文由
洛林大学和东北大学的导师联合指导完成，并于
2014年8月1日在沈阳东北大学完成了论文答辩。
当时，Philippe Martineau博士(法国驻华使馆科技
副参赞)是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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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阳东北大学材料各向异性与织构教育部重
点实验室主任左良教授和法国洛林大学荣誉教
授，材料应用与组织研究实验室(LETAM)3创始人
Claude Esling于1991年就已开展实施科研合作。
青年的左良博士在完成关于晶体结构研究的
博士论文答辩后，在东北大学担任助教，随后他
申请跟随Esling教授开展博士后阶段的研究工作。
在实施独生子女政策的中国，他的这一举动非比
寻常，因为那时候他初为人父，女儿刚刚降生，
取名为丽。左良博士牺牲了个人生活中独一无二
的非常时期用于学术进步。他的女儿和这项密切
且成果丰厚的科研合作同岁，并与其一同长大，
她标志着时间的长度。很有意思的是，梅兹市和
梅兹大学也给丽小姐本人留下印记，因为她即将
完成在梅兹市洛林大学外国语言学专业硕士第二
年的学习。

Philippe Martineau博士担任论文答辩委员会成员，在东北大学校内合影，该论文由洛林大学
和东北大学联合指导。(从左到右依次为：赵翔教授、Claude ESLING教授、张雨冬博士和
Philippe Martineau博士）

石墨、钻石都是碳，但是晶体结构的不同造就了
二者的不同。
2014年4月23日，应法国驻沈阳领事馆科技
专员Serge Grély先生的邀请，Claude Esling和他的
合作伙伴张雨冬(HDR研究工程师、微结构研究

科研混合单位7239，Mikhail Lebedkin教授
ANR-11-LABX-0008-01，Laszlo Toth教授

与材料力学实验室和Damas杰出实验室研究人员)
，在东北大学主持了第一届沈阳科技咖啡角活
动。2014年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晶体年，而
且洛林大学和东北大学的很多材料科学合作都涉
及晶体领域，因此此次活动自然以晶体为主题。

NiMnGa合金的微结构，MET成像(左)和MEB EBSD简图(右)。

1
2

10

3

法科研中心科研混合单位7078，法国梅斯大学材料应用与组织研究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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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最具抱负、最富创新的项目则是为期
42个月(2010-2013 年)，由法国国家科研署(ANR)
资助的法中“电磁处理技术运用于材料微结构和
性能优化(EPM)”项目。除了洛林大学和东北大
学的合作伙伴外，一名法国教授(Yves Fautrelle教
授，材料工艺科学与工程实验室，格勒诺布尔)和
一名中国教授(任忠鸣教授，上海大学)也加入到
合作研究之中。从最终报告上看，该项目被选为
重点项目，因为法国国家科研署专家认为该项目
代表了知识的进步，具有创新性，构成了一个真
正的科学突破。

SPODI，为了将Heusler合金调制结构从铁磁形Ni–Mn–In
记忆合金中分离所使用的衍射计。
(来源：W. Schürmann/ TUM)

在25年的合作中，双方一共组织了三场法
中材料科学专题研讨会。其中最重要的一场是
在Isabelle Morelon博士(法国驻华使馆科技专员)
离任之际，于2010年5月24日至26日举办的名为
“中法能源、交通和环境先进材料研讨会”。在
法国驻华大使馆的支持下，研讨会汇集了中法科
学家共50余人。在法国驻沈阳总领事孔颂龙(René
Consolo)先生和法国大使馆科技参赞罗伯特·法
里(Robert Fahri)先生分别致欢迎词之后，Isabelle
Morelon启动了20余场科技讲座。在沈阳举办首
届研讨会之后，其他同事决定将中法材料科学专
题研讨会长久地开展下去。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文章明确指出，MLZ研究所通过使用Spodi
衍射计确定了Ni–Mn–In铁磁形记忆合金结构，
Acta Materialia杂 志 5公 布 了 本 次 实 验 结 果 。 文
章强调，本次实验及其成果的迅速发布让人
对“Rapid Access program at MLZ”印象深刻。
在研究与培训领域，我们第三阶段的合作得
到了中国政府的认可，Esling教授曾在2013年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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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分别荣获中国政府颁发的辽宁省友谊奖和
国家友好奖。中法博士生联合培养项目张雨冬于
2004年完成论文答辩，Gérard Chalant是其论文答
辩报告人兼答辩委员会成员。目前，她是LEM3实
验室的HDR研究工程师，她和Esling教授以及我们
的合作伙伴左良教授、赵翔教授共同指导数篇论
文，其预期研究成果喜人。

在那些引人注目的科研成果中，法国格勒诺
布尔欧洲同步辐射光源(ESRF)科研机构研发了一
项在凝化阶段通过射线(X 射线)同步加速器原位成
像的技术。Yves Fautrelle教授将超真空Bridgman
炉安装在BM05光线上，从而可以通过同步加速
器原位成像，观测AlCu合金在不同热级下凝固的
静止磁场效果。法国国家科研署的该项目总共发
表了44篇文章，项目研究人员5次作为受邀发言
嘉宾出席科研会议。
除了洛林大学和东北大学之间的合作联系
外，近期科研方面的成功还包括与欧洲同步辐
射衍射加速器研究所[德国电子同步加速器研究
所(Desy)，汉堡，德国]和欧洲中子衍射研究所
(Heinz Maier-Leibnitz，慕尼黑理工大学，德国)的
合作。
铁磁形状记忆合金调制晶体结构分解的研究
出现在一篇被高度赞扬的文章中，该文章发表于
2015年3月24日慕尼黑大学和中子衍射中心(Heinz
Maier-Leibnitz)4共同网站上。
Isabelle Morelon(手捧花束)离任之际，在东北大学举办的法中专题座谈会合影

在晶体结构和材料各向异性领域，双方开展
的联合研究工作获得以下项目的支持：中法先进
研究计划(PRA)、中国科技部国际联合重点研究项
目、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国际科研合作
项目，以及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际科研合作
项目(PICS)。
具有结构性的合作：法国国家科研署资助的
“电磁处理技术运用于材料微结构和性能优化
(EPM)”项目
http://www.frm2.tum.de/en/news-media/
http://www.sciencedirect.com/science/article/pii/S1359645415000385 : Acta Materialia 88, 375 (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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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赴华出访数量变化及占海外出访总量的比重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在中国：
指数停滞不前？
撰稿：D. Journo和李岚珩(A. Mynard)
感谢负责科学计量的同事(CNRS/SAP2S)，他
们的研究使我们了解了这些数据。这些数据分别
是2014年往来中国的人员流动指数以及联合发表
论文数据。如果说流动情况出现小幅下降，那么
联合发表论文却依旧稳定。让我们试着更清楚地
分析这些数字。

1- 前往中国的人员流动情况
自2012年(1276项出访任务)达到峰值以来，
增长趋势就此停止，出访中国人数略降。2012年
以来赴中国出访任务毛变化量及其所占比重同时
出现下降。

2000年
2002年
2004年
2006年
2008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2014年

来源：Sigogne，BFC；处理：SAP2S

来源：© 欧洲联盟委员会 - 研究人员流动

2000-2014年间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赴华出访数量变化概况
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 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
占全球数量的百分比 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
赴华出访数量
赴华出访数量
赴华出访数量占海外
(以2000 年为基数100)
出访总量的比重
(以2000 年为基数100)
359
100,0
0,99%
100
518
144,3
1,31%
131
718
200,0
1,70%
170
1013
282,2
2,00%
200
976
271,9
1,87%
187
1217
339,0
2,06%
206
1245
346,8
2,14%
210
1276
355,4
2,21%
221
1228
342,1
2,07%
207
1205
335,7
1,92%
192

如果说10年前，中国还位列法科研中心各机
构研究人员海外出访目的地国第15-20名，近5年
来中国则上升至第10-15名。2013年，中国处于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研究人员出访海外目的地国
家第11位，此后它一直占据着第13位。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法科研中心赴华研究人员
的学科方向，可以发现，每年的学科分布几乎都
是一样的。化学研究所所占比重稳中有升(较之
2013年16%的研究任务，增长至17.1%)，人文与
社会科学研究所(2014年为13.9%，2013年为15%)
和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2014年为13.5%，2013
年为14%)略有下降。同样可观察到，2014年生
物科学研究所研究人员出访数量有所增长(较之
2013年的9%增长到10.3%)，但是仍被物理研究所
(10.5%)赶超，物理研究所占据研究人员赴华考出
访总量排名的第五位。

法科研中心
下属研究所
化学研究所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
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
物理研究所
生物科学研究所
国家数学与其交互作
用研究所
信息学与其相互作用
研究所
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
理研究所
生态与环境研究所
其它
合计

出访
人员
数量
206
167
163
159
126
124
85

各所研究人员
赴华出访量占
总量的比重
17,1%
13,9%
13,5%
13,2%
10,5%
10,3%
7,1%

72

6,0%

71

5,9%

24
8
1 205

2,0%
0,7%
100,0%

来源：Sigogne，BFC；处理：SAP2S

来源：Sigogne，BFC；处理：SAP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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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科学计量研究法
如果我们研究一下这些科学计量数据，情况
可能愈发复杂甚至难以辨读。实际上，从今年
开始(2012-2013年发表数据)，所得指数的基础是
包括材料科学与生命科学两领域的多学科子集
数据，以及私人公司汤森路透(Thomson Reuters)1
研发的《科学网页》数据库« Web of Science »™
(WoS)。换而言之，2012,年起，这一系列中断。
从此以后，涵盖范围不仅包括《文章》，还包括
其它参考来源。
据数据库设计者描述，涵盖更多科学成果所产
生的影响主要体现在，能够更好地将工程科学和信
息科学包含在内。但是，这一系列的中断自然也影
响了和之前所得结果进行比较。最后解释一点，人
文与社会科学成果不包含在数据范围之内。
尽管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在法中联合知识产出中所占的相对位置几
乎没有发生变化：法中联合出版物中72.3%出自

No19 2015 春夏季刊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物理、化学、数学和宇
宙科学毫无悬念地稳占高于80%的份额。我们同
样也可看到，法中联合出版物(红线)曲线和中国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联合发表论文(绿线)曲线
契合得很好。
2012-2013年间，中国科研出版物的23.5%都是
和国际合作伙伴共同完成的。在此背景下，法中
联合出版物则处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法国是中国
第七大合作伙伴国，联合发表所占比重为4.8%。
德国为7.8%(第五位)，英国为10.1%(第二位)，远
远落后于美国(第一位，46.3%)。
中国作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第七大联合
出版物伙伴国，与其联合发表的联合出版物占法
科研中心国际出版物的7.6%，也是对称的。这意
味着，对法科研中心而言，与中国合作发表的重
要性要大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对中国的重要
性。在一定程度上，这一情况与中国科学强烈的
国际化以及中国科研出版物(联合发表)的数量剧
增脱不了关系。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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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科研中心和中国联合出版物学科分布表 (2012-13年平均数)
中国出版物
法中联合出版物 法科研中心与中国联合
数量
数量
出版物数量
物理学
34734
687
609 (88.6%)
工程科学
50661
386
241 (62.4%)
化学
62273
363
297 (81.8%)
宇宙科学
15726
367
333 (90.7%)
基础生物学
25214
229
119 (51.9%)
生态 - 生物学应用
13097
121
68 (56.1%)
数学
10539
130
109 (83.8%)
多学科杂志
13211
143
96 (67.1%)
医学研究
31888
244
63 (25.8%)
所有领域合计(不包括人文与社会科学)
193419
2110
1 526
数据SCI Expanded --CPCI-S (汤森路透); 处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SAP2S 和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INIST)

2012-2013年与中国发表联合出版物排名前十的国
家，以及占据中国国际联合出版物的比重
美国
英国
日本
澳大利亚
德国
加拿大
法国
新加坡
韩国
台湾

占据中国联合出版物的比重
46.3%
10.1%
9.0%
8.8%
7.8%
7.3%
4.8%
4.4%
4.4%
3.6%

数据SCI Expanded --CPCI-S (汤森路透); 处理：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 / SAP2S 和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INIST)

来源：法科研中心下属研究所

数据SCI Expanded --CPCI-S (汤森路透); 处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SAP2S 和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INIST)

《科学引文索引® (SCI-Expanded)》和《会议录索引-科学(CPCI-S)》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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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中国在法科研中心的存在
截至2014年12月31日，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各机构的中国博士(1360人)和博士后(202人)
比重分别占到3%和31%.，同比均有所上升。法科
研中心新项目启动或者国家推动作用都不能解释
博士后人数剧增的原因。
截至2014年12月31日，1360名中国博士占法
科研中心外国博士总数的12.1%，53%的博士来自
亚洲。截至2014年12月31日，202位中国博士后占
法科研中心博士后人数的8.6%，40%的博士后来
自亚洲。
法科研中心的中国人按学科分布情况说明，
三个研究所(化学研究所、信息学与其相互作用研
究所、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在接待中国博士和
博士后上发挥着重大作用。在图中可以看到学科
分布情况的分极化，也可以看到中国博士和博士
后相对外国群体所处的位置。显然，法科研中心
的中国人分布情况不同于其他外国人，他们更倾
向于研究化学而非生命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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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博士及博士后在法科研
中心各研究所分布情况
博士数量 博士后数量
生物科学研究所
81
25
化学研究所
219
50
生态与环境研究所
21
6
人文与社会科学研
178
2
究所
信息学与其相互作
214
26
用研究所
工程与系统科学研
396
34
究所
国家数学与其交互
85
14
作用研究所
物理研究所
93
23
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 33
4
理研究所
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 40
18
合计
1360
202
来源：Labintel，截至2014年12月31日；处理：Sap2S

截至2014年12月31日中国博士和博士后在法科研中心各研究所的分布情况
以及与外国博士及博士后分布情况的比较

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制作宣传条幅。
获取宣传条幅法文版、英文版和中文版，请与我方联系。
来源：Labintel，截至2014年12月31日；处理：Sap2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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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生态保育研究：多学科国际项目 !

李丽博士简介

讨论这样的一个主题，我们需要好几篇文章。因此我们决定逐一介绍以下内容：中法奖项得主、
生态系统健康和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究团队(GDRI EHEDE)联合负责人李丽(昆明)的研究，弗郎什孔
泰“Chrono-environnement”科研混合单位1的活动，以及一个独具匠心的土壤方面的实验。这些文章的
相同点，即在法中科研合作框架下，研究人员均具有着运用科学及多学科方法解决保育和生物多样性问
题的热情。

第二十一届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COP21)将于2015年秋在巴黎召开。为了庆祝该活动，法国驻华
使馆希望对气候变化和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法中科技项目予以奖励。2015年2月3日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中国代表处在北京举办的招待会上，李丽博士获得了“旅居法国”奖。李丽博士是云南财经大学
(YUFE)副教授，地理信息系统和生物保护方面的专家。这一奖项是为了表彰她在滇金丝猴生态学领域的
研究。滇金丝猴属濒危灵长目物种，生长在云南省高海拔森林地区，对气候变化的影响敏感。作为生
态系统健康和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究团队(GDRI EHEDE)成员,李丽是该团队中方的关键人物之一。弗
朗什孔泰大学大学Chrono-environnement实验室和ThéMA实验室对这一认可表示欣慰。对于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来说，这又是一次展现国际研究团队合作机构在中国开展多学科推动性研究项
目的很好机会。

• 李丽博士简介： 地理信息系统及生物保护领域专家
- 寻找滇金丝猴
• “Chrono-environnement”和“ThéMA”实验室介绍
- Chrono-environnement(科研混合单位6249号)联合监管
- ThéMA实验室(科研混合单位6049号)
- “生态系统健康和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究团队(IRN EHEDE)”合作伙伴

云南财经大学(昆明)副教授李丽女士曾在贝桑松弗朗什孔
泰大学“Chrono-environnement”实验室(2010-2011年)学习景
观生态学和健康生态学，为期一年之久。2012年回国之后，在
Patrick Giraudoux的支持下，她成立了“野生动植物与生态系统
健 康 管 理 ” 研 究 实 验 室 ， Patrick Giraudoux是 该 实 验 室 的 外 国
负责人，并负责生态系统健康和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究团队
(GDRI EHEDE)的协调事宜(参见“CNRS在中国”第15期)。

• 关于中国普洱地区人与野生象冲突的调研工作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实验区”

通过签订特别协议，“野生动植物动物群与生态系统健康管
理”研究实验室获准进入一些分布于自然保护区内的研究基地，如
高黎贡山自然保护区(位于海拔2300米处)，新疆塔城巴尔鲁克山国
家级自然保护区(3000米)，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3900米)。在保育
生态研究领域，该实验室是生态系统健康和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
究团队(GDRI EHEDE)的重要组成部分(联合成员名单见第26页)。

