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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期《CNRS在中国》充分反映了法科研
中心目前各项工作的状况，我很荣幸受到邀请
撰写本期杂志的“前言”部分。法科研中心在
追求高质量科研成果的同时，也渴望在国际上
能有一番作为。本期杂志十分坚定地表达了我
们这份雄心壮志，引导其编辑的方针政策正是
我们研究工作的质量和法科研中心对世界，尤
其对中国的承诺。
在阅读本期杂志后，我更加相信我们的研
究人员是法中科技合作真正的缔造者。正是他
们建设了堪称典范的合作伙伴关系，并由此为
我们的科研混合单位(UMR)带来了最高水平的
合作项目，也正是他们在法科研中心培育出了
1300名中国博士生中的绝大部分。
就在2017年步入下半年之际，法科研中心
非常欣喜地看到多项意义重大的新科研合作项
目在中国启动，其中包括两个化学项目，一个
环境项目，以及一个人文社科项目。这些项目
不仅有助于加强我们与中国的交流，同时也表
明了法科研中心依旧是法中科研合作的主要实
施机构(法科研中心与中方联合发表科研出版
物数量占法中联合出版物总数的70%)。从这一
方面看，也是中国成为法科研中心在亚洲第一
合作国的重要因素之一。
对我们而言，在遵守自下而上原则的同
时，这些意义重大的联合研究项目应该在法科
研中心和科研混合单位(大学等机构)提供的资
助与给予的指导之外，获得更多的支持。这也
是法科研中心与中国最大科研资助机构-中国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进行会谈的意义所
在。今年6月9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总部
接待了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杨卫
教授。会面期间，杨卫教授介绍了中国国家自
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的发展战略，以及在资助方
式方面赶超美国的远大目标。这再次揭示出一
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全球科研版图正在以极快
的速度转变，我们已经无法确切地说出世界知
识大国的具体排名。

CNRS科研总主任

Anne Peyroche
事实上，法科研中心多年前已开始将注意力
转向亚洲。无论是研究工作、伙伴关系、预算还
是人员流动，我们各方面的指标都在朝着这个方
向发展，手中的资源亦是如此。法科研中心8个
海外代表处中，现有4个设立于亚洲。它们与欧
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以及各个组成部门密切配
合，伴随法科研中心一路发展，并协助法科研中
心制定了在这块广阔大陆上的发展战略。正如我
近期在法科研中心海外代表处季度会议上特意指
出的那样，它们的另一个重要使命在于围绕科研
项目的质量开展工作。我认为，这意味着我们的
国际合作源于我们的实验室。
正是依托我们设立于亚洲的代表处，法科
研中心将于2017年11月28-29日在上海举办AUR@
SIA会议，即：亚洲国际科研混合单位和法国对
外文化教育中心科研混合单位的大型双年学术
研讨会。法科研中心希望借此机会与亚洲地区
大型合作伙伴机构(中国科学院、日本科学技术
振兴机构、新加坡国家研究基金会…)共同总结
合作现状，同时对我们在亚洲的联合单位开展
的工作作出肯定。此次会议由法科研中心和中
国科学院(双方自1978年起建立合作)上海交叉学
科研究中心携手举办，届时也将有企业、科研
资助机构和高等院校参与其中。此次AUR@SIA会
议主旨是法科研中心与各合作伙伴(科研机构、
资助机构、企业…)共同思考在亚洲开展合作的
新形式，并与各资助机构和企业同步发展。
因此，这将是一场将科学研究和合作推向
最高水平的盛会。如此精彩的活动岂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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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知识产出和法国科研在华影响
撰文：李岚珩(A. Mynard)1
不久前，我们曾经谈论过中国知识产
出的相关情况，尤其是按地理和机构分布
的分析。我们今天要将目光投向文献计量
指标。这些指标既能反映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在中国的影响，又能展示出较其他
科研大国而言，法国科研情况的特点。最
后，我们将列出2016年法科研中心赴华人
员的任务数量，以及法科研中心在读中国
籍博士生的相关数据。

中国：世界第二大知识产出大国
首先，为了在全球科研版图上准确勾
勒中国所取得的惊人进步，让我们从数量
级的角度来回顾中国科研的发展。五六年
前，中国的科研论文发表量仅居世界第4或
5位，差不多与日本齐平，而这在当时仅占
全球科研产出还不到8%的份额。最新的数
据 2则表明，中国的科研产出目前占全球产
出总量超过17%的份额(仅次于占比26%的美
国)。毫不令人意外的是，这一产出明显呈
继续上升趋势。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估算，这一数据较上一阶段相比增长了约
6%。目前对中国而言，工作重心已经不再
是增加科研出版物发表量，而是扩大科研
出版物的影响力，即引用数率。从引用数
率的角度来看，中国虽然取得了巨大的进
步，但仍屈居世界第四位。

另一个引人关注的现象是国际化。尽
管中国与其外国合作伙伴联合发表数量一
直在增加(+7.6%)，但这些联合发表物在中
国知识产出总量中所占的比重却停滞不
前，现为24.4%(上一阶段为24%)。这个比例
不仅远低于欧洲科研大国(50%以上)，而且
说明中国在此方面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
我们应如何解读这些数据呢？显然，中国
知识产出的增长速度高于其国际化的速
度。我们也可以据此推测，中国现已掌握
自主发表科研出版物的所有手段，而联合
出版物已经达到了目前的上限。

美国、英国、澳大利亚
和其它国家的情况
总体而言，法中联合出版物数量以及
在其中占比最大的法科研中心-中国联合出
版物数量，与中国知识产出保持着同速增
长，两项数字的增长率分别为+6.4%(从2631
升至2801)和10%(从1783升至1962)。法国国
家科学研究中心与中国的联合出版物占法
中科研联合出版物数量的70%以上，我们因
此稳稳保持着法中科研合作主要参与者的
地位。
现在让我们将目光转向中国在科研方
面的合作伙伴排名。我们发现法国位列第
七，这个位置近三年来都没有变化，与之
对应的情况是法国与中国联合出版物数量
占中国国际联合出版物总量的4.6%。这一