李丽在法国Chrono-environnement
实验室期间的照片

李丽主要从事滇金丝猴(Rhinopithecus bieti)*生态学研究。滇
金丝猴属高海拔地区濒危物种，分布在云南省。目前她的研究扩
展到这一物种的图形理论应用和景观生态种群遗传学，也包括灵
长目的其它物种，如陕西的秦岭金丝猴，以及其它模型，如野生
亚洲象(云南地区另一种典型物种)。

李丽和蒙贝利亚特奶牛面对面！

1

科研混合单位62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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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滇金丝猴

自那时起一直到二十世纪90年代，这一物
种都不为人熟知。滇金丝猴属于稀有的灵长目动
物，生长在极端环境中，即高海拔的常绿森林之
中，在云南西北和西藏东南，湄公河和长江之间
的海拔3000-4700米的云岭山区。估算其总数量不
到3000只，分散于15个独立的族群。考虑到它们
的栖息地幅员辽阔，人类进出困难，其族群有可
能尚未被全部发现。
*在滇金丝猴被发现129年之后，一支法中探险队
踏上了寻找滇金丝猴之旅。滇金丝猴是一种濒危
灵长目物种。1897年，Alphonse Milne-Edwards
以 传 教 士 Félix Biet的 名 字 为 其 命 名 ， 传 教 士
Félix Biet在西藏传教时将七只标本送到巴黎自然
历史博物馆，滇金丝猴的拉丁名字Rhinopithecus
bieti 由此而来。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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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正在对有利于该物种的生态环境和
威 胁 因 素 的 保 护 情 况 进 行 评 估 。 通 过 THéMA 2
和 “ Chrono-environnement” 科 研 混 合 单 位 合 作
研 发 的 Graphab程 序 探 索 在 不 同 层 级 的 关 联 性 ，
该 程 序 已 在 zone atelier arc jurassien实 验 区 内 的
一 些 研 究 对 象 (田 鼠 等 )身 上 进 行 了 测 试 。 2013
年 7月 8日 至 18日 完 成 了 实 地 调 研 ， 对 滇 金 丝 猴
栖息地进行了评估，并且依据图像原理确定了
种 群 通 道 。 Céline Clauzel、 Manon Jacquot和
Patrick Giraudoux，联合李丽、龙勇诚(中国著名的
灵长类动物专家)，以及他们的学生和同事一同接受
了Graphab程序培训。目的是在灵长动物分布区域内
建立一系列地面控制点，包括从Mai Li shan北部西
藏边界起，直到云龙天池自然保护区(目前所知道的
种群活动最南部)。
2014年 李 丽 博 士 在 云 南 南 部 启 动 了 一 个
新的“野生大象保护”研究项目。为此，与
zone atelier arc jurassien实 验 区 (农 业 、 狩 猎 和
保 护 方 面 ， 物 种 问 题 可 持 续 管 理 的 模 范 代 表 )和
zone atelier Hwange实验区(非洲大型哺乳动物可持
续管理的模范代表，参看第26-27页介绍)的合作关
系正式被建立。

值得一提的是，云南省自然风景极其丰富多样，北部洪
拉山口(4220米)将其与干燥的青藏高原分离，覆盖范围直至
西双版纳热带森林，自然资源丰富。几条重要的河流流经云
南。由于气候鲜明，该地区农业活动不仅非常重要，而且具
有多样性。云南省是世界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之一：占中国
国土面积的4%，拥有60%的中国高等植物以及一半的鸟类和
哺乳类物种(包括大象)。该地区的热带、亚热带、温带、寒带
植物物种比中国其他任何一个省份都多。这里所说的物种既
包括当地古老的物种，也包括国外引进物种。在中国3万种高
等植物物种中，可在云南找到1.8万种。云南被誉为动植物天
堂，目前已勘测出的矿物种类有150多种。云南省别具一格的
地方还在于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

THéMA：科研混合单位6049 (Théoriser et Modéliser pour Aménag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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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rono-environnement实验室
和ThéMA实验室介绍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混合单位6249，
“Chrono-environnement”实验室，创立于2008
年。目前实验室共有150多名研究人员和教研人
员，60名技术行政人员，70名博士和博士后；每
年平均邀请约5名外国教授。它的研究主要侧重
三个领域：生态岩石圈的运行、过往社会和环境
的研究、环境和人类生态系统健康之间的关系。

“Chrono-environnement”实验室，科研混合单
位监管机构：

弗朗什孔泰大学
包含20个接待团队，5个经法科研中心认证
的科研混合单位(UMR)，1个联合研究所，1
个服务混合单位(UMS)以及1个服务与研究
单位(USR)。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科 研 混 合 单 位 由 双 方 机 构 共 同 监 管 (弗
朗什孔泰大学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Chrono-environnement”实验室同时
隶属于法科研中心以下三所研究所：
INEE (60 %)，生态与环境研究所
INSHS (20%)，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
INSU (20%)，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

关键词：人类和生态系统健康、人为活动对自然
环境的影响、生态岩石圈的运行、社会动力学

科研混合单位“Chrono-environnement”
实验室，也与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INRA)、
法国文化部、法国国家预防性考古研究院
(INRAP)和法国原子能委员会(CEA)有合同
关系，同时和贝桑松地区大学医疗中心
(CHRU)签有协议。

- ThéMA实验室 - 科研混合单位6049

ThéMA是一个地理学研究实验室。该科研混合单位(UMR 6049)联合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弗朗
什孔泰大学和勃艮第大学，并与上述两所大学的人类科学研究所合为一体。它有两个办公地址，分别在
第戎和贝桑松，后者为科研混合单位所在地。该单位根据社会需求承担了多个研究课题。实验室由以下
三个研究团队组成：(1)流动性、城市与交通；(2)自然景观与人类生活环境；(3)区域智能，其横向方针可
以实现不同团队间的沟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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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态系统健康和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究团队
(IRN EHEDE)*合作伙伴

生态系统健康和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究
团队简介：

项目名称：生态系统健康和环境疾病生态学国
际研究团队 - “International Research Network”
- Ecosystem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Disease
Ecology (IRN EHEDE)

生态系统健康和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究团
队的目标是推动交流，促进亚、欧、北美洲与生
态系统健康(例如长期生态过程中的生存力和生态
系统服务的完整性)和生态疾病(例如在特定生态
系统中维持或控制疾病的过程)相关合作研究的发
展。(参看“CNRS在中国”第15期和第16期)

研究方向：
(1). 绦虫在欧洲与亚洲的传播生态学
(2). 云南生态系统健康和动物群管理
(3). 监测和适应数据管理的常设工作室

生态系统健康和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究团队协议签署机构及其所属国，以及目前开展的国际研究项目。
研究部门
Chrono-environement实验室 *
THéMA实验室 *
环境和生命科学学院，
绦虫传染病研究小组
野生动植物管理和生态系统健
康学院 *
病菌和免疫系
四川寄生虫疾病研究院，
包虫病小组
四川寄生虫疾病研究院，
绦虫病和囊虫病小组
寄生虫系
野生动植物生态学和空间传染
疾病实验室
传染疾病部

机构
法国弗朗什孔泰大学大学 - 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
法国弗朗什孔泰大学大学 - 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
英国索尔福德大学

国家
法国

联系人
Patrick Giraudoux

法国

Céline Clauzel

英国

Philip S. Craig

云南财经大学

中国

李丽

宁夏医科大学
四川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
中国

杨玉荣
WANG Qian

四川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中国

李调英

日本旭川医科大学
加拿大卡尔加里大学

日本
加拿大

AKIRA Ito
Alessandro Massolo

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澳大利亚

Archie Cle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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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系统健康与环境疾病生态学国际研究团队联合成员：
研究部门
寄生虫系
包虫病基础医学研究重点实验室和第
一教学医院
分子寄生虫系
灵长类动物研究院
寄生虫系
生命学院
传染病和健康统计系
正外来动物疫病的预防和控制部门
(CMAEE)
甘肃动物寄生虫病国家重点实验室

机构
兰州大学
新疆医科大学

国家
中国
中国

联系人
Jing Tao
Wen Hao

昆士兰医学研究院
京都大学
霍恩海姆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广西医科大学
法国农业科学研究院(动物健
康))
甘肃(新成员)

澳大利亚
日本
德国
中国
中国
法国

Don Mc Manus
Munehiro Okamoto
Thomas Romig
Wang Zhenghuan
周红霞
David Pleydell

中国

Jia Wang Zhong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实验区 英文是“LTER area”，它形成
一个环境与社会生态系统的跨学科长期研究的机构间网络。十二
个目前处于活跃状态，其中两个在法国本土之外。实验区网络是
欧洲和国际长期生态研究(LTER)网络成员。从研究对象的规模方
面看，法科研中心实验区特色在于，它具有地区性以及生态和社
会追踪的长期性。他们的研究课题包括某一环境和所处社会之间
的相互作用。对这些相互作用的理解意味着运用多学科研究方式，特别是自然科学、生命科学、
人文科学、工程科学，旨在应对特定区域内的问题，这些问题可以通过和管理人员的互动而确
定。Zone Atelier Arc Jurassien实验区(ZAAJ)2组成了一个合作研究网络，研究环境、社会和中等高度
山区的社会生态体系活力之间的相互作用。
1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实验区以联合研
究的形式进入中国，同时使其研究与合作
经验得以国际化，这是全新且在科学意义
上独具特色的一点。”
http://www.za-inee.org
http://zaaj.univ-fcomte.fr

中国普洱地区：人象冲突的调研工作
野生亚洲象曾经广泛分布于伊朗海岸到扬子江地区，近千年来其数量大大减少，特别是近一百年
来，它的数量锐减了一半。大部分原始分布区的野生亚洲象已经灭绝，目前仅存于局限的不连贯区域。
中国云南省野生亚洲象的数量在250-300之间，大部分分布在西双版纳自然保护区。
保护措施的推行使野生亚洲象的数量得到了
稳定，目前还出现了增长，野生亚洲象开始重新
占领临近区县，特别是普洱地区(因其茶叶而闻
名)。亚洲象通常栖息于森林之中，但是在云南南
部镶嵌景观中，人口高度集中，森林和香蕉、甘
蔗、水稻等农业种植区错综分布。大象在傍晚时
攫取这些丰富且容易获取的食物，到了晚上，一
些大象甚至会不时造访村庄里的庭院，寻找食盐
或者储存的蔬菜。除了这些已确定的巨大农业损
失之外(西双版纳县2002年损失高达300万美金)，
因和“到访”的大象斗争或者阻止其破坏房屋，
造成的人员死亡也时有发生。
普洱县林业局求助于云南财经大学野生动植
物管理和生态系统健康研究中心，希望找到合理
途径使“人与大象”的冲突最小化。对老虎等其
他标志性濒危物种来说，为了减少种群数量或者
降低有可能产生的损失，个体“提取”成为一个
可选项。

应对大象和农业相关的问题，建立“亚洲象种群
演变及其在当地影响的控制”研究-行动网络基
础。在生物模型和损害类型方面，这个问题和野
生动物群-农业冲突所遇到的问题从根本上是一样
的，Chrono-environnement实验室结合相关方面
以及表面上的利益冲突，将它作为研究专业，如
关于田鼠-农业冲突的多学科和系统研究。
一项新任务于2015年4月启动，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的两位专家，以一种独特的方式联
合起来：非洲Zone atelier Hwange实验区的负责
人Hervé Fritz，和来自Zone atelier Arc jurassien
实 验 区 的 Patrick Giraudoux， 开 始 了 一 项 涉 及
ZAH实验区，ZAAJ实验区和云南财经大学(YUFE)3
的新工作计划。

2014年 3月 10日 至 24日 ， 在 法 国 大 学 研 究
院 的 支 持 下 ， Patrick Giraudoux(来 自 Chronoenvironnement实 验 室 )和 Céline Clauzel(来 自
ThéMA实验室)在云南加入了李丽博士及其中国
同事的团队之中。他们的目标是在当地采取措施

1
2

26

http://gdri-ehede.univ-fcomte.fr/spip.php?article26#2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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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植物提取修复方法到第四代
杀虫剂合成：在污染环境中
植物管理的综合研究
撰稿：Claude Grison1

因附近开矿导致稻田受到污染(中国南部)

了克莱蒙费朗化学研究所 2、土壤科学研究所 3以
及仿生化学和生态创新实验室4。
该法中合作项目是一项跨学科综合研究，它
的目标是应对两项挑战，即修复被金属和有机物
污染的土壤的两种生态方法：一是通过适合的植
物，运用植物提取重金属；二是对有机污染物
(OP)进行光催化处理。这二者需要相互结合共同
发展。通过植物提取、光降解催化、生态催化、
创新绿色化学等技术手段，这一项目体现了绿色
杀虫剂产品的工业发展。

旧洗锌滗析盆的毒害植物土壤(法国南部)

中国和法国拥有同样的背景：长期采矿活动
导致环境中重金属(ETM)的累积。据估算，19502000年之间，分散到环境中的铅和锌分别有78.3万
吨和135万吨。这一问题极其严峻，原因有两个：
• 土壤、耕地、稻田、河流都受到了污染。对
于暴露于重金属污染之下的人们来说，人类健
康受到影响是不可避免的。
• 重金属不能被生物降解。它们将存留于生态
系统和生物体之中。它们最终将进入食物链。
后果显而易见：
• 被侵蚀的土壤毒害植物，并加速了土壤和空
气的交流，对人类身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例
如铅中毒。

光催化为杀虫剂祛除污染找到了解决办法。
植物提取衍生的光催化和生态催化结合，为光降
解有机污染物创造了独一无二的机会。
法中合作研究人员是植物修复方面公认的专
家。他们掌握植物提取锌的最好的生态方法。
他们各自研发了能够提取金属污染的植物。
这里指的是锌-镉-铅5超累积植物 ，它们为被污染
矿区大面积植被恢复问题提供了一个连贯可行的
解决方案。

• 土壤污染导致污染物转移到附近的河流。造
成的后果是土壤肥力下降和农产品的污染。这
就构成了对食品安全的威胁。
金属污染并不是唯一的环境问题。有机杀虫
剂、农业化学衍生物、除草剂都加重了污染，对
健康构成了威胁，降低了土壤质量。据估算，每
年应用于种植业的杀虫剂有250万吨。有机氯、
有机磷酸盐、苯吡唑、草甘膦、三氮六环衍生物
被广泛应用。杀虫剂的毒性影响土壤、水资源以
及农作物。农业集约化加重了这一问题。
在法中合作框架下，“无污染”(NOPOLL)项
目是新型植物技术的先驱者，它可以减少土壤污
染，为有毒杀虫剂提供新的代替品。该项目联合
光化学团队,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混合单位6296-Blaise Pascal大学，负责人Dr Cl. Richard博士。
Soil and Environment Bioremediation Research Centr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resp. Pr L. Wu)
4
FRE CNRS-UM-Stratoz 3673.
5
伴矿景天、天蓝遏蓝菜、黄苜蓿
2
3

1

Claude Grison是仿生化学与生态创新实验室成员，(FRE CNRS-UM-Stratoz 3673)，Cap Alpha，34830 Clapiers，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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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的目标是以植物提取衍生物-生态催化
剂为基础，研发合成2H-色烯[2H-苯并(b)吡喃]的
绿色方法。这些催化剂不仅有效而且价廉，可
以用于大规模的工业生产。
这一方法依靠于法国合作方提出的新理
念 - 生态催化 10。其原则建立在植物提取修复技
术衍生的生物量使用上，将其作为化学合成中
的金属催化剂源。

伴矿景天6

天蓝遏蓝菜7

黄苜蓿8

当重金属超级累积载体和玉米交叉种植
时，借助于伴矿景天进行植物提取修复是一项
很有意义的技术，可降低金属元素的浓度，玉
米重新变得可食用9。

在“无污染”(NOPOLL)项目框架下，从天
蓝遏蓝菜和黄苜蓿中获取的生态催化剂首次用
于新兴生态杀虫剂的合成。它将成为有毒杀虫
剂的替代物。

但是植物提取修复技术产生了新的废弃
物 - 被污染的生物量。仿生化学及生态创新实验
室找到了使此生物量增值的创新之举。植物和
金属废弃物可直接实现增值，被转化成绿色催
化剂，又称生态催化剂。这些多金属独创体系
作为综合转化中异质催化剂，可以推动高附加
值分子的进入。

选择了多个分子模型用于研发昆虫保幼激
素抑制剂，如蜚蠊科美洲大蠊和长蝽科马利筋
长蝽。这些天然抑制剂包括具有杀虫剂作用的
2H-色烯。

形成色烯的逆合成策略，其基础是阶梯式
反应，包括苯酚作用于烯醛的亲电加成反应，
随后的二烯聚物脱水，以及分子间6π-电环化：
新研发的方法优于已知的方法，并且将2H色烯的效率从良提高到优(60-98%)。作为一种天
然昆虫繁殖调制器，效率高达91%，使得I号早
熟素的配制成为可能。对于副作用较小，可有
效转化为2H-色烯的基体，如苯酚、奈酚，这一
方法非常适用。这些结果展示了植物提取法和
天然杀虫剂的绿色合成相结合的好处11。

有关它们的生物研究，特别是早熟素研究
方面，已有数篇论文和多个专利发表或公开。
早熟素作用于幼虫，可导致成年不可成活昆虫
的过早变形。早熟素被誉为第四代杀虫剂，将
成为新型昆虫繁殖调节器。

环境科学领域，一位令人难以置信的成功
故事主人公！
Claude Grison是一名化学家，现年53
岁，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12项专利的
发起人 - 这些专利不仅可以利用植物逐
渐消除矿区的污染，而且还能对植物吸收
的金属加以利用。身为蒙彼利埃第二大学
教授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代表，她欣
慰地说：“通过我们的工艺可以利用植物
制造一种很有用且其他方法非常难合成的
分子。”其应用非常广泛，包括从Monastrol防癌衍生物到美容品。和欧莱雅子公司
Chimex、日本公司Takasago建立了产业合作
关系，而年轻的创新型企业Stratoz负责发
展整个领域。
Claude Grison在职业生涯早期选择的
却是另外一条道路 - 活体化学，即化学和
生物学的接口学科。2005年，在抗生菌抵
抗力中，她发现了一种重要的酶。2008年
她转向生态学，这冒险一赌的起因是，她
的四个学生在准备植物解决污染问题的课
题，而向她求助。这名关爱环境的杰出科
学家，其本性中的求知欲帮她完成了剩下
的事情……她说道：“多亏了这些植物，
我们发明了一种新型化学，可以将废弃物
转化成金属，而恰巧这些金属正在走向枯
竭。钯就是其中的一个例子，而钯对于合
成众多药物是必不可缺的。”

玉米种植/交叉植物提取
(L. Wu，al. 2012年)

http://www.labochimeco.com/
Ecocatalysis for 2H-chromenes synthesis: an integrated
approach for phytomanagement of polluted ecosystems,
Environ. Sci. Pollut. Res. 2015, 22, 5677-5685, Vincent
Escande, Alicia Velati, Claude Grison.
10
11

Soil and Environment Bioremediation Research Centre, Nanjing, Institute of Soil Science, CAS Resp. Pr L. Wu
Laboratory of Bio-inspired Chemistry and Ecological Innovations, CNRS-UM, Stratoz, FRE 3673, France, Resp. Pr C. Grison
9
参见：L. Wu、Z. Li、I. Akahane、L. Liu、C. Han、T. Makino、Y. Luo、P. Christie。2012. Int J Phytorem 14: 1024-1038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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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莱蒙费朗光化学实验室
中，Cl. Richard博士正在进行相关实验，
研究生态催化剂在含氯有机污染物光降
解方面的能效。初步研究结果喜人，值
得为之喝彩。
重金属超累积载体产生的废弃物回
收成为化学领域一项史无前例的理念
出发点，被称为“生态催化”。该新型
理念的发展为可持续化学带来范例性变
革：植物提取修复方法产生的金属废弃
物成为有机化学的新型有效催化方式。
这一新的理念在几年前还是无法想象
的，作为催化和相关植物技术领域的一
场革命，它现在正在为人们所接受。它
为预期的经济和技术转变提供了具体的
解决方法，同时也为植物提取修复和绿
色化学注入了新活力。

R'

O
R

O

R'

+

H

OH

创新奖章简介：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创新奖章创立于2011
年，旨在奖励在技术、治疗、社会方面实现创新突
破且凸显法国科学研究的杰出科学研究人员。每
年，评委会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及其它研究
机构、大学和高等商业学院的研究员和工程师，或
者是致力于研究活动的企业家中，选出1到5名颁发
奖章。6月18日，法国国家教育、高等教育与研究
部部长Benoît Hamon，法国高等教育与研究部秘书
长Geneviève Fioraso，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院长
Alain Fuchs，为四名获奖人颁奖。(获取更多信息，
请点击链接13)
鸣谢：作者们对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CNRS)、法
国国家科研署(ANR 11ECOT 011 01)和欧洲地区发展基
金会(FEDER) 给予的资金支持表示感谢。

“良性循环：生态学降低化学污染，
化学为生态学提供良好的经济性前景。”

Combining Phytoextraction and Ecological Catalysis: an Environmental, Ecological, Ethic and Economic Opportunity, 2015,22,
5589-5591 DOI 10.1007/s11356-014-3169-0, Claude Grison
13
http://videotheque.cnrs.fr/video.php?urlaction=visualisation&method=QT&action=visu&id=4235&type=grandPubl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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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对环境压力的适应性：
法中MeToliCa项目
作为讲师及MeToliCa计划的发起人，Cécile BEN博士1在本文中讲解了法国环境与功能生态学实验室
(EcoLab)在中国开展的各项活动，尤其是与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重点实验室胡向阳教授领导的研究
团队开展的合作，后者隶属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KIB/CAS)。她介绍了她在植物生物技术方面的研究
工作以及双方合作的宗旨和组织结构，强调今年作为合作第二年的项目交流内容、任务以及开展的培
训。本项合作始于2014年，由法国驻华大使馆通过“张衡项目”和“徐光启项目”发起并提供资助，后
来发展为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国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由生态与环境研究所(INEE)提供资助。
法国图卢兹环境与功能生态学实验室
(EcoLab，科研混合单位5245，CNRS/UPS/INPT)，
与多所中国实验室保持着密切而有效的合作，这
些中国实验室分别来自不同的科研机构和大学。
科研合作覆盖多个与环境、生态和生物多样性相
关的领域。
在水领域方面，法国环境与功能生态学实
验 室 与 中 国 科 学 院 武 汉 水 生 生 物 研 究 所 (IHB)
、武汉大学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
(LIESMARS)、华中科技大学和江西师范大学建立
了长期合作。法国环境与功能生态学实验室主任
Jean-Luc Probst发起国际研究团队(GDRI)项目，旨
在结构化双方的合作，目标是进行复杂河流系统
的比较研究，对比中国扬子江河流系统和法国的
加伦河(Garonne)，包括它们的蓄水盆地、湿地和
湖泊。该项研究的目的是更深入地了解这些复杂
生态系统的运行发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
和影响。总而言之，就是提供可靠元素，以更好
地管理这些饱受人类人为压力并深受气候变化影
响的自然区域。

最近，法国环境与功能生态学实验室与隶属
于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
理学重点实验室(KIB/CAS)建立了合作，旨在研究
植物对恶劣环境的适应性。如今，这项由Cécile
Ben和胡向阳带领的合作，作为国际科研合作项
目(PICS)，得到了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生态与
环境研究所(INEE)的支持。合作项目开始于2014
年，主要以野生豆科植物蒺藜苜蓿为研究样本，
分析植物对镉的反应。
2011年，法国驻华大使馆科技处(SST)联合中
国科学院，创立了主题为“生物多样性与可持续
发展”的“张衡科学探索计划”。上述法中两大
实验室之间的合作，最初便是在这个计划框架下
启动的。2012年，这项合作在法国驻华大使馆资
助的“于贝尔·居里安(PHC)-徐光启伙伴计划”
框架中得以确立并发展壮大。MeToliCa国际科研
合作项目将持续开展3年(2014-2016)，这个大胆
的研究项目综合分析了植物对镉反应中的各级分
子调节和基因调节，同时也形成一个真正的契
机，有望以此来巩固及永久延续这种合作。

12

32

科研混合单位5245, laboratoire ECOLAB (CNRS/UPS/INP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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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是一种普通常见的重金属，即便是在含量
极少的情况下，也具有很大的活性和毒性。土地
受镉的污染，大部分是由于人类活动而引起的，
主要是工业生产以及磷肥料的过度使用。在中
国，这种小含量2高毒性的金属，被认定为人类健
康和生物多样性的头号杀手，农业用地是首先应
当监控的对象 3。在法国，“GIS SOL科学兴趣团
队”揭示了土地镉污染令人担忧的演变，并指出
如今镉的地理分布已经超出城市和工业区域的单
一范围 4。镉是一种污染物，能够对生命体造成
极大的生理机能障碍。目前，虽然某些生理学研
究、生物化学研究和分子学研究提供了一些关于
镉金属在植物体内诱发的行为模式和生物紊乱的
信息，但在植物应对镉污染的弹性，以及基因系
统生物多样性的对镉的耐受性方面，仍然缺少相
关数据。
蒺藜苜蓿：植生复育法工具 - 豆科植物
在这个合作项目中，我们建议使用多种工具
和基因组数据，以及现有的生物多样性资源来完
成对野生豆科植物蒺藜苜蓿的研究，以达到研究
该植物对重金属镉的适应机制的目的。当前，以
镉压力之下，生物多样性评估为基础，双方正在
对萌芽阶段的蒺藜苜蓿进行基因学的共同研究，
以确定在该物种耐镉污染性中起到关键作用的因
素。同时，人们还开展了更具针对性的蛋白质组
对比分析，针对事先取得并判定为耐镉污染和对
镉敏感的两棵植物，分析其蛋白质的不同表现形
式的特征，以明确对植物能够忍耐镉污染物起必
要作用的蛋白质。未来将探讨以上两种研究得到
的互补性数据之间的潜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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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未来，我们可以探索新的计划框架，结合
基因表达调控上不同层的次数据(基因组、转录
酶、蛋白质组)，发展一种更整体化的途径，以破
解植物产生耐镉性所必须具有的调节机制。这有
助于认识野生物种在污染带和环城产生的反应。
另外，如今全球人口数量剧增，导致食物需求加
大，可耕种土地短缺，农业原材料的生产难以提
高。在这个大背景之下，一些地区政府团体可能
会关注本研究项目的成果，以便能够开发及改造
那些因污染而处于不可开发状态的土地，在上面
开展农业活动。因此，在这些土地上种植具有耐
镉性的豆科植物，可以发挥其植物修复技术的作
用，消除镉的污染，同时增加泥土中的氮肥。实
际上，豆科植物，无论是野生的(蒺藜苜蓿、百
脉根、刺槐、洋槐，等等)，还是人为种植的(大
豆、苜蓿、豌豆、花生、三叶草，等等)，都能够
与泥土中的各种微生物建立共生关系，从而固定
住大气中的氮，自然地提高泥土中的氮肥含量。
因此，这些物种在生态系统中具有重大的作用，
对绿色环保农业的发展有着特殊的价值。
具有光明前景的科研合作
法国环境与功能生态学实验室与中科院昆明
植物研究所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研究重点实
验室近期建立的的合作，主要依靠于法中研究团
队特殊且互补的专业知识和能力。目前，他们共
同发表了一篇科研文章，随后一位中国博士后研
究员还将通过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前往法国环境
与功能生态学实验室进行为期两个月的工作，这
将使两个实验室的合作更加紧密。在这里，我们
必须再次强调，国际科研合作项目在这个联合研
究项目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它对巩固和延续双方
合作起到了关键作用。

根据MeToliCa计划，法国代表团通过国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来到中科院昆明植物研究所(KIB/CAS)生物多样性与生物地理学
重点实验室进行交流合作。

参考：« European Food Safety Authority »，简称EFSA。
Luo和al. 2009.
4
2011年11月《法国土壤现状报告》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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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RIOCA项目：
法中联合研究团队五年的土地勘察工作

如今，从气象学角度看，我们更关注于设计
高效的方法来处理即时数据(特别要考虑到连续数
据之间的客观存在的关联)和繁杂数据(来自光学
雷达、无人机，等等)。从应用角度上看，城市环
境问题(城市布局和植被对空气污染或城市生态产
生的影响)是我们研究的核心。

撰稿：Thomas Corpetti1

“基于多重数据的气候和土地覆盖相互作
用”研究团队(CARIOCA)，是湍流、图像、物理
和环境研究团队(TIPE)的延续，它是一支专注于
通过空中成像和/或航空影像来观察地面的法中
联合研究团队。2010年，CARIOCA研究团队于中
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LIAMA)2
内正式成立，汇集了来自法科研中心[特别是雷恩
一大科学观察所(OSUR)3、流体力学和声学实验室
(LMFA)4]，以及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球研究
所(IRSA)5的研究员们。

项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图3)采集自无人驾驶机的3D复原图

从图片中，我们可以看出这些数据是非常特
殊的，不能用常规处理图片的方法和工具进行分
析。在CARIOCA团队中，我们汇集了信号处理、
湍流建模、植物生长过程建模及大批量数据处理
方面的专家，从远距离探测获取的数据中提取相
应信息。这些技术人才同时来自法国和中国的专
业团队。

自CARIOCA团队建立之来，除了研究人员
之 间 的 交 流 互 访 ， 我 们 还 看 到 有 5位 法 国 博 士
生在中国开展长期的研究学习，并通过了论文
答辩，他们分别是：Pierre Allain、Cyril Cassisa(
其 留 学 生 涯 在 TIPE团 队 成 立 之 前 已 经 开
始 )、 Pauline Dusseux、 Antoine Lefebvre和
Pascal Zille。另外，中国学生GONG Xing也是通
过该项目在法国留学2年，并通过了博士论文答
辩。2015年，两名来自中国科学院遥感与数字地
球研究所的中国学生也将前往法国雷恩一大科学
观察所开展为期一年的研究学习。

创建以来，CARIOCA团队完成了众多研究项
目，包括：
• 从中等空间分辨率的卫星图片上估测生物物
理学方面的变量(生物量、叶子数量，等等)；

图2)来自PLEIADES卫星的高分辨率宇宙空间图片

• 分析城市环境变化，尤其是北京和上海(房建/
旧房拆毁，绿化带整治)；

该团队从事的研究工作旨在开发图像分析创
新技术，以便从观测到的现象中提取物理学相关
信息。我们特别聚焦于分析气象图(图1)中显示的
气候现象，并从高空间分辨率卫星图(图2)上跟踪
观察植被的发展状况。除了卫星成像外，通过无
人驾驶机获取的局部地区图片(图3)也补充了研究
资料，而且从2015年开始，我们还利用了光学雷
达(LIDAR，地面激光扫描仪)提供的数据，这台设
备能够提供极高清的3D整体图像(参看图 4)。

• 运用时间序列分析农业管理方式；
• 研究大气紊流。

图1)卫星GOES上观测到的气候现象 (Van Karman涡旋)

Crédits : www.leidos.com

图4)激光雷达(LIDAR)数据示例

OSUR：法科研中心服务混合单位3343，http://osur.univ-rennes1.fr/
LMFA：法科研中心科研混合单位5509，http://lmfa.ec-lyon.fr/
5
IRSA，Institute of Remote Sensing and Application,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http://english.radi.cas.cn/
3

CARIOCA-团队的法国负责人Thomas Corpetti：thomas.corpetti@univ-rennes2.fr
2
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http://liama.ia.ac.cn/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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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
(LIAMA) MPR项目

• “基于地图增强的智能车感知与理解(PREDIMAP)”项目[2013-2014]，是法国外交与国际发
展部(MAEDI)联合八个合作机构(来自法国、日
本、中国及泰国)实施的“咨询亚洲计划(STICAsie)”项目；

撰稿：Franck Davoine1

• “三维多模态感知与理解(3DMPR)”[2011–
2013]项目，是由法国外交与国际发展部和法
国国家教育、高等教育和研究部(MENESR)以及
中国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CSC)共同实施的
“于贝尔•居里安伙伴计划 - 蔡元培项目”之
一。通过该项目，一名北京大学学生将前往法
国贡比涅(Compiègne)开展为期12个月的博士学
位的学习。相反，贡比涅技术大学(UTC)一名博
士也将来到北京，进行为期18个月的工作。

时值2010年秋季，Heudiasyc实验室2与北京大学机器感知与智能教育部重点实验室决定在智能汽车
研究课题上展开合作。在此之前，两个实验室曾在移动机器人感知研究领域和机器学习领域开展过互补
性研究。通过法科研中心信息学与其相互作用研究所(INS2I)支持的MPR4项目(为期四年)，双方自然而然
地在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3中建立起了合作关系。此外，由标致雪铁龙集团5专家组
成的顾问团也加入到该研究团队之中。
这些合作成员决定将火力集中在辅助驾驶系统的
研究上面，尤其包括以下方面：