2014/2015年度中国排名前20的科研合作国
及其与中国联合出版物数量和所占比重
中国的科研
合作国

联合出版物数量
(2014-2015)

所占中国的国际
联合出版物比重
(% 2013-2014)

1

美国

28895

47.4% (46.8)

2

英国

6151

10.1% (10)

3

澳大利亚

5707

9.4% (9)

4

加拿大

4505

7.4% (7.3)

5

日本

4493

7.4% (8.1)

6

德国

4365

7.2% (7.4)

7

法国

2801

4.6% (4.6)

8

新加坡

2710

4.4% (4.4)

9

韩国

2423

4.0% (4.1)

10

台湾

2039

3.3%

11

意大利

1610

2.6%

12

荷兰

1497

2.5%

成绩并不十分令人满意，远远落后于德国
(7.2%)和英国(10.1%)，而且几乎快被占比
4.4%的新加坡追上。虽然中国科研伙伴的
大体排名较为稳定，但有两个新现象值得
我们关注。第一个现象是日本名次的滑
落，其在中国国际联合出版物中的占比从
2012-2013年的9%先后降至2013-2014年的
8.1%和现在的7.4%。第二个现象是排行榜
前三名的地位愈发稳固。第一名美国今年
仍在前进，其占比现已达到47.4%。第二名
英国和第三名澳大利亚分别稳定在10.1%和
9.4%。中国与这三个国家国际联合出版物数
量占其相关总量的三分之二。

中国科研力量概览
通过文献计量分析，我们还可以了解
各国有索引的知识产出集中在哪些学科领
域。就中国而言，两个领域脱颖而出，分
别为工程科学领域和化学领域。以同样的
方式，我们可以直观地了解法中(或法科研
中心-中国)联合出版物又集中在哪些领域。
结果显示法中联合出版物集中在物理领域
和宇宙科学领域。换言之，法国似乎尚未
从中国的科研力量中充分借力。同时，法
中知识产出主要分布在中国国内发表数量
并不十分突出的领域。这是近两年来一个
愈发不容置疑的事实。

2014-2015年中国联合出版物
按学科分布状况

中国科研出版物

中国与法科研中心
联合科研出版物

法中联合科研出版物

作者在此鸣谢收集和处理数据(2017年4月)的Didier Journo先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技政策与预测支持部门)。
即2014年数据，因为其后的年份都尚无完整统计数据。我们的数据来自« Science Citation Index Expanded ® (SCI-Expanded) »
和« Conference Proceedings Citation Index - Science (CPCI-S) »两个数据库。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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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历了2000至2010年的持续增长和
2010至2015年的平稳时期后，法科研中心赴
华出访任务的数量在2016年猛增+20%，升
至1495人次 3。这一增长既体现在法科研中
心赴华出访任务数量的总体变化上，也体
现在其占2016年法科研中心国际出访任务
总数的份额上。计算结果显示，赴华出访
占2016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国际出访
总数的2.5%(这个数字在2015年为不足2%)，
中国在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流动目的地排
行榜上升至第十一位。
以学科而论，法科研中心下属五个研
究所4表现尤为活跃，包揽了超过70%的赴华
出访任务。它们分别是化学研究所(与2015
年持平)、人文与社会科学研究所(持平)、国
家宇宙科学研究所(高于2015年)、工程与系
统科学研究所(持平)和物理研究所(持平)。

出访任务数量

占总数%

化学研究所

267

17.9%

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

233

15.6%

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

192

12.8%

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

188

12.6%

物理研究所

159

10.6%

生物科学研究所

117

7.8%

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

104

7.0%

信息学与其相互作用研究所

82

5.5%

国家数学与其交互作用研究所

77

5.2%

生态与环境研究所

61

4.1%

其它

15

1.0%

总计

1495

100.0%

来源：Sigogne，BFC；
数据处理：法科研中心科技政策与预测支持部门(SAP2S)

来源：Sigogne，BFC；
数据处理：法科研中心科技政策与预测支持部门(SAP2S)

法科研中心在读博士生和博士后
按研究所划分的分布状况

中国向法科研中心的人员流动情况

2016年法科研中心赴华出访任务
按下属研究所划分分布情况

法科研中心赴华人员流动情况

根据2016年12月31日的数字，法科研
中心各机构的中国籍在读博士生和博士后
人数分别为1332名(2015年为1347名)和111名
(2015年为147名)。根据2015年12月31日的数
字，法科研中心中国籍在读博士生人数占
中心外国籍在读博士生总数的约11%、占中
心亚洲籍在读博士生总数的50%以上。
从中国籍博士生的学科分布状况来
看，法科研中心的两个研究所(工程与系统
科 学 研 究 所 和 化 学 研 究 所 )发 挥 了 带 头 作
用，接收了超过46%的中国籍博士生。这
一高度集中的状况在右侧的图表中一目了
然。这张图还反映了中国籍在读博士生和
博士后相对于其他国籍的博士生和博士后
而言所处的位置。很明显的是，法科研中
心中国籍博士生的分布方式与其他国籍博
士生有很大差异，他们更多地集中在化学
和工程科学领域，而非生命科学、粒子物
理学或数学领域。

法科研中心赴华出访任务数量变化
及其占据法科研中心国际出访任务总量的比重

中国籍在读博士生
全体在读博士生

中国籍在读博士后
全体在读博士后

来源：Labintel；
数据处理：法科研中心科技政策与预测支持部门(SAP2S)