除了两名博士生的交流互访以外，法国国家
科学研究中心的一位研究员也被派遣到中国，
在“三维多模态感知与理解”项目的整个实行期
内，在北京大学实验室工作。“基于多模态信息
融合的智能车感知技术的跨国界研究”项目中的
一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在Labex MS2T实验室的支
持下，在中国增加了一年时间继续开展其研究工
作。Labex MS2T实验室由Heudiasyc实验室(贡比涅
技术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索邦大学联
合实验室) 协调调配。

• 多种感知方法(汽车自动完成动态环境图，探
测前方通路及障碍，跟踪移动目标，等等)。这
些方式主要是利用车载复合式传感器数据(惯性
传感器、摄像头、激光测距仪和雷达)，以及其
它信息源(GPS，地理定位数据库)来实现；
• 关于(汽车与其它探测到的物体)互动和行为的
驾驶场景的理解方法。该项分析着眼于自主学
习方法，无期限要求，其最终目标是帮助汽车
在不同驾驶环境(涉及跨国方面的研究、交通类
型、驾驶习惯、不同的基础设施，等等)中进行
感知方法对比；
法中两个实验室将上述的方法与技术融入到
试验车上，并分别在法国和中国的开放道路上测
试分析试验车的性能及表现。在合作期间，两个
实验室共同发表了十五余篇专业文章。
这些研究工作受到众多科研计划与合作项目的资
助与支持：

北京大学和贡比涅技术大学的学生和研究员们与试验车合影

• “基于多模态信息融合的智能车感知技术的
跨国界研究(PRETIV)”项目[2012–2015]，是法国
国家科研署(ANR)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
会(NSFC)共同资助的研究团队自由型合作研究
计划(Programme Blanc International)项目。一位
来自Heudiasyc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员，通过该
项目来到北京，开展为期12个月的研究工作；

项目

“三维多模态感知与理解”项目实现了法中
两个实验室 6之间多次的人员交流互访。研究人
员还联合北京大学的学生，共同针对Heudiasyc实
验室研究出来的汽车展开了若干试验：在贡比涅
的市公路上、巴黎A1高速路和环城路上进行实地
测试，以获取相关数据。同时，他们也在北京环
城公路及大学校园的小路上进行一系列的驾驶测
试，一些相关的数据集也建立起来。在本项目完
成之后，大家可以通过申请运用这些数据。

北京大学和贡比涅技术大学的学生和研究员们与试验车合影

随着项目发展，一些专题研讨会也将被组织
起来，从而使“三维多模态感知与理解”项目的
合作双方能够与其他实验室和企业建立并加强
联系，其中包括中国在制图及自动导航系统方
面的专业公司 - 北京四维图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NavInfo)，以及法国国家地理与森林信息研究所
(IGN)。同时，双方各自与标致雪铁龙企业之间的
合作也将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如今，法中两个实验室与标致雪铁龙企业之间
已经探索出新的长期合作方法。他们将合作研究项
目转向自动化驾驶领域，利用汽车对汽车以及汽车
对道路设施的通讯技术，不断地创新与探索。

1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混合单位7253(贡比涅Heudiasyc实验室)研究负责人：Franck.Davoine@hds.utc.fr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混合单位7253(贡比涅Heudiasyc实验室)网址：https://www.hds.utc.fr
3
中法信息、自动化与应用数学联合实验室网址：http://liama.ia.ac.cn
4
« Multimodal Perception and Reasoning ».
5
来自上海和Vélizy的研发中心
2

6

法国三名硕士生前往北京开展为期六个月的研究实习；北京中法工程师学院学生通过研究项目、联合研讨会进
行交流访问；法中研究人员在双方实验室开展短期的交流互访，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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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研潜力之探索

中国健康经济学

医疗服务: 中国现状概观

中国健康经济学是一个广泛的主题，以下两篇文章并不奢望能够面面俱到。尽管如此，我们还
是选择讨论这个主题，首当其冲的原因是为了强调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专家得出的一些预估和评
测。而这些预估和评测是通过我们的同事，经济学家Carine Milcent女士着手进行的一项研究项目得出
的。Carine Milcent女士目前就职于香港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简称CEFC，法国对外文化教育中心科研
混合单位(UMIFRE)，CNRS-MAE]。为了再次确定中国健康情况的紧迫性，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向法国
驻华大使馆社会事务参赞谢思珂(B. Sevcik)先生进行了请教。

介绍
撰稿：谢思珂(Benoît Sevcik)，法国驻华大使馆社会事务参赞
从2000年初起，对中国当局来说，医疗保健
体系的发展成为了一项需要优先发展的任务以及
社会团结的一个关键因素。2008年的经济危机加
强了这一趋势，促使中国政府大力宣传依靠内销
而非出口来拉动经济增长的模式，这就需要降低
中国家庭高额的备用储蓄款，而后者正与社会保
障系统的不足有关。因此，从2002年起出台了
各种医疗保健体系改革方案，其中最新的一个方
案公布于2014年5月。在第13个五年计划(20162020)制定期间，与国民健康和老龄化相关的问题
也占据了非常重要的部分。

同时，虽然基本疾病
保险的人口覆盖率取得
了 惊 人 的 提 高 (2014年 为
97%)，而家庭负担的医疗
Benoît Sevcik
费用部分显著下降(十年内
从60%下降到30%)，但是疾病仍然是造成家庭
倾覆和极度贫困的普通因素。为了抑制这一
现象，政府最近做了一些部署：更加严格地
控制药品的处方和价格，专门为“灾难性疾
病”患者分担费用，等等。解决中国所有领
土上移民的社会保障权利问题也是至关重要。

虽然在公共医疗保健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
进展，但是中国医疗保健体系在整体上仍然保持较
低的效率。在2013年发表的一篇联合报告中，国务
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认为过度依赖住院的比
例高达30%。国家财富用于医疗保健方面的开支仅
占约5%，与发达国家的标准(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
(OCDE)2012年平均为9.3%)相比，当然要低很多。随
着城市化的发展、老龄化加速及长时间内“流疫”
的增长，一些社会化的开销无可避免，中国当局应
当要控制这方面开支的节节攀升。

在这个大背景下，健康经济学成为评估医疗
保健体系改革实践和强化效果的一个难得的工
具。中国应当像法国一样，将医疗保健方面的花
销视为一项投资而非一种社会负担。当然，提高
医疗保健开支的效益对于两国当局政府来说，都
是一个理所应当的优先目标。因此，法中研究学
者们互相分享他们在法国及在中国的经验及所做
出的评估分析是必不可少的，旨在发展双方健康
医疗方面的合作。Carine Milcent女士在本期杂志
上公开发表的分析报告，来自她对中国健康状况
的深入理解。在中国13亿人口的医疗保健服务这
个复杂的话题上，这是一个非凡的见证。

撰稿：Carine Milcent，法科研中心 - 法国现代中国研究中心(香港)
在中国，看病就医所花的费用已经成为家庭贫困的首要原因之一。1991-2006年期间，中国人因病
去医院的比率显著下降，虽然2006年以后这个数据逐渐上升，但仍远远不足。中国第12个五年计划的目
标之一，就是改善人民群众就医难的问题，直至2020年达到医疗服务普遍覆盖全国的目标，使医疗服务
网点更加密集。
近几年来，中国医疗保健体系发生了一些重
大改变。在经济改革之前，农村地区的医疗体系
由人民公社(农村集体)来管理。但是，随着公社
的解体，农村医疗体系也消失了：1993年，公
共医疗的人口覆盖率仍然少于7%。据某些文章
报道揭露，高额的医疗费用与家庭贫困有直接的

联系，甚至会导致家破人亡。随后，《中华人民
共和国社会保险法》(2011年7月份施行)制定了
健康保险的三大方案，以实现基本的医疗服务。
但是，各相关单位之间的资金往来构成了一项难
题。直到今日，预计仍有15000万以上的农村人
口在迁徒时没有转走他们的医疗保险金。

广东中山市三乡医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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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就医看病问题，虽然具有一定复杂性
而且表现出一些中国特色，但同时也反映了在其它
各国普遍存在的问题，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
达国家。通过与北京清华大学合作进行的调查，
我们发现：随着公共医疗保障广泛覆盖全国，公
民个体对健康的认知也在改变，他们对自身的健
康状况更为乐观。此外，保险市场的出现也能改
变个人对自身健康问题的认知，即使是那些尚未
参与健康保险的人们也是如此。这种情况一直存
在，而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现象：越是那些担忧自
身健康状况的人，越容易参与健康医疗保险。
在保险这个话题以外，我们还分析与病患环
境相关的一些因素，例如选择就医比率方面产生
的变化，可能与工业化和城镇化有关。在与上海
复旦大学的合作中，我们调查了城镇化和工业化
进程对中国农村人口就医问题的影响。公共医疗
基础建设的质量水平取决于“城市和农村”的区
域划分。更为确切地说，各医院的等级之分还决
定了其设备水平、规模和医务人员专业水准上的
不同，而等级之分也与地区相关。农村地区的健
康机构、医疗设备往往处于较低的水平。
搬迁与医疗供应：
从农村地区搬迁到城市区域，受影响的不仅
是社会人口的分布，还有社会保障的权利。从我
们与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的合作调查中可以发
现，移民人口能够获得的医疗服务很少，而且确
实与他们工作所在的地方的社会保障网络息息相
关 1。他们解决的办法之一，就只能是或多或少
地往来于两地，花上或长或短的时间。对农村人
口来说，这种情况对他们并不是没有任何影响。
我们可以看到 2，目前正从事农业活动的人们，
因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而造成了损失。正在完成
的两个体系将引起就医人数的减少：一个是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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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医疗价格的改革，个人自愿承担费用的政策，
意在改善医疗品质，有利于私人医疗企业的诞
生，同时，一些小规模而且医疗水平通常不高的
公共医疗机构也因此而消失，这就造成了更难就
医的结果；另一个是工作结构的改变，越来越多
居住在农村的人，在村庄外从事工业活动，这使
得他们在医疗服务上具有更广的选择。这促进了
交通业的发展和公路质量的改善，但对卫生基础
设施的发展贡献很少。因此，当地医疗服务机构
面临需求减少、收入下降的困境。
这些研究结果反映在当前的五年计划(20112016)上。如今，政府鼓励私人投资建设新的医
院。以前，医疗机构必须以合作经营的形式建
立，这个规定仍抑制着新医院的出现，如今的
投资者们则不再遭受这一限制。现在，私人医疗
机构占全国医疗机构的比率，稍微超过了三分之
一。此外，虽然现在医疗保险几乎覆盖了全部人
口，但覆盖的水平仍然很低。中国的医疗开支仅
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4%(美国为17%，而欧洲国
家约为9%)。二十世纪，中国医疗卫生水平也取
得了很大的进步，在发展中国家中名列前茅，但
仍未达到发达国家的标准(从新生儿死亡率或分
娩死亡率上来看)。尽管如此，随着多个保险制
度的建立，个人承担的医疗部分有所减少，2011
年平均承担比率为35%。不过，中国的国家目标
是基础医疗免费，并包揽某些灾难性疾病的巨额
费用，如癌症，而不是承担全部的医疗费用。因
此，人们普遍支持发展一些补充性质的保险制度
和外延制度。

农村人口向城市迁移...
图片来源：http://www.china-mike.com/facts-about-china/facts-urbanization-cities/

所有这些显示，中国的医疗保健体系正在全
速发展中，而且值得我们注意的是：不止一个，
而且几个具有当地特色的医疗保健体系似乎已经
出现了。

“Healthcare for Migrants in Urban China: A New Frontier”, C. Milcent.
以上引用的结论来源于《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CHNS)》。无论在选择加入医疗保险制度方面，还是在从事农业
活动方面，他们的选择都有一些我们无从考察的理由，因此我们使用了“双重差分”的评估方法。另外，在参加
医疗保险上的选择问题，我们采用“特征匹配模式”处理，以获得一个完全确定的结论。C. Milcent提出的调查主
题：工业化与不平等现象：中国农村就医问题。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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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物介绍：韩忠朝教授
撰稿：韩忠朝与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选择介绍韩忠朝教授，首先是因为这位
医疗教学中心的研究员职业生涯交替于法中两国之间。同时也因为他的工作和
成果涉及整个生物医药研究谱，包括：教学、创新治疗以及医学实践和研究。
不仅如此，韩忠朝教授的研究推动并引导了中国干细胞技术的研究开发及其临
床实践。最后，在其职业生涯中更有趣的一面是，兼身为企业家，他还创立了
数个创新型企业。
韩忠朝，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
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 1原所院长，教育部长江
学者奖励计划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国技术
科学学院院士、法国医学科学院通讯院士。第10
和 11届全国政协常委，第 11、 12和 13届天津市政
协常委，九三学社中央常委。国家干细胞工程技
术研究中心主任，细胞产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主
任，实验血液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学委会主任。先
后获中国国家杰出青年科学基金、卫生部有突出
贡献中青年专家、天津市授衔专家、天津市高层
次创新型科技领军人物、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
全国华侨华人专业人才杰出创业奖、中国医学科
学院杰出贡献奖、天津泰达杰出人才奖、中国产
学研合作创新奖等荣誉称号。兼任南开大学、暨
南大学、东南大学、山东医学科学院、福建医学
院、重庆医科大学、大连医科大学、宁夏医科大
学的兼职或客座教授。他是多种国际学术杂志的
编委或常年审稿人。
韩忠朝教授主要从事临床内科血液学以及干
细胞工程技术及其转化研究，在干细胞技术产业
转化和临床应用方面成绩显著，取得良好的社会
经济效益。他发表论文 450余篇，其中在国际 SCI
杂志发表225篇。主编参编英文专著6部、中文专

韩忠朝教授在法国留学11年有余，先在法
国布雷斯特(Brest)，之后在法国巴黎血管和血液
研究所(IVS)师从Jacques Caen2，并开始对干细胞
研究感兴趣。 1997 年，他回到中国发展自己的
研究。他执掌中国医学科学院 - 北京协和医医学
院 (CAMS&PUMC)3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7年，
期间他进行了机构改革，并以新的理念引领该
学院的各项工作，在天津开发区开办了两个国
家级中心，生产临床级干细胞，这些临床级干
细胞的工程化和商业化促进了中国的干细胞产
业发展。

著8部。申请发明专利35项，已授权专利20项。荣
获国内外科技奖共26项，其中包括1项国家自然科
学二等奖(2001)、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2009)、
1项国家科技进步一等奖 (2014)， 1项法国科学院
Roberge奖(1991)，5项省部级科技进步一等奖，10
项省部级科技二等奖。近年来共承担国家、省部
级项目 30项，国际合作项目 3项。培养博士和硕
士学位研究生 100名，博士后 10余名，其中 5人因
工作成绩突出，分别获青年千人计划、国家优秀
青年基金、国家级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等称号。

韩忠朝教授长期致力于法中学术交流，与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国国家医学与健康
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和科技企业一直有实质的科
研合作。他在天津的实验室曾有多名法国学者
来较长时间的工作，他也派出多人去法国学习
工作。 2006 年他被遴选为法国医学科学院外籍
通讯院士，经常性参加该院的学术活动。 2009
年、 2011年、 2015年，韩忠朝教授应邀在院士会
议上作了三次学术有关干细胞的临床前和临床研
究报告，引起该院院士们的重视。法国医学科学
院专门成立了 5个院士工作小组，调查分析围产
期间充质干细胞的科学优势、潜在风险和伦理法
律相关问题，提出干细胞治疗的建议，并在法兰
西国家医学科学院院刊上发表研究报告。法国医
学科学院院士 Jean-François Stoltz教授特邀韩忠朝
参与编写英文专著《Regenerative Medicine and Cell
Therapy》。

1997年10月，韩忠朝回国担任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
所血液病医院所院长，博士生导师期间与研究生们一起讨
论实验结果

2013年9月30日，韩忠朝作为外籍院士，在法国医学科学院
院士会议室内作学术报告期间与博士后导师Jacques Caen院
士合影

韩忠朝于1986年6月赴法国留学，在布勒斯特市的西布列
塔尼大学(https://www.univ-brest.fr/)医学院攻读博士学位期
间，与博士生导师Jean Brière教授及夫人在大学附近留影

Jacques CAEN教授：巴黎第七大学人类生物学与医学领域荣誉教授。获取其简历，请点击以下链接：
http://www.academie-sciences.fr/academie/membre/CaenJ_bio1209.pdf ；Jacques CAEN教授还指导法中科学及
应用基金会(FFCSA)的相关工作。
3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 http://english.pumc.edu.cn/introduction_1087/
2

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 http://www.chinabloo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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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忠朝认为：

国家干细胞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细胞产品国家工程研究中心

“科技创新实际上包含两个阶段：一是知识
的更新，其活动方式是研究，其结果形式主要是
论文、著作或专利。这是一个将钱 ( 研究经费 ) 变
成纸 ( 论文 ) 的过程，二是新知识的转化与应用，
也就是新的科技知识同经济对接、创新成果同产
业对接、创新项目同现实生产力对接，最终将纸
又变成更多的钱或更有价值的技术产品。活动在
创新这一链条任一环节的人员都很重要，学术带
头人的观念和导向更为重要。作为科技人员不能
只重视论文和奖励，不重视新知识的转化和应
用，不能只重视从国家争取拿更多的科研经费作
研究发论文，更要重视用研究成果去赚钱，去为
社会研制更多的满足社会需求的技术产品，促进
社会经济的发展。”

位于天津滨海新区天大科技园
内。2002年经国家科技部批准组建，依托
于中国医学科学院血液学研究所及其下属泰
达生命科学技术研究中心。中心从事干细胞
工程技术研究、开发和工程化研究，具备中
试生产、质量管理、市场拓展和技术服务等
能力。中心拥有1450m2的GMP级洁净中试
生产车间，1750m2的研发实验室,并配套建
有质控中心、供应工程、办公设施等，装备
上千台套先进的仪器设备。同时，中心还建
立了世界首家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库。

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细胞产品国家工程
研究中心，在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和天津市
政府的支持和资助下，于2004年8月组建了
项目法人公司—天津昂赛细胞基因工程有
限公司，于2006年10月份通过国家验收评
估，正式获得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的国家工
程研究中心的授牌。中心主任韩忠朝教授领
导的科技团队在过去已成功地创建了全球最
大的天津市脐带造血干细胞库、在世界上首
次开展了血液干细胞移植治疗下肢缺血性血
管病并取得显著疗效、首次发现了一个新的
干细胞因子-人促血液血管细胞生成素、首
次发明了人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库构建技术并
建立世界首家脐带间充质干细胞库，创造了
良好的社会与经济效益，为中国干细胞生物
资源的保存和有效利用开辟了一个具有划时
代意义的新途径。

2015年3月9日，韩忠朝接受法国技术科学院院长Alain Bugat
先生(左)授予的院士勋章，与两位推荐人Jacques Caen(中)和
Bruno Jarry (右)院士一起合影

基于这一理念，韩忠朝从 1998 年就致力于干细胞技术的产业和临床转化应用。他在天津创建的干
细胞产品产业化基地现在已经发展成为市值超300亿的上市公司。他在北京创建的干细胞企业，技术新
颖、应用前景广阔，企业初具规模，并正在进军欧美国家。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
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血液学研究所血液病医院创建于
1957年 ， 它 是 中 国 最 大 的 集 医 疗 、 科 研 、 教 学 、 产 业 于 一 体 的 国 家 级 科
研 型 血 液 病 专 业 医 疗 机 构 。 所 院 占 地 面 积 4万 平 方 米 ， 职 工 795人 ， 其
中 专 业 技 术 人 员 676人 ， 正 高 级 职 称 23人 、 副 高 级 职 称 64人 ； 博 士 生 导
师 10名 、 硕 士 生 导 师 22名 ， 有 突 出 贡 献 专 家 4人 ， 长 江 学 者 特 聘 教 授 2
人 ， 国 家 杰 出 青 年 基 金 获 得 者 2人 ， 入 选 国 家 百 千 万 人 才 工 程 2人 。 国 家
设 立 基 金 项 目 以 来 ， 所 院 承 担 科 研 项 目 399项 ， 其 中 包 括 国 家 攻 关 、 863
、 973、 攀 登 计 划 、 杰 出 青 年 基 金 、 自 然 科 学 基 金 144项 ， 省 部 级 课 题 76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成果奖130项，发明专利24项，出版专著80部，共发表论文4332篇，其中SCI
收录论文从1997年开始统计共206篇。所院积极开展国际交流与合作，与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心肺
血液研究所、法国血管与血液学研究所、加拿大Calgary大学Foothills医院血友病中心、香港科技大
学等有良好的科研及人员交流合作关系。所院的科技成果转化工作也取得显著进步。以干细胞相
关技术和单克隆抗体制备技术组成的干细胞产品产业化项目，被列为天津市重大产业化项目、国
家高新技术产品产业化示范项目。2001年以技术成果出资，与企业合作，组建了“协和干细胞基
因工程有限公司”，建立了符合国际规范标准的“天津市脐带血造血干细胞库”，通过了卫生部
的执业验收，得到了亚洲脐血库组织的认可。

中心围绕细胞治疗技术产品的开发和
临床应用，采用细胞工程、生物工程、基
因工程等技术进行干细胞相关技术和产品的
研发、工程化及其临床应用研究，建立国际
标准的干细胞分离、监测和保存工艺技术和
质量控制体系，向相关企业输出新产品、新
技术和新项目，促进细胞治疗产品产业群的
形成和发展。中心先后承担了数十项国家和
天津市各类基金计划；发表学术论文200余
篇，出版专著3部；获得国家自然科学二等
奖1项，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1项，省部级以
上科技成果奖14项；获发明专利授权4项；
建立了干细胞库、干细胞扩增、基因工程制
药、基因治疗等10多个高技术平台。
http://www.nscerc.cn/introduction.html

目前中心在承担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项
目的同时，还承担国家科技部863项目、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天津市科委的项目、
以及法国抗癌基金会项目的研究。在来自国
内外的中心研究人员的努力工作的基础上，
从2004年至今，中心/公司在国际杂志发表
论文20余篇，获得发明专利多项，获国家教
育部和天津市科技奖5项。为行业培训1000
多人次，提供给行业人才24人。培养研究生
10人，博士后入站3人。
中心已具备良好的干细胞工程技术开发
能力，建立了7个行业关键技术平台，与法
国、美国、日本等国学术机构进行了广泛的
学术交流与项目合作，与北京、广州等省市
建立了产学研战略联盟。在某种程度上说，
中心促进了科技成果的转化，带动了干细胞
技术水平的整体提升，引领了国内干细胞领
域和相关行业的快速发展。
http://www.amcellgene.com/about-usroot/about-us/introduction.html

http://www.chinablood.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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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别记录

1-法国关于蒙古国的研究概述(续篇)
撰稿：Isabelle Charleux和Roberte Hamayon

• 在蒙古国境内工作的研究学者和学生
以下带*号的为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中心(CEMS)的成员：
仍从事研究工作的退休研究人员

法国研究在蒙古国现状(第二部分)
法蒙科学合作情况分析报告的第二部分中，我们继续探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对外蒙古这个大国
的认识。读者们将发现，法国对蒙古国的了解一点都不狭隘。首先，我们尝试以照片档案的形式，介绍
在蒙古国境内从事研究的法国学者和学生们。这项工作得到了R. Hamayon和I. Charleux的帮助。他们还
带着我们了解了在蒙古国研究方面具有权威性的主要刊物、论题及其他专题报告。也就是说，这是一本
真正的文字期刊，在其中还加入了视听资料方面的推荐。但这并不是全部。本文还将介绍摩纳哥与蒙古
国的联合考古任务，以及由J.-F. Ritz开展的关于蒙古国地震频率土地科学研究项目。

* Françoise Aubin(欧法蘭)1

* Roberte Hamayon(阿玛雍)2

(生于1932年)法学博士(巴
黎，1964年)。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的荣誉研究主任，之前
在法国国家政治科学基金会的
国际问题研究中心(CERI)和索邦
大学远东研究中心(CREOPS)工
作。她也是一位历史学家，尤
其是：1)13世纪到19世纪蒙古
国法律和习俗方面的专家(编写
的文章刊物涉及多个主题：刑法、马匹、集体化
制度、成吉思汗复兴时期、物质文化)；2)蒙古族
基督教文化专家；3)元朝历史专家，特别是法制和
政权方面；4)伊斯兰和基督教文化上的汉语专家。

(生于1939年)巴黎七大的
语言学博士、巴黎十大的文学
博士。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
(EPHE)宗教学方面的退休荣誉
主 任 (从 1974年 直 到 2007年 ，
她一直是该学院“亚洲北部宗
教”的主讲师)。同时她也是人
类学家、语言学家，特别是蒙
古人种和西伯利亚人种语言文
化方面的专家，以及萨满文化及活动和仪式人类
学方面的专家。1968年至1973年，她在法国东
方语言文化学院(INALCO)重新恢复了蒙古语的教
学，于1969创办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中心，并于
1970年发表自己关于蒙古与西伯利亚的研究刊物
(如今简称“EMSCAT”)。

特别记录专栏目录：
1-法国关于蒙古国的研究概述(续篇)
• 在蒙古国境内工作的研究学者和学生(照片档案集)
• 法国关于蒙古国的研究刊物选篇介绍
• 相关领域未发表、已答辩和正在答辩的论文列表

études mongoles & sibériennes
centrasiatiques & tibétaines

注 ： Marie-Lise Beffa女 士 ， 语 言 学 家 ， 与
R. Hamayon共同著有《蒙古语语法要素》(巴黎
Dunod，1975年)，与C. Sühbaatar同著《蒙古语言
教材》(巴黎，POF 1975年)。C. Sühbaatar是已退
休的大学老师，十年前开始中止了一切有关蒙古
学的研究活动。

2-摩纳哥 – 蒙古国联合考古之旅：古迹遗产开发中的科学研究及其应用
3-蒙古国：重大地震及各大断层之间的相互作用
4-人类与环境的共同演化：青铜时期至今，欧亚大草原上生活的人们
第一部分回顾：“CNRS 在中国”第18期(“特别记录”专栏第34至49页)

Françoise Aubin：franc.au@orange.fr；
Roberte Hamayon：nicrob.devauxhamayon@orange.fr；
网址：http://www.gsrl.cnrs.fr/spip.php%3Farticle157&lang=fr.html；
1
2

48

49

记录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跨越界限

No19 2015 春夏季刊

* Grégory Delaplace6

在职研究人员
Isabelle Bianquis3
人类学博士(斯特
拉斯堡，1984年)，博导
学位(HDR，2003年)。
法国图尔法朗索瓦拉伯
雷大学人类学教授。联
合国教科文组织“饮食
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开
发”主讲教授成员，法国图尔法朗索瓦拉伯雷大
学LéA食品研究团队副主任，致力于食品问题、
食品与环境关系及申遗程序的研究。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法国研究与发展研究所(IRD)及研究
与创新总局(DGRI)的专家。

(生于1978年)宗教人类学博士(高等研究实践
学院，2007年)。在巴黎第十大学(Université Paris
Ouest Nanterre La Défense)担任人类学讲师。曾致
力于死亡关系的研究，其论文主题是关于“看不
见的东西”(幽灵、gazryn ezen之地的主人)，以
及乌兰巴托各方面的时局研究：宗教(萨满教、风
水的应用)、政治(2008年7月暴乱)和文化(hip-hop)
等。如今他是巴黎第十大学人类学系系主任。

* Isabelle Charleux(沙依然)

Alain Desjacques7

(生 于 1969年 )艺 术 历
史 学 博 士 (巴 黎 四 大 -索 邦 大
学，1998年)、博导学位(HDR，
高等研究实践学院，2012年)。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国
社会、宗教、政教关系研究所
(GSRL)研究人员，艺术历史学
家，内蒙古和外蒙古物质文化
学 专 家 (涉 及 寺 庙 建 筑 、 城 市
化、佛教艺术、成吉思汗生平)及蒙古朝圣方面的
专家。“北亚”专题著作(EMSCAT杂志的补充)收
藏主任，法国社会、宗教、政教关系研究所副所
长，与Virginie Vaté女士共同负责主办“蒙古和西
伯利亚研究中心－社会、宗教、政教关系研究所
(CEMS-GSRL)”研讨会，每月一次。

(生于1956年)民间
音乐研究博士(巴黎四
大学-索邦大学，1993
年)。里尔第三大学音
乐研究系讲师。他有一
部分研究是关于蒙古说
唱和音乐，另外一部分
是在当代艺术研究中心 Alain Desjacques在里尔第三
(CEAC)进行当代声学领 大学古籍收藏室
域分析研究。

4

Frédéric Constant(梅凌寒)5
法 学 博 士 (巴 黎 十 大 ， 2007年 )。 在 位
于 Nanterre的 巴 黎 第 十 大 学 (Université Paris
Ouest Nanterre La Défense)法律历史与人类学研究
中心(CHAD)担任法学讲师。历史学家及法学家，
清朝汉法和蒙古法方面的专家。

50

Isabelle Bianquis：isabelle.bianquis@univ-tours.fr；
网址：http://ash.univ-tours.fr/presentation/mme-bianquis-isabelle-1467.kjsp
4
Isabelle Charleux：isacharleux@orange.fr；
网址：http://www.gsrl.cnrs.fr/spip.
php%3Farticle114&lang=fr.html
5
Frédéric Constant：fconstant@u-paris10.fr；
6
Grégory Delaplace：g.delaplace@yahoo.fr；
网址：https://dep-anthropologie.u-paris10.fr/dptufr-ssa-anthropologie/enseignants/gregory-delaplace-438007.kjsp；
7
Alain Desjaques：alain.desjacques@univ-lille3.fr；
网址：http://alaindesjacques.blog4ever.com/; http://
ceac.recherche.univ-lille3.fr/index.php?page=alain-desjacque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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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rie-Dominique Even8

Jacques Legrand11

(生于1956年)东方语言博
士(巴黎第七大学，1987年)。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法国
社会、宗教、政教关系研究所
(GSRL)研究人员。她的研究涉
及蒙古国社会的历史和宗教形
式、2000年代乌兰巴托的宗教
复兴、中国少数民族蒙古族的
现状，以及语言和词典编纂方
面的问题。

(生 于 1946年 )博 士 、 博
导 学 位 (HDR)。 从 1973年 起 ，
在法国国家语言东方文化研
究 院 (INALCO)担 任 蒙 古 语 教
师，1989年开始成为蒙古语言
文学教授。从2005年至2013年
担任法国国家语言东方文化研
究院院长。历史学家、游牧民
族专家。曾在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UNESCO)的支持下，在乌兰巴托建立游牧文化
国际研究学院，并担任该学院学术委员会主席。

Linda Gardelle9
(生 于 1979年 )社
会 学 博 士 (巴 黎 第 一
大 学 ， 2007年 )。 在
法国高等科技学院
(ENSTA Bretagne)担 任
教师和研究人员。曾研
究畜牧经济及其发展政
策、蒙古国及非洲的民族独立运动和国家政权的
建立，如今其研究范围更为广泛，涉及了特殊民
族或地区身份演变，及其政治与教育之间的关
系，并与其他国家进行对比研究。
* Gaëlle Lacaze10
(生 于 1970年 )人 类 学 博 士 (巴 黎 第 十 大
学，2000年)，博导学位[HDR，法国社会科学高
等研究院(EHESS)，2012年]。法国斯特拉斯堡第
二大学(Université Marc Bloch)人类学讲师。其研
究涉及身体技术理论、游牧生活、视觉人类学、
跨越国界运动、蒙古人和哈萨克人的迁徙和粮食
问题，以及后社会主义世界的性别文化。国家大
学理事会(Conseil National des Universités)替补理
事，第20分区。

博士
Johanni Curtet12
(生 于 1981年 )音
乐学博士(雷恩第二大
学，2013年)。雷恩第
二大学艺术历史和评论
研究单位(EA1279)联合
研究人员。法国民族音
乐研究公司成员。民间
图片：J. Curtet和复声歌手N.
音乐学家、音乐家，
Sengedorj.，OlGa拍摄。
卡基拉唱法(höömij)歌
者、蒙古传统音乐方面的专家，也精通与传声、
戏剧学、历史和民间音乐、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
相关的问题。他曾为不同机构(其中包括雷恩第二
大学和巴黎音乐城)教授卡基拉唱法，2014年曾在
法国国家语言东方文化研究院担任临时教师，讲
解蒙古语言、文明史及蒙古文化。2010年曾参与
建立höömij候选人档案，该档案用于加入蒙古国
国家委员会向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申请的人类非物
质文化遗产代表名单。

Marie-Dominique Even：md.even@wanadoo.fr；网址：http://www.gsrl.cnrs.fr/spip.php%3Farticle149&lang=fr.html；
Linda Gardelle：linda.gardelle@ensta-bretagne.fr；网址：http://www.ensta-bretagne.fr/index.php/linda-gardelle/；
10
Gaëlle Lacaze：gaelle.lacaze@misha.fr；网址：http://sspsd.u-strasbg.fr/Lacaze.html；
11
Jacques Legrand：jacques.legrand@inalco.fr；
网址：http://fr.wikipedia.org/wiki/Jacques_Legrand_%28universitaire%29；
12
Johanni Curtet：curtetjohanni@yahoo.fr；
网址：http://www.ethnomusicologie.fr/la-sfe/annuaire/userprofile/jcurtet；
8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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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urore Dumont(吴红)13