IN2P3

INC

INEE

INP

INS2I

INSB

INSHS

INSIS

INSMI

INSU

中国籍
在读博士生

2,6%

17,5%

1,5%

4,7%

12,7%

7,6%

13,3%

28,8%

7,6%

3,8%

0,0%

100,0%

中国籍
在读博士后

0,0%

19,8%

0,0%

9,9%

9,9%

16,2%

5,4%

18,9%

15,3%

4,5%

0,0%

100,0%

全体
在读博士生

1,6%

11,7%

4,8%

5,1%

12,2%

10,9%

26,6%

16,9%

5,0%

5,2%

0,0%

100,0%

全体
在读博士后

1,1%

15,0%

5,9%

6,2%

9,6%

25,2%

10,8%

13,6%

4,6%

7,8%

0,1%

100,0%

其它

总和

来源：Labintel；
数据处理：法科研中心科技政策与预测支持部门(SAP2S)

赴华出访任务数量(基于100/2000)
赴华出访任务数量/国际出访任务数量比重(基于100/2000)

3

在此有必要说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在对今年收到的赴华出访任务通知单进行统计后，得出的结果
与之略有出入。根据该结果，这一数字应该是1395，此外共有432所科研混合单位向中国派出了访问者。
4
化学研究所、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工程与系统科学研究所、物理研究所、国家宇宙科学研究所。

6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跨越界限

5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技政策与预测支持部门认为该数字并不完全可靠(很可能低于实际数字)，这主要是因为博士
后常被混同为合同制职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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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科研中心在巴黎接待中国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委员会主任
撰文：Amel Feredj和Cerise Randon (DERCI CNRS)

访问欧洲期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
心于6月9日星期五在巴黎总部接待了由委
员会主任杨卫教授率领的代表团一行。国
际合作局局长冯峰先生、欧洲处处长范英
杰女士和中国驻法使馆科技处孙玉明参赞
一同出席了会面活动。会面期间，法科
研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局长Patrick
NEDELLEC博士和杨卫教授一致表达了继续
加强双方现有合作的意愿。
实际上，法科研中心与中国科研机构
近几年来共同实施的联合研究机构在数量上
增加了一倍。双方除了每年共同资助约15个
联合研究项目外，还共同建立了位于上海的
E2P2L国际科研混合单位(生态高效益产品和
流程实验室) 、18所国际联合实验室和6支国
际科研团队。这些成果显示出法科研中心和
其中国合作伙伴之间交流活动的丰富多彩，
以及双方携手合作的重要意义。

http://www.aurasia2017.cnrs.fr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NSFC)是
中国最主要的科研资助机构。其年预算高
达30亿欧元，与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不相
上下。其职能是支持中国的科学研究、吸
引年轻人才、开展国际合作和促进社会经
济层面的发展。

中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代表团访问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欧洲研究与国际合作局。图片来源：法科研中心

在未来几个月里，法科研中心和中国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还将继续讨论双方下
一步的合作方案。将于2017年11月28-29日
在上海举办的法科研中心亚洲科研混合单位
AUR@SIA研讨会必将成为双方交流的一个重
要机会。

AUR@SIA 20171：
相约上海！
撰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本届大会将于2017年11月28至29日在上
海举行。这场法科研中心与中国科学院上海
交叉学科研究中心联合举办的大型研讨会将
围绕科技发展前景(尤其是化学领域)，以及
创新型合作伙伴关系等话题，发掘交流合作
的新主题。主办方希望借此机会与法科研中
心下属国际科研混合单位，及法国对外文化
教育中心科研混合单位中所有的亚洲合作伙

伴和研究员，共同发展具有发展前景的科研
共同体。届时，除法科研中心自身机构外，
参加2017年AUR@SIA研讨会的还将有来自新
加坡、中国、日本等国家的科研资助机构，
以及一些企业、大学、研究中心和与研究机
构。法科研中心和中科院上海交叉学科研究
中心将共同邀请亚洲地区十余个国家的百余
名代表参会。

1

https://www.cnrs.fr/derci/spip.php?article1569&lang=fr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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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活动官网：www.aurasia2017.cnrs.fr.
如有疑问或参与意向，请发邮件至：antoine.mynard@cnrs-dir.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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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CNRS关注中国，反之亦然！
撰文：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数学分析与计算”学术研讨会
向Claude-Michel Brauner先生致敬(厦门，2017年6月9-12日)
撰文：Alain Miranville1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成果转化
及 推 广 代 表 Nicolas Castoldi于 2017年 4月 5
日至11日访问中国，先后在北京、上海和
广州参与了多场活动。法国驻华使馆科技
参赞和专员提供了全程协助。这是一个与
我们在中国的学术界、科研界和产业界合
作伙伴相互交流的好机会。访问期间，N.
Castoldi先生与多家中国企业进行了交流。这
些企业十分关注法科研中心所持有的科研
专利、推出的合同制研究项目，以及法科
研中心旨在开发自有技术的年轻创新型企
业。N. Castoldi先生此行还参观了无极限中草
药健康产品公司的研发中心，并与该公司

负责人(见照片)进行了会面。这家隶属于香
港大型企业集团的中国子公司近来与法科
研中心签订了一系列研究协议。
此次访问的另一个成果是见证了法国企
业在华发展的活力，以及法国工业企业与
法科研中心进一步加强合作的愿望。一个
典型的案例是国际科研混合单位-生态高效
益产品和流程实验室(E2P2L)。它与索尔维集
团(Solvay)在化学领域的合作正是以创新为导
向，以公私合营为框架，同时联合了两所中
国高等院校。

中法研讨会合影，厦门，2017年6月

2014年6月，在厦门举办的首届法中应
用数学与科学计算大会上，法中双方签订协
议，创立了由李大潜先生(复旦大学)和JeanMichel Coron(巴黎第六大学，7598号科研混合
单位)两位院士共同领导的中法应用数学国
际联合实验室(LIASFMA)。
时隔三年，第二届法中会议于2017年6
月9日至12日在厦门举行。这场刚刚落幕的
大会由厦门大学的福建省数学建模与高性

能科学计算重点实验室和普瓦提埃数学与应
用实验室(LMA)2联合主办，其主题是数学建
模、分析和计算。
与会的法中两国数学家为本次大会奉献
了30多场高水平的学术报告。出席活动的还
有Philippe G. Ciarlet、Jean-Michel Coron和石钟慈三
位院士，以及来自美国和意大利的嘉宾。