* Sandrine Ruhlmann16

Laurent Legrain18

* Léa Macadré22

(生于1981年)人类学博士
[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
2014年]。她是人类学家、汉
学家，同时精通俄罗斯语和
蒙古语。她的论文围绕内蒙
古呼伦贝尔市的通古斯人群
展开研究，其中有些通古斯
人 (草 原 高 丽 人 和 喀 木 尼 甘
人)讲蒙古语，并实行和他们
的蒙古国邻居一样的游牧生
活方式。

(生于1977年)人类学家[法国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
2006年]。她现在是法国LISST
社会人类学研究中心“社会组
织构成”实验室的博士后。作
为当代蒙古人类学专家，她的
专业涉及蒙古国的技术、物质
文化和生存方式，这三个方面与政治和宗教的联
系，及其在全球化、现代化背景下的演变，最近
她还开展了蒙古国境内传染病的研究工作。

(生 于 1971年 ，
比利时国籍)。人类学
博士(布鲁塞尔自由大
学和高等研究实践学
院，2011年)。人类学
家，比利时科学研究
国家基金会(FNRS)研究
负责人，并隶属于布
鲁塞尔自由大学的现代人类学实验室。同时，他
在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人类学课程。

进 修 建 筑 师 。 历 史 学 博 士 生 (巴 黎 第 七 大
学，2013年-)。

Anna Jarry-Omarova14

在法国大学完成论文答辩的外国博士生
Rodica Pop17

* Sainzayaa Tsedengdorj
(Saiyinjiya Caidengduoerji)19

(生 于 1974年 )社 会 学 博
士[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
(EHESS)，2010年]。社会学家
(但是也通过人类学和政治学来
研究)，研究蒙古国自1992年民
主化以来政治领域内的性别问
题。其研究还涉及妇女团体运
动、针对性别及发展方面的政
治社会变化及国际介入。她是法国国家科研署
(ANR)“全球性别”研究课题组的成员及发起人，
现研究一些蒙古民主女战士演变成为蒙古国重要
人物及国际妇女专家的历程。

(罗马尼亚籍)。宗教种族学博士[高等研究
实 践 学 院 (EPHE)， 2002年 ]。 罗 马 尼 亚 科 学 院
Sergiu Al-George东方研究学所(Bucarest)研究人
员。罗马尼亚“国际阿尔泰学会议(Permanent
International Altaistic Conference en Roumanie)”
组办者(2008年、2009年、2011年)。他和蒙古与
西伯利亚研究中心(CEMS)长期保持合作关系，并
在“北亚期刊”(CEMS/EPHE)中发表其研究论文。

(生于1975年)。语言学博士[法国
国家语言东方文化研究院(INALCO)，
2014年]。参与法国国家科研署研究项
目“中国西北地区研究：语言与基因
是否存在某种关联？”；在法国国家
语言东方文化研究院教授蒙古文书法
课程。
博士生
* Raphaël Blanchier20

Antoine Maire23
(生于1989年)。政治学博
士生[法国教育研究及革新中
心政治学院(CERI)，2012年-]。

* Charlotte Marchina24
人类学博士生[法国国家语
言东方文化研究院(INALCO)，
LAS，2011年-]。
* Laura Nikolov25
历史学博士生(巴黎第七大学，2008年-)。
Otasie协 会 的 前 任 主 席 。 2012年 5月 联 合 组 办
《蒙古国区域和遗产》研讨会。目前，担任乌兰
巴托法语联盟主席一职。

签有工作合同的人类学博
士生[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
2012年-]。

Laetitia Merli15

Matthieu Chochoy21

(生于1969年)社会人类学与人种学博士[法国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2004年]。人类学
家、电影艺术家。曾制作多部关于蒙古国萨满教
的电影。

(生于1986年)。历史学博
士[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
2010年-]。

蒙古国国庆日(那达慕Naadam)，100000匹马，
前杭爱省，Gaëlle Lacaze 1998

Laurent Legrain：Laurent.Legrain@ulb.ac.be；
Saiyinjiya Caidengduoerji：caai@hotmail.com；
20
牧马人套索套马 © Ch. Marchina
Raphaël Blanchier：raphael.blanchier@hotmail.fr；
21
Matthieu Chochoy：chochoym@live.fr；
22
Léa Macadré：lmacadre@gmail.com；
23
Antoine Maire：antoine.maire@sciencespo.fr；
24
Email：charlotte.marchina@inalco.fr；网址：http://inalco.academia.edu/CharlotteMarchina；
http://www.inalco.fr/enseignant-chercheur/charlotte-marchina；
25
Laura Nikolov：laura.nikolov@gmail.com；
《蒙古区域和遗产》网址：http://www.reseau-asie.com/media3-en/espace-et-patrimoines-mongols/；
18
19

Aurore Dumont：auroredumont@gmail.com；
网址：https://ephe.academia.edu/AuroreDumont；http://www.crcao.fr/spip.php?article338；
14
Anna Jarry-Omarova：anna.jarry@free.fr；网址：https://www.linkedin.com/pub/anna-jarry-omarova/66/179/481；
15
Laetitia Merli：ciamerli@yahoo.com；
16
Sandrine Ruhlmann：sandrine_ruhlmann@yahoo.fr；
网址： http://www.ethno-info.com/index.php?id=131；http://las.ehess.fr/index.php?1799
17
Rodica Pop：rodicapop2508@googlemail.com；
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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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0-2015年以蒙古国为主题的法语
文章刊物精选
著作：
Aigle Denise，《The Mongol Empire between
myth and reality : Studies in anthropological
history》，莱顿和波士顿，Brill出版
社，2014年。
Bianquis Isabelle，《蒙古国：前进中的文化》
，图尔François Rabelais大学期刊，2013年。
《先猜想后行动 - 西伯利亚、中美洲等地的
行为占卜技术》，作者：Jean-Luc Lambert
和Guilhem Olivier(编辑)。巴黎：蒙古和
西伯利亚研究中心/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
院，2012年(“北亚”期刊3)。
《向Roberte Hamayon作品致敬：从萨
满教人类学科走向信仰文化学科》，《
蒙古和西伯利亚、中亚和西藏研究》
特刊。作者：Katia Buffetrille、Jean-Luc
Lambert、Nathalie Luca和Anne de Sales(编
辑)。巴黎：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中心/巴黎
高等研究实践学院，201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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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caze Gaëlle，《蒙古人群：群体的游牧技
术和理念》，巴黎：L’Harmattan，2012年
出版；《蒙古：影和光的国度》，日内瓦
Olizane出版社杂志《文化指南》，2014年
出版(2005年首期)。

Charleux、Vincent Goossaert和Roberte
Hamayon(编辑)的作品集，德国圣奥古斯
丁：Monumenta Serica出版社，2011年。

Legrain Laurent，《歌唱，蒙古国达尔哈德
(Darhad)人民的依恋和传递》(附带音乐CD一
张)。巴黎：蒙古和西伯利亚研究中心/巴黎高
等研究实践学院，2014年(“北亚”期刊4)。

Merli Laetitia，《从阴暗走向光明，从个人
走向国家 - 在后共产主义蒙古国，萨满教复
兴的人种学研究》，蒙古国和西伯利亚研究
中心/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2010年(“北
亚”期刊2)。

Legrand Jacques，《蒙古族人和游牧
者：社会、历史、文化：Монголчууд,
Нүүдэлчдийн Нийгэм, Түүх, Соёл》，选
段、报告和文章(1973-2011年)，乌兰巴托
Admon，2011年。
Legrand Jacques和Jadwiga KarkucińskaLegrand，参与《法蒙字典》的编辑、审核
及内容扩充。巴黎：L’Asiathèque，2014年(
第一版，乌兰巴托Monsudar，2007年)。
《Misceallanea Asiatica》，献给
Françoise Aubin、Denise Aigle、Isabelle

《蒙古和西伯利亚、中亚和西藏研究》(简
称EMSCAT，前身为《蒙古研究》)，1970
年创刊，自2009年(第40期)上线电子版本：  
http://emscat.revues.org/

《Mongolia Between Two Eras》，同名展览
会双语目录，展览会于2011年11月28日至
2012年9月16日开放。科学作者：Isabelle
Charleux，布洛涅-比扬古：Albert-Kahn，博
物馆与花园，2012年。

记录

唱片：
Curtet Johanni 的《Dörvön Berkh, Four Shagai Bones,
Masters of Mongolian Overtone Singing》，1张CD，
有录音、图像和11页的小册子，Leyde：Pan
Records，Ethnic系列，2010年。
《蒙古呼麦乐曲选(暂定名)》，双碟，附带
36页的三语小册子(法语、英语和蒙古语)，
巴黎：Buda Musique/Routes Nomades，即将
发行于2016年1月。
Desjacques Alain，《Mongolia : traditional
music》由史密森尼民俗与文化遗产研究中
心(Smithsonian Center for Folklife and Cultural
Heritage)，Smithsonian Folkways Recordings出
版社于2014年重录[1991年由Auvidis-UNESCO
首录]，包含1张CD和1本小册子。

《中亚和北亚的游牧生活》，作者：
Charles Stépanoff，Carole Ferret，Gaëlle
Lacaze，Julien Thorez(编辑)，巴黎：Armand
Colin，2013年。
《Representing Power in Ancient Inner Asia:
Legitimacy, transmission and the sacred》
，作者：Isabelle Charleux，Grégory
Delaplace，Roberte Hamayon和Scott Pearce(
编辑)，美国华盛顿州柏岭汉姆：东亚研究
中心，西华盛顿大学和蒙古国，2010年。

Conžin Boldog骑马姿势大雕像，雕塑家：D. Erdembileg，蒙
古国Töv省Erdene sum地区。© Nandinbilig

Ruhlmann Sandrine，《幸福的呼唤 - 蒙古
粮食分享》，即将出版。

Gardelle Linda，《蒙古国游牧养殖人：游
牧社会和国家》、《马里撒哈拉沙漠上的
大夫：游牧社会和国家》，巴黎：BuchetChastel出版社，2010年(生态期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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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ire Antoine，《寻求独立的蒙古国：矿业发
展战略运用》，巴黎：L’Harmattan，2012年。

《Representing Power in Modern Inner Asia :
Conventions, alternatives and oppositions》
，作者：Isabelle Charleux，Grégory
Delaplace，Roberte Hamayon和Scott Pearce(
编辑)，美国华盛顿州柏岭汉姆：东亚研究
中心，西华盛顿大学和蒙古国，2010年。

《Frontier Encounters : Knowledge and
Practice at the Russian, Chinese and
Mongolian Border》，作者：Franck
Billé、Grégory Delaplace和Caroline
Humphrey(编辑)，由剑桥大学OpenBook
Publishers出版社，2012年。

Hamayon Roberte，《萨满教徒和萨满
教：今昔宗教形态的建立与发展》，巴
黎：Eyrolles，2015 年4月 / 《游戏：人类
学调查》，巴黎：La Découverte，2012年。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Zaya Gegeenii Khüree. History, Architecture
and Restoration of a Monastery in Mongolia》
，作者：Isabelle Charleux(编辑)，巴黎：蒙
古、西伯利亚和摩纳哥研究公司，摩纳哥史
前人类学博物馆，即将出版。

影片：
Castell Jean-François (导演)，《卡基拉著名
艺术家》，53’记录片，彩色HDV 16/9，讲述
J. Curtet在蒙古国的研究。巴黎：Les Films du
Rocher/La Curieuse，2010年。

《蒙古法典1789》(Čaγajin-u bičig 1789)，
© F. Consta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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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关领域未发表、已答辩和正在答辩的论文列表 (2010-2015)

Chochoy Matthieu，《15至19世纪，法国人想象中的中亚土耳其-蒙古王国的建立、运行和消失》，
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指导老师：Denise Aigle，2010年开始。
Curtet Johanni，《一种人声音色艺术 - höömij传音，：蒙古卡基拉的民间音乐研究及其历史》，雷
恩第二大学，联合指导老师：Hervé Lacombe和Alain Desjacques，2013年完成论文答辩。
Dumont Aurore，《中国内蒙古鄂温克人的商品交换、关系网和当代游牧生活》，巴黎高等研究实
践学院(EPHE)，指导老师：John Lagerwey，2014年完成论文答辩。
Jarry-Omarova Anna，《蒙古国自由民主政治和当局中性别研究：政治、游牧制与国际非政府组
织之间的妇女联合运动失败的分析研究》。法国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EHESS)，指导老师：Djallal
Heuzé，2010年完成论文答辩。
Macadré Léa，《蒙古博物馆及藏品：遗产、国家身份及地区整合》，巴黎第七大学，指导老
师：Anna Caïozzo和Isabelle Charleux，2013年开始。
Maire Antoine，《北朝鲜、蒙古国和哈萨克斯坦的中国投资：三个周边国家的国家安全和发
展政策》，教育研究及革新中心 - 法国巴黎政治大学(CERI-Sciences Po)，指导老师：François
Bafoil，2012年开始。
Marchina Charlotte，《社区形成：蒙古放牧者眼中人与动物关系的比较研究》，法国国家语言东
方文化研究院(INALCO)，联合指导老师：Jacques Legrand 和Charles Stépanoff，2011年开始。
Nikolov Laura， 《 两 次 世 界 大 战 期 间 (1918-1939年 )， 在
前苏联、中国和日本三角关系背景下，蒙古国的诞生》
，巴黎第七大学，指导老师：Annie Lacroix-Riz和Jacques
Legrand，2008年开始。

图1：Tsatsyn Ereg遗址内的B10号古墓场。
J. Magail于2011年拍摄。

Blanchier Raphaël，《舞蹈中的观众：“蒙古舞蹈”的高效条件》，巴黎高等研究实践学院(EPHE)，
指导老师：Michael Houseman，2012年开始。

2-摩纳哥 – 蒙古国联合考古之旅：
古迹遗产开发中的科学研究及其应用
撰稿：Jérôme Magail1
在摩纳哥 - 蒙古国联合考察之行中，考察队的工作并不限于在Arkhangaï省的大草原上进行挖掘、重
现遗址及勘察，还拓展到了蒙古遗产古迹保护和推广项目的实施上。这意味着将科研成果融入文化遗迹
的管理之中，因这些地方的旅游参观者日益增多，科学管理可能会带来畜牧业收入以外的一些额外收
入。此次考古的关键，在于参与维护大草原农业人口的活动，因为他们被限制在大城市，特别是首都附
近建立起蒙古包集中点。

Tsedengdorj Sainzayaa，《中国东北蒙古方言 - khortchin：音
位学、形态学和句法特征》，法国国家语言东方文化研究院
(INALCO)，指导老师：Xu Dan女士，2014年完成论文答辩。

从2006年起，蒙古共和国和摩纳哥公国开
始在历史领域和考古领域内展开合作，主要针对
Arkhangaï省内相距40公里的两个遗址。第一个是
青铜末期，位于塔米尔河上游(Haut Tamir)左岸的
Tsatsyn Ereg大公墓，，第二个是车车尔勒格(Tsetserleg)市内的Zajan Khüree大佛寺。

歌唱家Davaaži和他弟弟Baasanžav于1981
年在乌兰巴托传统艺术节的精彩演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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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考古队的成员来自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
所和摩纳哥人类学博物馆，同时也向法国国家科
学研究中心的几个研究机构寻求人才。这是一次
持久的考察出行，项目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支
持下确立，目标是开展科学研究，并将研究成果
应用到文物古迹的推广和保护上。

Jérôme Magail博士、摩纳哥 - 蒙古国联合考察队队长，同时也是考古学家、摩纳哥史前人类历史博物馆行政管理
者、科研混合单位5608 TRACES研究人员，以及法国国家科研署史前艺术项目成员。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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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物古迹的价值开发
事实上，他们认为，此行的目的不应当满足
于挖掘墓地及修复壁画艺术作品，还有某些遗址
也应当开发整理出来，形成参观景点并将考察研
究情况公之于众。考察路线已经确定，不过当前
也面临着一个问题：关于青铜时期的第一批游牧
人群，收集到的资料太少。虽然他们也留下了不
少值得深入研究的遗址，首先应当确定这些遗址
建立的确切年份，以完善到草原游牧民族的编年
史上。其科学意义和文化意义非常深远，因为这
些游牧在长城以北的草原民族并没有文字记载，
长期以来一直被歪曲误解。战国时期的定居民
族提到他们时，也只限于描述他们的“野蛮”入
侵，并提到完全无法控制这些马背上的游牧部
落，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领土也没有首都。不出
考古学家们意料的是，他们在蒙古大草原上发现
了几个巨大的古墓场，每个里面都建有数千座石
墓(如图1)，距今1300年。