2017年4月10日，广州无极限公司研发中心。
Nicolas Castoldi先生(正中)和无极限公司研发主任William MA先生

1

大学和科研机构教授(7348号科研混合单位，普瓦提埃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7348号科研混合单位，普瓦提埃大学和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共同设立。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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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活动之机，与会者也为波尔多大学数
学研究所(IMB)名誉教授Claude-Michel Brauner
庆祝了70周岁生日。这位老教授曾在厦门大
学数学学院任教八年。作为SMAI3在中国的
代表，他为法中在应用数学领域的交流做出
了巨大贡献。
法国驻广州总领事Bertrand Furno先生、科
技副参赞Abdo Malac先生和科技与院校合作专
员Nicolas Gherardi先生代表法国驻华使馆出席
了活动。法科研中心在现场颇为引人注目，
其众多研究员都参与了联合实验室项目。此
外，法科研中心中国代表处主任李岚珩先生
亲赴会场，并荣幸地接待了远道而来的法国
格勒诺布尔大学区区长、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研究主任Claudine Schmidt-Lainé女士。

3

法国工业应用数学学会

12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 跨越界限

对等离子体行为的理论计算 / © Hubert RAGUET /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图片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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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伽马射线暴的探索：
空间变源监视器(SVOM)
天文卫星项目法中合作的核心
撰文：Sarah Antier
在这篇文章中，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年轻女研究员Sarah Antier
将带我们走进有关中高层大气空间的探索活动，特别是与伽马射线
暴相关的研究。这一法中双方共同参与的科学探险背后是双边科技合
作中目标最为远大的项目之一，即SVOM天文卫星任务。Sarah Antier向
《CNRS在中国》讲述了她不久前在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1访问期间
的经历和法科研中心在SVOM项目中发挥的作用。
贵州省平塘县举办的“Surveying the Fast Changing Multi-wavelength with SVOM”研讨会与会人员合影。

空 间 变 源 监 视 器 (SVOM， Space-based
Variable Objects Monitor)飞行任务是法国和中国
共同参与的国际科学任务。其具体工作由
两国航天机构(中国国家航天局和法国国家
太空研究中心)共同承担。相关机构计划于
2021年底将卫星送入轨道。这一在美国雨
燕卫星发射不久后推出的项目，旨在更为
深入地探索中高层大气空间，其工作重点
是研究伽马射线暴。

伽马射线暴发现于1967年。它是人们
观察到的自宇宙形成以来最富能量的现象
之一，深深吸引着全世界的科研工作者。
其发生非常随机，具体表现是天空中的伽
玛射线在从几毫秒到几百秒的时间内瞬间
增强(瞬时辐射)，随后又在多个波长上以较
弱的强度放射能量；这一放射随时间而减
弱(余辉)。据观测，伽马射线暴每天发生大
约一次。它可能源自我们生活的银河系尚
未形成之时的宇宙边缘。尽管人们对其进
行了大量观测，它到底是什么仍然是科学
界热衷于研究的一个课题。
对伽马射线暴的探索是SVOM项目计划
应对的挑战之一。科研人员将借助安装在
太空中和地球上的可感知各种波长(从伽马
射线到近红外线的广泛谱域)的仪器实现相
关目标。对该项目基本情况及其使用的所
有空间和地面仪器的介绍可见于www.svom.fr
网站。

位于冰海的SVOM研究联合体出口(2016年4月)

« National Astronomical Observatories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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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VOM项目集合了十多家法国实验室，
这些实验室主要涉足天文学或粒子物理学
领域 2。它们在该项目中共同承担科研方面
的责任。值得一提的是，法科研中心提供
的资源共享服务在其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例如：里昂计算中心(国家核物理与粒子物
理研究所)Redmine/IN2P3服务器上的科学维
基。此外，该项目科研数据的处理工作由
各家法国实验室分头承担。这要求它们相
互之间保持良好的协调，各自履行好自身
职责。信息数据、技术文件和科研文章不
仅在各机构之间自由流通，而且得到了大
家的丰富。研究员、博士生、工程师、技
术员，以及科研共同体的各位成员都在以
自己的劳动和智慧为此做出贡献。

双边合作：协同和交流
这一项目如同一首需要法中两国共同
谱写的乐曲，中方的科研工作不仅是法方
工作的映衬，同时还肩负着设计卫星平台
和建立卫星监控中心的任务。这仿佛是中
国的五声音阶和西方大三和弦的交融。如
此弹奏出来的乐曲必然不同凡响，它要求
双方在和谐的氛围中管理项目、分配责
任、建立问题解决机制……但是项目的节
奏不仅不会因此而放缓，反而可能随着重
要日期的临近而加快。

2
法国原子能与替代能源总署(CEA)天体物理部，法国天体物理学和行星科学研究所(IRAP，UMR 5277)，
法国马赛天体物理实验室(LAM，UMR 7326)，法国天体粒子和宇宙学实验室(APC，UMR 7164)，
法国巴黎天体物理研究所(IAP，UMR7095)，法国马赛粒子物理中心(CPPM，UMR 7346)，
法国巴黎天文台(GEPI，UMR 8111)，法国线性加速器实验室(LAL，UMR 8607)，法国蒙彼利埃宇宙和粒子
实验室(LUPM，UMR 5299)，斯特拉斯堡天文台(UMR 7550)和上普罗旺斯天文台(USR 2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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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我目前正在线性加速器实验
室(LAL，UMR 8607)做博士后研究，我的题
目是多信使天文学。我在这里研究的是非
常剧烈的宇宙现象，例如能以伽马射线暴
的形式释放出大量中微子、引力波和光子
的致密天体(中子星或黑洞)合并现象。LIGO/
Virgo联合干涉仪在检测到引力波后，会将
警报即时传输给天体物理研究共同体。已
经投入运行的SVOM/GWAC天文望远镜在接到
警报后会跟踪观测天空中发来引力波的地
方，以便探测出可能存在的电磁对应体。

法中多信使系统工作会议，中国国家
天文台兴隆观测站(2017年5月)。
SVOM天文望远镜多信使系统：
大口径望远镜(mini-GWAC和GWAC)和
小口径望远镜(直径在30厘米到60厘米
之间)。每当警报来临，这些仪器都会
自动探测天空中发出引力波的地方。
LIGO/Virgo联合探测设备和Antares中微
子望远镜负责发送引力波警报。

这鲜明地体现在为2016年7月的初步
设计评审所做的准备工作上。整个科学联
合体以及相关航天机构都动员起来，拧成
了一股劲儿。大家的努力换来了可喜的成
果，2017年1月，项目进入了详细研究阶段
(C阶段)。
SVOM是 独 一 无 二 的 双 边 科 学 研 究 项
目，推动其走向成功的关键因素之一，是
两国科研团队的相互理解、尊重和信任。
不过，保证所有信息都能下传至研究共同
体的各个分支，同样至关重要。除了若干
场视频会议外，法中双方还举办了多场专
题研讨会。事实证明，这些研讨会极大推
动了项目仪器的开发、人机界面的管理和
科技性能的优化。去年，首场SVOM专题研
讨会 3在勃朗峰对面风景壮丽的乌什村举
行。其后的一场于2017年4月在中国贵州省
平塘县举行。在活动期间，研究联合体考
察了FAST射电望远镜，并由此成为第一个
考察这一设备的国际科研团体。这场在中
国举办的研讨会同样取得了成功，因为它
将众多中国实验室带入了SVOM项目4。下一
步，双方将于2018年5月在法国召开第三届
SVOM专题研讨会。

Sarah Antier
• (2008-2010年)：凡尔赛市Hoche
中学预科班，数学方向。
• (2010-2013年)：斯特拉斯堡国立
高等物理学院，获工程师文凭。
• (2012-2013年)：斯特拉斯堡天
文台，获硕士文凭。
• (2013-2016年)：巴黎第十一大学博士。
读博期间驻留的机构：CEA Saclay研究中心
和IAP。指导教师：Stéphane Schanne和Frédéric
Daigne。论文题目：在SVOM任务框架下用
ECLAIRs天文望远镜对伽马射线暴进行探测。
• 2016年12月至今：线性加速器实验室，博
士后项目。研究课题：多信使天文学。
此项目在开发阶段的良好运作也离不开
法国和中国学者在伙伴实验室的长期驻留。
我之前的两位学者Jacques Paul和QIU Yulei都
访问过北京的国家天文台，2017年4月，我
也在那里进行了参观访问，并由此为项目作
出了贡献。我的博士学位在巴黎第十一大学
获得，我过往的研究主要涉及伽马射线暴的
物理性质和嵌入式探测算法。

线性加速器实验室(UMR 8607)
线 性 加 速 器 实 验 室 成 立 于 1956
年，是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基础
实验室之一，主要汇集了国家核物
理与粒子物理研究所和巴黎第十一
大学的法科研中心研究人员。其主
要的研究课题与粒子物理相关：加速
器(XFEL、THOMX)的物理性质、欧洲核
子研究中心开展的实验(ATLAS，LHCb)
和微中子的物理性质(NEMO，SOLID)。
这些课题由该实验室一支从事宇宙
学(Planck任务，LSST)和天体物理科学
(Virgo、Auger、JEM-EUSO)研究的强大团
队来完成。
Virgo团队由十多位研究者和博士
生组成，致力于欧洲Advanced Virgo干涉
仪的开发。该干涉仪专门用来探测引
力波。Virgo团队在CALVA测试平台开展
的工作，及其为研究“爆发型”放射
源而进行的LIGO/Virgo数据分析，为上
述干涉仪的开发提供了有力
支撑。这一团队也因其在
SVOM伽马暴观测任务中发
挥的作用而成为法国多信使
天文学研究的主力之一。

双重探测是天文学领域当前的热门话
题，因为它有望扫清众多疑问，例如伽马
射线短暴的性质。这项工作需要法国各团
队和中科院国家天文台团队之间的有效
协同。法方负责LIGO/Virgo项目，中方负责
GWAC的 开 发 。 我 在 访 问 国 家 天 文 台 期 间
与中国同事一起研究了跟踪多信使警报的
最佳策略，并在法中双方于兴隆观测站召
开的会议上介绍了这一工作的成果。法中
团队的成员还将顺着这一思路继续探索下
去。近期SVOM工作会议将于2017年9月在上
普罗旺斯召开，届时该项目按计划还将呈
现最新进展。SVOM研究共同体已慢慢成长
为一个真正的大家庭，强大的的研究人员
阵营和科研能力，使得SVOM项目成为一场
名符其实的科学和人文探险。

有关GWAC望远镜在收到微中子
和引力波警报后应采取何种观测
战略的讨论(2017年5月)。

GWAC专家X. Meng在分析
夜晚探测到的瞬态放射源
时，向S. Antier(线性加速器
实验室)提出建议(2017年
5月)。

首届专题研讨会“SVOM时代深邃的瞬态宇
宙：新挑战和新机遇(The Deep and Transient
Universe in the SVOM Era: New 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法国乌什。项目关于地面
部分的工作会议(2016年4月)。

3

这场活动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功，它促成了项目反馈白皮书的出版：https://indico.in2p3.fr/event/12490/
https://indico.in2p3.fr/event/13872/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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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气污染治理的研究与创新在大气测
量和建模中属于尖端领域，且组成极其复
杂，而此次研讨会的目的便在于推动法国
在该领域的专业技术。而要实现这一目
标，则要求空气质量监测网管理者熟练掌
握通讯技术和足够相关信息。
研讨会于2017年3月8日在北京法国驻
中国大使馆会议厅举行，会议聚集了众多
的高校学者、空气污染监测机构以及京津
冀区域的企业。研讨会上，F.AIR成员与其他
参会机构分享了法国在应对空气污染所带
来的复杂多变的挑战中所获得的经验，介
绍了法国的空气污染测算、计量及控制方
案，并通过展示创新工具，为空气污染治
理打开了新的前景。