图2：鹿石巨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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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很早之前蒙古和俄罗斯的作
家们就提到过这些赫赫有名的大型古墓场，他们
称之为kirigsuur(石堆墓)，但其数量严重被低估。
这非常可以理解。因为这些墓冢没有名字，也没
有任何古文字记载提到里面死者的“姓氏”，甚
至敌军的文字记载中也没有。因此，人们在对这
些无法确定主人的古墓遗址进行评估及编目时，
遇到了很大的困难，有些科学家甚至需要运用文
物才能作为可靠的素材，并使用同种文化的分类
法。同种文化是指公元前3世纪的匈奴，匈奴人
因建立第一个草原王国与中国的第一个王朝对
抗，所以才真正有了民族身份的标识。因此，蒙
古考古学者们花了很多精力去研究这段时期。可
能就因为如此，对于更早之前同样留下很多考古
遗址的时期，人们研究得比较少。因此，在此次
针对原始史时期进行的科学考察中，青铜末期众
多石堆墓的发现并不是唯一的惊喜。岩石上的各
种壁画艺术作品以及被称为“鹿石”的石柱，成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为信息的重要来源，记载了关于这些游牧民族的
图腾和器具装备。这些刻画在史前花岗岩糙石巨
柱上栩栩如生的鹿形图(如图2)，至今仍是研究学
者们所知的唯一记载公元前6世纪斯基泰人部落
的文物。
不过，从摆放在鹿石四周的马头骨中鉴定得
知，这些遗址出现在公元前1300年及公元前900
年之间。这一推断颠覆了考古学家们原来设想的
编年史。而对于刻在石碑底座的某些武器进行分
类法鉴定的结果，已经显示出它们与17世纪的一
种西伯利亚文化(俄国作家称之为“Karasuk”)有
着某种联系。对于这些带有非常漂亮的鹿图的石
柱，摩纳哥–蒙古联合考察队在确定它们与那些
复杂的kirigsuur(石堆墓)有着编年史上的对应关系
后，决定将这群游牧人称为“鹿石文明”。事实
上，考古鉴定的结果表明，这些鹿石最初的摆放
位置应该是在那些大型古墓场的周围。

记录

社会文化因素，有些学者称之为全球化的背景。对
于参观旅游团的剧增，只能艰难地去控制和管理，
因为这对蒙古国来说，意味着一项新的收入来源。
此外，由于蒙古国政府有意增加旅游收入，因此从
2014年春季起，欧盟的公民不再需要通过签证进入
蒙古境内。

Tsatsyn Ereg：卓越的古墓遗迹...

同时，联合考察队也希望他们的研究能够吸
引及推动人们对这份文化遗产的维护、修缮和保
护，为Arkhangaï地区的发展作出贡献，从而使
得一部分北方丝绸之路重新获得价值。摩纳哥国
际合作署，负责为王国政府的发展带来公众的支
持，它将全程资助这个考察队所有行动的费用。
此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个项目旨在打击蒙
古国内文物的非法交易，摩纳哥国际合作署同样
给这个项目带来了资助资金，以完善其在这个文
化领域内的贡献。另一方面，联合考察队的工
作，也促使蒙古国于2014年12月份向世界文化遗
产组织申请将Tsatsyn Ereg遗址加入申遗名单中。

在年代最近的九个墓场中，只在Tsatsyn Ereg
石堆墓挖掘出一笔可观的财富：30余块新鹿石，
还有一块巨大的山石面，上面布满了岩画。2015
年，在联合考察队勘探的200 km2区域内，编号
记录的史前石柱数量高达100以上。不算之前的
统计数目，在Tsatsyn Ereg省内进行探索时，人们
发现了60个新的石碑及几百块从未面世的刻有岩
画的山石。至于这个地区发现的数百个“石堆墓
(kirigsuur)”和墓冢，更是没有找到任何关于它们
的发表文章。这些统计和图谱本身就意味着一项
艰巨的工作，但对于评估这座考古遗址的价值是
必不可少的，这有助于每年夏天，人们都科学地
选择将要挖掘搜寻的区域，其最主要的目的是找
到能够确定年代的文物，以及更深入地了解各种
文物古迹之间的编年关系。

...引起极大的兴趣
事实上，从2009年夏季开始，Tsatsyn Ereg遗址
已经整理出几个区域作为示范基地，以便迎接由
蒙古考古学家带领的参观团。期间这些蒙古考古学
家现场讲解了史上第一个游牧民族的建筑和宗教信
仰，三十多块鹿石重新摆放在之前被挖掘过的七个
地点。从此，这些古迹对于公众的参观不再那么敏
感了。与外界沟通交流的同时，考古遗址也应当为
任何形式的参观活动作好准备，无论是友好的参观
还是破坏性的参观。尤其是2008年6月，人们对两
个石柱碎片及一块完整的鹿石进行维护预防措施。
除了考古用途之外，这些鹿石被移送到乌兰巴托的
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进行保存，以防毁坏或消
失。人们将它们摆放在考古研究所的博物馆内，以
使公众关注它们的历史价值。

从数百个古墓场中发掘出来的具有代表性的文
物，其数量之多使得它们成为吸引国内外广大民众
目光的文化遗址。对考古学家们来说，它们原本是
遥远的原始之地、是准备去探索的新领域，现在则
要面临着参观人数剧增的问题。在公开他们的研究
成果时，这些科学家也意识到，他们的发现会吸引
人们的好奇心，导致参观人数增多。在大草原中，
这些特殊的遗址通常地处僻远，而且非常容易受到
破坏。因此，联合考察团必须考虑这些日新月异的

想要吸引公众来参观一个特殊的文化遗产主
题，在全世界范围上看，举办一次文化之旅是很
好的选择。在欧洲国家，因为有现成的完备的基
础设施，所以举办文化之旅是一件相对容易的
事。但在蒙古国，主办方必须负责大草原上的全
部物流后勤工作，为各参观团队提供必须的服
务。因此，文化旅游的发展需要国家部门和当地
政府强有力的参与。同理，Tsetserleg市内文化遗
址主管方于2011年成立起第一个旅游办事处，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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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真迹的移动，又能展示这些游牧文明相关的整
体文物资料。因此，在展览中，人们能够亲手触
摸到原始文物的仿真品，这是非常有趣的特色。
大部分参观者都认识中国的长城，通过此次参观
展览，他们认识了这些生活在长城之外的民族 – 他
们的领土之广，并不逊于中国第一个王朝。
总结
总而言之，这些遗址的财富和产生的神秘吸
引力，对外蒙古国可能构成巨大的优势和王牌，
但目前很难去判断未来。不过，在文化和自然遗
址内发展合理而友好的旅游业，因此带来的经济
复苏，可以使当地居民们受益。成功的关键掌握
在蒙古国的政治领导班子、政府部门和民间组织
的手上。摩纳哥 – 蒙古国联合考察项目是一项长

记录

期的工程，每一年都需要国家当局和当地行政机
构的配合来完成。未来非常重要的下一步，应该
是在Arkhangaï省建立遗产办事处，以管控考古
遗址的参观人员。从每个参观者身上收取的低价
门票，无疑将成为支付给考察队员的酬劳。遗产
办事处工作人员陪同和引导参考者游览全程的同
时，也可以随时检查这些考古遗址的状况。在蒙
古人民对其文化遗产的依恋和草原民族身份的认
可方面，人们可以保持乐观的态度并期待积极的
发展。考古学家们一直强调这些遗址的维护保养
条件，因为构成它们的，是在大草原上保留了三
千年而未离开或自毁的干燥石块。游牧生活的方
式，使它们免于遭受拆散重建，以及在定居社会
中需要承受的不可避免的过度使用。

图3：经过修缮的寺庙建筑- Zayain Khuree博物馆，位于车车尔勒格市。
图片J. Magail拍摄于2011年。

第一个承担起负责接待旅客具体事务的责任。同
样在Tsetserleg市内，原来的佛寺变成了如今经常
有旅游者前来参观的地方博物馆，同时也演变成
为一个活动中心，以集中游客组团前往大草原参
观遗址(如图3)。
...并促进当地经济发展
Arkhangaï省政府发起的文化之旅，目前只
针对一些特殊的游客，这些游客愿意住宿在农村
并接受游牧人的食物。在Tsatsyn Ereg遗址，他们
可以在放牧者的蒙古包借宿，或在考古地附近野
营。游牧民族目前的日常生活，也是此次参观旅
行的内容之一。两个牧民家庭提出出借他们的马
匹给参观团，以便他们探索辽阔山谷中的壁画遗
址，以及出入拥有许多座青铜末期贵族大古墓的
平原(如图4)。
在当今以畜牧业为主的背景下，通过对遗址
的参观，人们可以了解到三千年流传下来的由马
背上民族主宰的草原游牧生活，在千年文化上有
着怎样的传承。他们的物质和非物质遗产，带
有非常深刻的季节性迁徒的节奏烙印，令国外游
客大开眼界。从那时起，蒙古国很快出现了考古
教育培训热，人们优先培养旅游景点方面的管
理人才。蒙古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的成员Gantulga
Jamiyan-Ombo和Yeruul Chimiddorj，在法国和摩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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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进行为期五天的学习培训，了解到旅游业对文
化遗址造成的各种影响，以及评估参观风险的必
要性，并完成了这些遗址的统计制图工作。法国
第戎市附近的Bibracte欧洲考古研究中心，作为联
合考察队不容忽视的合作方，在这次学习培训中
扮演了重要角色。
研究项目所带来的其它贡献
对考察队逐年获得的科学成果进行资本化，
有助于一些展览的举办和相关文章的发表，使这
些文物遗址走进人们的认识范畴内。在考察进
度上，整个研究团队都能够很好地挑选一些适当
的科学资料与广大群众进行交流。而这对于所谓
的普及推广工作来说，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工作内
容，也是吸引投资的手段之一。特别是某些方
面的科学资料是从考察之初就计划去完成的，有
可能迅速成为大众教育的素材。对民众进行科普
甚至教育，能够对文化遗产进行合理的保护和管
理。为此，摩纳哥 – 蒙古国联合考察队的成员们
创办了巡回展览，其主题为“高亚洲第一批游牧
者”，已经在巴黎、摩纳哥、芒通和坎松成功举
办，目前在Bibracte博物馆展出，直至2015年11月
15日结束。这个展览向人们介绍了考察团在大草
原上鲜为人知的古迹遗址内进行的探索。用树脂
仿造的雕花石柱、仿真壁画和文物，既避免了原
图4：Tsatsyn Ereg遗址内的考古挖掘。图片J. Magail拍摄于20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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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蒙古国：重大地震及各大断层之间的相
互作用
撰稿：J-F Ritz1
上世纪1905年至1957年期间，蒙古国西部及
与中国的交界地区，在短短52年内遭受了四次重
大地震，其强烈程度是内陆地区从未记载过的，
有些震级等于8级甚至在8级以上(如图1)。这个
过高的地震频率，如果放到上世纪和本世纪初(
即115年期间)的范围内考虑，那么蒙古国可以名
列亚洲中部地动最活跃的内陆地区之一。四次大
地震中，每一次都造成150至400公里长的地表断
裂，伴随着宇宙空间内数米的移位(如图2)。这是
一种强烈的地壳构造活动，与水平切变运动有关
(人们称之为“横推断层”)。而后者围绕着古老
的大型断裂带发生，是数亿年前海西褶皱和加里
东褶皱的造山运动的延续，却只是在近几百万年
中，才在印度-亚洲板块冲撞造成的NNE-SSW向压
力作用下，重新活跃起来。(详见图1插图)
人们对这些大陆间裂开的巨大断层进行了
初步考察，发现了几件事情：首先，地块分离的
过程是长期的，地块滑动的速度非常慢，只能
按每年移动多少毫米(mm/a)2来计算；其次，这

些大型地裂带产生的地震，表现出同样的移位扩
散方式，人们称之为地震特征 3；最后，地裂产
生的地震，复发的时间间隔大约为几千年，比
如，Bogd和Bolnay断层 4发生地震的间隔时间在
3000到4000年之间 。
那么，4个不同且相距遥远的断层，有的甚至
相隔500公里以上，在52年内却“不约而同”产生
断裂[人们称之为“群发地震(essaim sismique)”]，
这又如何解释呢？对于各地层自身数千年的断裂
复发周期来说，52年是极短的一段时期。
一份数字模型的初步研究提出，这些大断层
之间是有着相互作用的，它们在地壳中有着一段
机械应力的传导过程5。这一观点的解释是，一场
地震释放出来的应力可能会对周围500公里以上
的地区产生影响，这种作用经过一段时期(10–100
年)的积累(应力的增加)，能加快另一个断层的地
震周期，因此过早地爆发地层断裂。因此，蒙古
国的4 次地裂在它们的断裂周期中是同步的。

图2：(左)1957年Gobi-Altay地震中的地表断裂及地层移动的简化图(来自Ritz等，2003年)；(右)Gobi-Altay地震产生的地裂陡坡。

正是在这个研究主题的背景下，我们在蒙古
国地区开展了二十多年的古地震学(如图3)研究。
这种地表研究方式，也是一种关于地表变形的考
古研究。通过对卫星图的初步详细分析发现，这
种变形由地面表层和浅层地基形成，又反作用于
它们。该研究能够精确地再现那些接连发生的地
震在空间和时间上的扩散方式。从这一方面来
看，蒙古国地区就是一个特殊的实验地，因其分
析对象的规模(地表断裂缝的长度、地震的震级)
及干旱的气候，使得已发地震的痕迹非常完整地
保留了下来。

然而，根据现有的卫星图分析和数字化地形
测量数据，这个地区的几个断层是呈束状分布的
复杂系统，特别是在阿尔泰高原(Altay，详见图
1地图)。而20世纪的四次大地裂，不过是因此产
生的潜在地裂的其中一部分。还有许多地裂带等
待人们去研究、去了解特性，以弄清楚所有大断
层之间长期的相互作用。
我们的研究项目由几个法国实验室 6和蒙古
科学院天文与地球物理研究所(IAG)联合展开。在
得到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
(INSU-CNRS)多年资助之后，如今更是得到了法国
国家科研署的支持。
获取更多参考信息，
请联系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

图3：(左)沿着Bolnay断裂带移动二十多米的深泓线(标注那
些地裂产生的凹陷断面)；(右)从断面提取研究样板。

1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博士，蒙彼利埃地球科学实验室(科研混合单位5243)
来自Ritz等人1995年的研究；以及Calais等人2003年的研究
3
来自Ritz等人2006年的研究; Klinger等人2011年的研究；以及Rizza等人2011年的研究
4
来自Ritz等人，2006年的研究；Rizza等人2011年和2015年的研究
5
来自Chéry等人2001年的研究
6
蒙彼利埃地球科学实验室(科研混合单位5243)，巴黎地球物理研究所(科研混合单位7154)及法国欧洲地球科学与环境
教学科研中心(CEREGE，科研混合单位34)
2

图1(左)：经过简化的蒙古国断层地形图。20世纪的大地裂(地震)标有地震名称、年份和震级；
(右)1905年Bolnay地震中产生的地表断裂(Ritz，200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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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人类与环境的共同演化：
青铜时期至今，欧亚大草原上生活的人们
撰稿：Eric Crubézy，Sylvie Duchesne，Patrice Gérard和Darya Nikolaïeva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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墓。我们的目标是运用现有的一切科学手段，同
时从考古学和生物学方面对这个古墓群进行研
究。我们特别开展了基因组技术的研究，以鉴定
这些古人的身份和他们罹患的疾病，甚至是殉葬
动物的疾病。那么，从古到今居住在阿尔泰山、
西伯利亚或者蒙古北部生活的他们，是什么样的
人？他们像谁？他们遭受过什么样的疾病？他们
的墓群是如何按照血缘关系来安排和布局的？他
们的后代如今在哪里？
我们很快发现，在接近青铜时期 5时，就有
几批来自欧洲的人类抵达了贝加尔湖畔，并统治
了这些草原地区。他们在古墓场埋葬的领袖，拥
有欧洲人的身体特征，特别是金色的头发和蓝色
的眼睛。这些移民朝南方扩展，一直到蒙古国的
阿尔泰山山脉，当然居住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
也正是他们。在整个青铜时期，当然延伸到公元
前700年的黑铁时期，一些蒙古人开始向外扩散
并与这些欧洲移民结婚生子。从我们在蒙古阿尔
泰山山脉挖掘的这段时期的古墓中，尤其能明显
地看到这一点6。

图示：通过计算机推演出来的塔米尔古墓场2号古墓：位于蒙古国中部，年代可
追溯到公元纪年之初。图片版权：HURASIE考察团。

从1992年法国和蒙古国开始加强科学合作之
后，我们的实验室(当前科研混合单位5288)在法
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框架下，发展了一项研
究计划，该计划围绕从亚洲中部到爱情河(直至
黑龙江河段)区域，生活在草原上及西伯利亚地
区的移民展开，而我们在蒙古国进行的勘察研究
工作也得到了法国外交部的资助。这项研究原先
是只针对居住的人类，后来逐渐发展成研究人类
与环境的相互演变，特别是人类与传染疾病的关
系方面。为此，我们勘查了19世纪青铜时期(公
元前3500年)所有保存完好的古墓群。除了考古
研究外，我们还开展了史前基因学方面的研究。
这些研究的目标，一方面是根据古墓甚至是古墓
群之间的关系来分析每个古墓群是如何分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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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现在最感兴趣的，是这些Tamir Ulaan
Khoshuu遗址古墓中的欧洲人后裔现在演变成什
么样。我们第一手研究结果显示，这些古墓中埋
葬的死者，可能就是3000多年前那位欧洲领袖的
后代！而只能通过法蒙双方延续及加强合作，才
有可能挖掘考察更多的古墓，弄清楚他们之间的
关系，他与草原人种的血缘关系，甚至可能是他
们与中国汉代人之间的基因关系。

布局的，另一方面是综合几个遗址的资料和同时
期人类种族的资料来研究这个民族的历史。近年
来，我们也重点研究传染疾病，并证明它们是如
何选择传染的人类的，为此我们特别研究了结核
病和天花。
90年代初，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我们与蒙
古考察队联合，对位于蒙古北部的一个匈奴民族
的大古墓群(建于公元3世纪的末期)进行了科学勘
探和考察。这片墓地是一个绝佳的实验地，非常
适合研究古人的DNA2和人类的演变过程 3。2013
年，在第一个古墓被公之于众时 4，我们就已经
开始了对Tamir Ulaan Khoshuu遗址的考察勘探工
作，这是位于蒙古中部的一位匈奴大人物的古

图示：塔米尔古墓场(蒙古国中部)的古墓埋得极深，必须使
用大量的人手来挖掘。图片版权：HURASIE考察团。

1

图卢兹大学科研混合单位5288
KEYSER-TRACQUI C., CRUBÉZY E., LUDES B. 2003 Nuclear and mitochondrial DNA analysis of a 2000-year-old necropolis in
the Egyin Gol valley of Mongolia. American Journal of Human Genetics, Aug.73(2), p. 247-60.
3
KEYSER-TRACQUI C, CRUBEZY E, PAMZSAV H,VARGA T, LUDES B. 2006 Population origins in Mongolia:genetic structure
analysis of ancient and modern DNA. American Journal of Physical Anthropology 2006 Oct;131(2) p. 272-81.
4
Gicard P-H, Turbat T., Crubézy E. 2014. 蒙古国草原上的第一个王朝。出版： Faton. 383 p.
5
KEYSER C., C. BOUAKAZE, E. CRUBÉZY, V. G. NIKOLAEV, D. MONTAGNON , T. REIS, B. LUDES. 2009.Ancient DNA provides new
insights into the history of south Siberian kurgan people. Human genetics. Sep;126(3) p 395-410.
6
C. Hollard, C. Keyser, P-H Giscard, T. Tsagaan, N. Bayarkhuu, J. Bemmann, E. Crubézy, B. Ludes. 2014. Strong genetic admixture in the Altai at the Middle Bronze Age revealed by uniparental and ancestry informative markers. Forensic Science
International: Genetics, 12, p 199-20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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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与协议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的科研合作
预期项目一览

法科研中心在中国合作项目招标情况2010/2014
•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2：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针对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不具有
申请资格的中方合作伙伴。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由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和中方合作机构联合进行评估、筛
选和资助(例如：大学、科学院，等等)。
今年项目已于4月中旬进行招标。该项目
鼓励45岁以下的候选人提交材料。

撰稿：法科研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副局长Chantal Khan-Malek女士(北亚与大洋洲地区负责人)，和
中国项目负责人Marie Rouby女士
1. 研究人员交流互访双边协议
以1993年、1994年及1995年分别签署的双边
协议为框架，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三个中方
机构——中国科学院(CAS)，中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NSFC)及中国社会科学院(CASS)建立
了研究人员交流互访项目(EdC)。这些科技项目为
期一年，包括一至两名研究人员最长一个月的交
换互访。这些项目旨在推动中法科技领域的合作
与探索。
为了促进法中科研项目的不断增长且更有结
构性的发展，法科研中心于2015年正式结束研究
人员交流互访项目。

法科研中心更倾向于以下合作形式：
• 预结构性合作形式：
-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
- 联合研究项目(PRC)
• 结构性合作形式：
- 国际联合实验室(LIA)
- 国际研究团队(GDRI)

这两个项目基于先前业已建立的合作联系，即
法中研究人员联合发表一篇或数篇文章。法科研中
心提供的支持主要表现在“国际超支费用”，即法
科研中心下属实验室的差旅费、接待费、会议举办
费用、团队运行费用和小型研究器材费。

2015年CNRS国际科学合作项目招标
2015年CNRS/NSFC联合研究项目招标

为了区分法科研中心与中国科研机构的国际科
研合作项目(PICS)，自2015年起，法科研中心与中
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合作项目正式更名为
联合研究项目(PRC)。

招标启动日期：2015年4月15日
招标截止日期：2015年6月2日
招标结果公布日期：2016年1月

• 联合研究项目 1：联合研究项目是法国
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委员会共同资助的研究项目。该项
目针对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具
有申请资格的中方合作伙伴，这些人员
且需要曾经在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
员会获得过资助。请中国潜在性合作伙
伴向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询问
是否符合候选资格。

国际科学合作项目(为期3年)：
• 2011年 5项 ； 2012年 4项 ； 2013年 2
项；2014年3项；2015年3项。
与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
• 2010年 13项 ； 2011年 9项 ； 2012年 13
项；2013年14项。
• 2014年起该项目期限改为三年，入选项
目共5项，2015年开始资助(见表2)。
与中国科学院研究人员交流互访项目：
• 2010年入选6项；2011年6项；2012年3
项；2013年3项；2014年6项；2015年5项(
见表1) 。
该项目于2015年正式结束。
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人员交流互访项目：
• 2012年资助1项；2013年资助1项；2014
年资助1项。
该项目自2014年7月正式结束。

联合研究项目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和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联
合进行评估和筛选。今年项目已于4月中
旬进行招标。

2. 联合研究项目(PRC)和国际科研合作项目(PICS)
这两个项目旨在巩固和形式化法中双边的合
作关系，由法中双方机构共同资助，为期三年，
不能展期。它们由两个研究人员共同开展，其中
一方隶属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实验室，另一方
隶属于外国合作机构。
http://www.cnrs.fr/derci/spip.php?article3和http://www.cnrs.fr/derci/IMG/pdf/appel_a_projet_prc_2015_cnrs-nsfc.pdf
http://www.cnrs.fr/derci/spip.php?article22和http://www.cnrs.fr/derci/spip.php?article5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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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014年法科研中心-中科院项目招标框架下由双方在2015年资助的研究人员交流互访项目

3. 与中国相关机构设立的奖学金项目
1)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中国科学院博士生奖学金项目：

项目名称(一年期项目)

中方合作机构和主要实验室

法国主要合作研究机构

Synthèse Totale de la Caboxamycine et Analogues

中国科学院 - 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
重庆

科研混合单位8180，凡尔赛Lavoisier研究所(ILV)
(法科研中心 / 圣康丁昂伊夫利纳-凡尔赛大学)

Gaz moléculaire, Radiation interstellaire et
formation d'étoiles dans l'Univers à grand
Redshift

中国科学院 - 紫金山天文台，南京

科研混合单位7158，天体物理、解释与建模研究
单位(AIM)，巴黎-萨克雷 (法科研中心 / 法国原子
能委员会 / 巴黎狄德罗大学)

Elimination de l'azote dans les sédiments de
surface des eaux côtières

中国科学院 - 烟台海岸带研究所

科研混合单位7266，海滨环境与社会研究单位
(LIENS) (法科研中心 / 拉罗谢尔大学)

Physique au LHC et grille de calcul associées

中国科学院 - 高能物理研究所，北京

科研混合单位7346，马赛粒子物理研究中心
(法科研中心 / 埃克斯-马赛大学)

Ecologie des herbiers côtiers: effets anthropiques de la fragmentation de l’habitat sur la
diversité et les réseaux trophiques benthiques
fragmentation

中国科学院 - 烟台海岸研究所

科研混合单位9190，海洋生物多样性及开发保护
中心(MARBEC)，蒙彼利埃 (法科研中心 / 法国海
洋开发研究所 / 法国发展研究院 / 蒙彼利埃大学)

2009年7月，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签署一项专项合作协议，通过筛选中国科学院
博士生(奖学金得主)并派遣至法科研中心下属实验室，从而开展联合培养项目。这一协议已于2013年
12月2日在巴黎延期。
- 每年，由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和中国科学院联合筛选的10至15名中国博士生，前往法国，在法科
研中心下属实验室进行为期12个月的实习。
- 2015年：2014年筛选出19名博士生。

鉴于培训方面的法律发生变化，且需要重新确定由此产生的劳动合同接收形式，该项目目前处于
中断阶段。2016年该项目无法继续，因此2015年没有招标计划。

对该项目感兴趣的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特
别是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科研混合单位和国际
研究团队的负责人，请提前与中方合作伙伴及法
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联系，共同确认“王宽诚教
育基金会博士后奖学金”潜在性候选人员。

表2：2014年法科研中心-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项目招标框架下由双方在2015年资助的国际科研
合作项目(PICS)与联合国际科技合作项目
项目名称

中方合作机构和主要实验室

法国主要合作研究机构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透明电子陶瓷

桂林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
学院

科研直属单位3079，材料的高温高辐
射极端条件研究单位(CEMHTI，法科
研中心)，奥尔良

联合国际科研合作
联合项目
CNRS-NSFC

厦门大学/化学化工学院

科研混合单位5223，聚合材料工程学
实验室，里昂 (法科研中心 / 里昂国
立应用科学学院 / 里昂第一大学 / 让•
莫纳-圣艾蒂安大学)

联合国际科研合作
联合项目
CNRS-NSFC

科研服务单位6402，法科研中心国
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计算中心
(CCIN2P3 - CNRS)

联合国际科研合作
联合项目
CNRS-NSFC

在与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签署合作协议的
背景下，法科研中心实施了博士后奖学金招标，
资助两名博士后级别的中国研究人员开展为期12
个月的研究工作。
- 项目作用：通过在法国开展研究工作，推动中国
博士后的研究进展。

B-N配位驱动分子自组装与功能载
体/传感器相关的基础问题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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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一代大数据存储技术在高能物理
研究中的应用

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

超声评价骨强度的定量生物标记

复旦大学 - 医学超声实验室

科研混合单位77371，生物医学图像实
验室(LIB) (法科研中心 / 法国国家医学
与健康研究院 / 巴黎第六大学)

联合国际科研合作
联合项目
CNRS-NSFC

中枢神经系统重要神经递质Y-氨基
丁酸的B型受体的神经信号转导机
制研究

华中科技大学 - 生物物理和生物
化学研究所

科研混合单位5203，功能基因组研究
所(IGF) (法科研中心 / 法国国家医学与
健康研究院 / 蒙彼利埃大学)

联合国际科研合作
联合项目
CNRS-NSFC

非线性一维准周期性动力之上的薛
定谔运算子

清华大学 - 数学系

科研混合单位7586：巴黎左岸加希耶
(Jussieu - Paris Rive Gauche)数学学院
(法科研中心 / 巴黎第六大学 / 巴黎第
七大学)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数字技术和B2B网上贸易：国际商业
环境下战略性分析中欧的B2B交易

江苏大学 - 管理学院，
电子商务创新及应用实验室

科研混合单位6211：经济与管理研究
中心(法科研中心 / 卡昂大学 / 雷恩第
一大学)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电子化学联合处理污水的新方法

南开大学 - 可持续能源和环境技
术研究中心

科研混合单位5503：化学工程实验室
(LGC) (法科研中心 / 图卢兹国立综合理
工学院 / 图卢兹第三大学)

国际科研合作项目

2) « 法科研中心 - 王宽诚教育基金会 »新建博士后
奖学金项目

- 项目目标：巩固法科研中心在中国开展的具有结
构性的合作，法国接待单位为法科研中心在中国
建立的联合机构的相关单位，例如：国际科研混
合单位、国际联合实验室和国际研究团队。
- 候选人资格：中国国籍；在中国居住；具有博士
学历；就职于某大学或科研机构。

该项目的实施受到某些条件的限制(国籍、期
限、身份)，获取更多信息，请与法科研中心中国
代表处联系。

该项目名为“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博士后奖学金”
候选人招标信息将于2015年6月1日3发送至
相关单位。
申请截止日期：2015年6月30日
项目实施日期：2016年1月
联系方式：
谢路，电话：+86-010-85312266
karine.xie@cnrs-dir.fr
高鹏，电话：+86-010-85312267
peng.gao@cnrs-dir.fr

Appel KCWEF: http://www.ambafrance-cn.org/Nouveau-programme-de-bourses-post-doctorales-du-CNRS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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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讯

纪录片《沙漠星球》： 现场拍摄照片

简讯

2015年马克斯韦尔奖(prix Maxwell)
获得者：控制理论家 - Jean-Michel Coron

蒙娜丽莎制片公司启动拍摄纪录片“沙漠星球”。该纪录片首集关于中国。更多相关信息，请参见
《CNRS 在中国》“特别记录”专栏《荒漠化，科学和纪录片》一文(第17期，26-31页)。
照片拍摄于中国沙漠(2015年4月)，由蒙娜丽莎制片公司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合作拍摄，并由娜
丽莎制片公司授权刊登。http://www.monalisa-prod.com

来自Jacques-Louis Lions实验室的Jean-Michel Coron1教授是2015年马克斯韦尔奖
的得主，他将在2015年8月在北京接受颁奖，该奖是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ICIAM)
的五大奖项之一。他与其上海同事李大潜先生，共同领导中法应用数学国际联合
实验室(LIASFMA/CNRS)，而今年李大潜先生也得到了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的嘉
奖，获得苏步青奖项。(参见法科研中心法文版季刊Le Journal 279期)
Jacques-Louis Lions实验室(LJLL，科研混合单位7598)的各个研究分支，对以部分
导数方程为代表的现象进行了全面的分析、建模和科学精确计算。该实验室的优势
在于它拥有一支强大的科研队伍，包括100名专职或名誉讲师-研究人员、工程师及
行政管理人员，以及众多的博士生和博士后。通过在经济领域和其他科学领域的合
作，实验室在以下方面进行大范围的应用：流体力学；理论物理、机械和化学；控
制、优化及财政学；医学和生物学；信号和数据处理。

2015年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ICIAM)：期待法国团队的强势来袭
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是该领域的首要会议，每四年在同名委员会的
赞助下举办。今年，来自全球的数学家将于2015年8月10日至14日前往中国北
京，相聚于第八届国际工业与应用数学大会。此次会议届时将在奥林匹克公园
内的中国国家会议中心召开。

中国沙漠中的实验场地 / 照片版权：蒙娜丽莎制片公司

为了此次盛会，我们期待着由70余名数学家组成的法国代表团。为了积极
响应这一重大事件，Claude-Michel Brauner2015年3月在《Matapli》刊物上发表
了一篇文章，阐述了法中在数学领域的合作。Claude-Michel Brauner同时是波尔
多大学和福建省厦门大学的荣誉教授，在厦门大学，他有着高水平国外专家的
崇高地位。我们一位同事在这本期刊上全面盘点了法中两国近年来在数学领域
的合作研究项目2。

Jean-Michel Coron是巴黎第六大学(UPMC)的数学教授，Jacques-Louis Lions实验室(UPMC/Paris-Diderot/UMR 7598/CNRS
- https://www.ljll.math.upmc.fr/)的成员，也是法国大学研究院的成员。2014年11月18日，他被选入法兰西科学院，
是十位当选者之一。作为巴黎综合理工学院的矿物学工程师，他于1982年在巴黎第六大学取得数学博士学位。
2
《应用数学及科学计算领域的法中合作新动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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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ément Narteau和Lu Ping在腾格尔沙漠中工作 / 照片版权：蒙娜丽莎制片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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