公私合作伙伴关系：
F.AIR联盟在中国的优势
撰文：Benjamin Guinot1
诚如读者们所知，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参与了多项关于空气质量的研究项
目。《CNRS在中国》第24期第10-13页曾对
其中一个项目进行了相关介绍。然而，除
研究工作外，城市和政府公共部门还面临
着如何采用系统的方法对空气污染进行实
时跟踪、测量和防治的问题。为此，F.AIR联
盟：一个将空气污染治理方案和创新型企
业联合在一起的公私合作形式应运而生，
并于2017年3月在北京召开了其首次境外研
讨会(详见第24期)。F.AIR联盟一方面依托与
中国建立的相关合作，另一方面则依托其
创新研究方案。后文将就这两个方面进行
更加详细地说明。

F.AIR联盟在法国环境部及能源和环境
署的支持下，于2016年签署创建协议，它
是由若干法国空气质量专家组成的空气
污染治理专家联盟。法国国家科学研究
中心在该联盟的合作伙伴包括两个运营
机构：法国国家工业环境与风险研究所
(INERIS)和巴黎空气监测局(Airparif)，以及
三个在空气污染防治方面具有丰富经验的
国际知名创新型私营企业：法国环境公司
(Environnement SA)、Aria Technologies公司和
Leosphere公司。近期，刚成立不久的F.AIR联
盟希望在北京举办其首次海外研讨会。

有意思的是，法国同其它逐步发展起来
的发达国家一样，也出现了与中国类似的因
发展而带来的空气质量下降的情况：首先是
工业污染物的排放，其次是因居民基本取暖
和烹调所造成的污染，而后是因道路交通所
带来的尾气和粉尘污染。而中国的情况与这
些国家的不同之处，仅在于这些污染物在更
短时间内相继而至，且影响的范围更广。同
时，如今城市面积不断扩张，人口也不断增
加，集约农业也随之加快发展。因此，研讨
会也强调了集约农业在造成多种污染物的混
合，及污染物扩散至更远距离的过程中产生
的影响。或许有一天，就像博斯平原环绕着
巴黎一样，中国乡村农业对城市造成的污染
将越来越大。

为此，F.AIR推出了法式监测法，即利
用雷达对含污染物的云层和风剖面进行实
时远程探测；不断细化对空气化学成分特
性的分析；不断缩小传感器体积在以便于
其在更加密集的网络运作。随后，将由采
用该方法获得的海量数据放入模型中进行
比较，得出污染物的分布情况，以及污染
物从全球范围到每条街道的扩散情况。得
益于这些创新手段，在未来，空气质量研
究一方面将有助于气候问题研究，因为两
者所使用的测量、建模和监控工具非常相
似；另一方面，因其能对健康风险进行更
好的评估，而将有助于健康问题的研究。
从这两方面的任何一方面来看，在科研和
创新技术的助力下，法中之间在该领域的
合作对两国来说都是一个巨大的机遇。
图卢兹大气学实验室
(LA，UMR 5560，图卢兹第三大学)
十余年来，图卢兹大气学实验室
不但在空气质量领域与中国科学院一
直保持着良好的互信关系，更与其知
名实验室之一，西安地球环境研究所
建立了尤为密切的联系。在法国南部
比利牛斯大区的观测站内，图卢兹大
气学实验室发起并引导了由欧洲、法
国及中国共同支持的联合研究项目，
旨在研究易燃气溶胶的化学特性，在
城市环境中的空间分布情况，及其对
人体健康的影响。
一方面，中国科学院及其设置
的“国际青年科学家奖”长久以来欢
迎并接待了众多法国研究人员；另一
方面，对一些已在实验室完成全部或
部分博士或博士后论文的中国年轻研
究人员，采取长期职位聘用的政策。
这促进了法中学者间的交流互访，使
双方保持了长期友好关系。

图1：近80人在北京参与了F.AIR研讨会
图卢兹大气学实验室(UMR 5560)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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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越来越多的居民想要了解自家楼
下，甚至是窗户上、通勤路途上(包括地铁
车厢和公交车车内)的污染情况。这种需求
更多的来自于城市居民，特别是很多发展
中国家的大城市(知名或非知名的)居民，而
这些城市通常也是受污染较严重的地区。
F.AIR北京第三次研讨会主要围绕介绍法
国创新技术和探讨空气污染治理的未来而
展开。在空气污染测量方面，法国环境公
司(Environnement SA)展示了其微型气体传感
器的良好性能；ARIA Technologies公司推出
的AIRCITY项目，对巴黎街道的污染物分布情
况进行模拟(空间分辨率为3米)；激光雷达
大气观测方面的翘楚Leosphere公司，则向
人们展示了其对3公里范围内(空间分辨率为
50米)的细小微粒进行2D实时远程探测的技
术。此次推出的分辨率更高的探测方法，
则能够帮助人们模拟污染物在极小空间范
围内的分布情况。

项目

一些污染物会对人体健康和/或气候环
境带来决定性影响，特别是炭灰(黑炭)以及
花粉这类污染物，法科研中心大气实验室
的研究则旨在促进这类污染物测量技术的
发展。法科研中心的研究依靠的是一种成
本可控的传感器网络，该网络能够进行更
加精细的分区监测，从而提供既能解答公
众对健康隐患的疑惑，又能满足农业专家
或卫生从业人员相关研究需求的信息。
F.AIR联盟可提供范围广阔的高质量服务：
• 基于数字化工具及监测设备的解决方案
• 针对学习或加强空气质量管理能力的相关
培训
• 空气污染评估方法及污染降低措施
• 分享公众信息相关的知识技能，协助政府
决策者监测治理城市大气污染

图2：巴黎拉德芳
斯区20层虚拟建筑
内，外部污染物质
扩散至内部的数字
模拟示意图。
© Aria Technologies
公司

天然物质：新型抗病毒萜类化合物
的分离和鉴定
撰文：Fanny Roussi和Marc Litaudon (ICSN)1
天然物质化学研究所(ICSN)的同事们向
我们介绍了他们在从天然物质中鉴定新型
抗病毒化合物相关联合研究项目。这一刚
刚被确定下来的联合研究项目(PRC)，将在
中国南方展开。该项目一方面显示出该地
区丰富的生物多样性，另一方面也反应出
天然物质领域展开国际合作的价值。
尽管我们已在疫苗接种方面取得了长
足的进步，病毒感染至今仍是困扰世界公
共卫生的一大难题。数以亿计的人正承受
着病毒感染之苦：如乙型和丙型肝炎病
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登革热病毒、切
昆贡亚病毒和最近出现的寨卡病毒等。某
些病毒，如乙、丙型肝炎或人类免疫缺陷
等病毒，一旦感染人类，则终生携带，并
常常引发致命疾病。仅丙型肝炎病毒每年
就造成350000多人死亡。而其它病毒如登

革、切昆贡亚和寨卡等，虽然感染
率和致死率相对较低，却可导致严
重的神经性并发症，甚至造成发育
缺陷和永久性智力障碍(寨卡病毒)。
2016年2月，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宣布寨
卡 病 毒 可 能 与 吉 兰 -巴 雷 综 合 征 (Guillain–
Barré syndrome)和急性脊髓炎有关，因而成
为世界公共卫生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登
革、切昆贡亚和寨卡病毒(也被称为虫媒病
毒)通过各类伊蚊属蚊虫进行传播，其中包
括世界上最具攻击性和获病机会性较高的
蚊类-亚洲虎蚊(蚊科白纹伊蚊属)。由于气候
变化和白纹伊蚊在温带极强的生存能力，
这些疾病已对全世界公共卫生构成威胁。
这些情况表明，针对某些虫媒病毒，开
发有效的新型抑制产品势在必行。而目前尚
未研发出任何针对此类疾病的药物，这就使
得开发新型抗病毒药物具有决定性意义。

从左至右：Fanny Roussi博士，张颖君教授，Marc Litaudon博士和许敏博士，
2016年12月，昆明

法国天然物质化学研究所 (ICSN)，UPR 2301，网址：http://www.icsn.cnrs-gif.fr
中方合作研究员：许敏，中国科学院植物化学与西部植物资源可持续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
“植物代谢物：分离、合成与生物活性小组”。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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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学价值
Fanny Roussi，药学家，毕业于勒内·笛卡尔大学(René Descartes巴黎五大)，
曾在巴黎五大Henri-Philippe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其有机化学博士论文，随后赴牛
津大学进行博士后学习，师从Jack Baldwin教授，致力于天然产
物仿生全合成的研究。2001年以研究员身份进入法国国家科学
研究中心，2003年加入生物活性天然分子合成研究小组，该小
组成员还有Thierry Sévenet、Françoise Guéritte和Daniel Guénard。2013
年9月，Fanny Roussi担任该小组负责人。

联合研究项目
为此，由张颖君和许敏教授 2组成的中
方团队与来自法科研中心天然物质化学研
究所3的Fanny Roussi及Marc Litaudon团队展开
了相关合作。双方团队都专攻高等植物孤
立活性分子(称作次级代谢物)研究。针对不
同抗病毒靶位点对植物提取物进行生物筛
选，从而实施分子探测及定性。

2016年，经法科研中心资助，该合作
落地为PRC交流项目：I2NAT2P4。双方的合作
基于各自初步研究成果展开。从这些成果
来看，中国和新喀里多尼亚的大戟科植物
中获得的提取物，对上文所提到的某些病
毒或将具有巨大的生物学价值：一些从新
喀里多尼亚大戟科植物中获得的提取物对
切昆贡亚病毒、人类免疫缺陷病毒 5和寨卡
病毒 6具有疗效；而另一些从中国大戟科植
物中获得的提取物则对乙肝和肠病毒表现
出很强的抑制作用。

该联合研究项目希望通过采用创新方
法(反复制法)，从获得的活性提取物中分
离出抗病毒化合物。由P. Dorrestein提出的可
确定和呈现活体器官复杂代谢组(该器官代
谢产生的所有分子)的“分子网络”方法 7[1
，2]，对本科研项目尤为适用。这一方法可
以从包含上千种化合物的提取物中快速确
认具有生物学价值的化合物。

Marc Litaudon与Fanny Roussi两位博士曾
于2016年11月26日至12月3日到访中国，期
间与张颖君和许敏教授商讨了相关合作事
宜。昆明植物园会议 8之后，两位博士还参
观了张颖君教授和苔藓植物学世界知名专
家王立松教授的实验室以及分析中心(光谱
学和光谱测定仪，见下图)。
此外，他们也参观了昆明所内令人赏
心悦目的植物园，以及“野生植物种子
库”，这里保存着从世界各地收集的植物
种子，而参观的最后一站为大理大学生物
学博物馆。

昆明植物研究所800 MHz超导核磁共振系统

种子库中的样品

Marc Litaudon，1982年获得(巴黎十一大医药学系)药学博士学位，随后
以住院实习医生身份在巴黎各医院开启了其临床药理学生涯，此后从事临
床药剂师工作。1991年获得药剂学博士学位并开始在新西兰坎特伯雷大学
海洋化学系进行博士后实习。
1994年以研究工程师身份加入法科研中心，被任命为新喀里多尼亚
“药用植物实验室”主任，为期6年。自2001年起进入天然物质化学研究所
(法国最大的天然提取物数据库)，负责该研究所天然提取物数据库管理、利
用和科研工作。并于2016年获得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水晶奖。

张颖君教授和Fanny Roussi博士合影

王立松教授，摄于昆明植物研究所

2

各自隶属于“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和“昆明理工大学药学中心”(云南省昆明市)。
天然物质化学实验室(“植物代谢物和相关植物内生菌”小组，ICSN, CNRS-UPR 2301, Gif-sur-Yvette)。
4
大戟科植物新型抗病毒萜类化合物的研究。
5
鲁汶天主教大学Rega医药研究所P. Leyssen博士进行的测试。
6
与艾克斯-马赛生物学大分子结构和功能试验室J.-C. Guillemot博士的合作项目，AFMB (UMR 7257)。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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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ang, J. Y., Sanchez, L. M., Rath, C.M., Liu, X., Boudreau, P. D., Bruns, N., Glukhov, E., Wodtke, A., de Felicio, R., Fenner, A., Wong, W. R., Linington,
R. G., Zhang, L., Debonsi, H. M., Gerwick, W. H., Dorrestein, P. C. J Nat Prod, 2013, 76, 1686 ; b- Wang, M. 和 al. Nature Biotech. 2016, 34, 828
8
Litaudon先生：«Biodiversity as source for potential therapeutic drugs» 和F. Roussi女士：« Plant secondary metabolites as potent tools for drug
discove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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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巴黎第五大学联合
培养：生物医学工程专业硕士项目
撰文：Pierre-Paul VIDAL1

根据合作协议，参与项目的杭州电子
科技大学工程专业学生在毕业时可获得生
物医学工程国际硕士研究生学位(BME)。以
下是该项目提供的三种培养方案：
• «3+2»硕士研究生项目3
已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生物医学工程
专业完成本科三年级学习的学生，可
申请巴黎BME硕士研究生一年级。

有人认为人们难以在学术研究中，尤
其是国际学术研究中实现对完美的追求，
而下文将告诉你事实绝非如此！认知与行
为团组实验室(UMR 8257)主任Pierre-Paul Vidal
教授(CNRS特级研究员，医学博士)在本文中
向我们介绍了巴黎第五大学(索邦巴黎西岱
大学集团成员)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HDU)在
认知领域的国际硕士研究生合作项目。该
硕士研究生项目开展的研究，多以认知与
行为团组实验室此前进行的一些工作为依
据，本文将对这些工作做简单说明。

巴黎第五大学(PDU)与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就
联合培养硕士研究生项目签署合作协议2

XU Bin女士(左)：BME硕士研究生项目中方负责人，
Pierre-Paul VIDAL先生(中)：BME硕士研究生项目法方负责人，
薛凌云女士(右)：生物工程学院院长

• «1+1»硕士研究生项目
已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完成生物医学
工程专业博士一年级学习的学生，可
申请巴黎BME“生物工程和神经科学
创新”专业硕士研究生二年级。

协议由双方校长Dardel教授和薛教授签
署。Dardel教授曾分别与于2013年和2016年
访问杭州电子科技大学。2013年，该项目
发起者在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校园内，双方
共同栽植的银杏树前，以及象征两校友好
关系的石碑前合影留念。

各学科授课教师名单

• BME-杭州电子科技大学
双硕士学位项目
该项目参与者可以同时获得两个学校
授予的“生物工程和神经科学创新”
硕士学位，并在本校学习法国硕士一
年级同等课程内容。

课程名称

从左至右：Sophie Bernard女士(巴黎第五大学)，Charbel Massaad先生(巴黎第五大学，Saints Pères生物
医学工程学院院长)，Pierre-Paul Vidal先生(本项目法方负责人)，薛安克先生(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校
长)，Frédéric Dardel先生(巴黎第五大学校长)，王兴杰先生(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校党委书记)，王丹萍
女士(巴黎第五大学中法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联络人)，郑宁先生(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副校长)。

课时

学分

数字信号处理

32

2

人类行为鉴定

32

2

生物医学概论

32

2

神经工程学

32

2

生物技术概论

32

2

神经科学概论

32

2

数字信号处理

王丹萍，Sébastien Laporte

人类行为鉴定

王丹萍，Sébastien Laporte

生物医学概论

Charbel Massaad，Fréderic Charbonnier

神经工程学

Sophie Bernard，Claude Meunier

生物技术概论

Thierry van den Abbele，Pierre-Paul Vidal

神经科学概论

Florian Waszak，Pierre-Paul Vidal

课程

TD

TP

评估方式

备注

20

6

6

Exam

France

16

10

6

Exam

France

2

24

8

Exam

France

2

20

6

Exam

France

2

24

8

Exam

France

2

24

8

Exam

France

学期
2
2

6

1

“认知与行为团组实验室”，巴黎第五大学-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混合单位8257)
http://www.biomedicale.parisdescartes.fr/~cognac/cognac/
2
获取更多本项目相关信息，请发送邮件至：pierre-paul.vidal@parisdescarte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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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工程及神经科学创新专业(BIN)；生物影像(BIM)；生物材料(BioMAT)；
生物力学：从组织到肌肉骨骼结构(BioM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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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H2D LAB实验室

H2D LAB项目包括两个方面：

总而言之，我们认为：

H2D LAB是一项科技合作项目。在双方
彼此深入了解的基础之上，该项目一方面
将走向完善，另一方面积极寻求法科研中
心、杭州电子科技大学、巴黎第五大学等
机构的支持。H2D LAB实验室合作项目的主
要目的是对长期从事复杂工作，并因此而
身心脆弱的人群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实验
需要对该群体进行跟踪观察，以评估其培
训效果，检验其各项临场能力有无变化，
但同时要避免在实验过程中对他们造成过
度的压力。实际上，过度压力会引发诸如
过度疲劳/“职业倦怠”，训练过度以及创
伤后应激障碍(PTSD)等严重的慢性综合征，
并造成意外事故。

首先，我们希望从感觉运动和认知两
方面同时对“需高度关注人群”的行为进
行跟踪和量化。这些跟踪和量化措施必须
实时、连续、无伤害性地进行。其次，通
过与Cognac G(UMR 8257)和CMLA(UMR 8536)两
个研究单位的合作，我们要研究如何利用
这些跟踪措施建立庞大的数据库，并利用
这些数据库实现对HMC人群中的个体进行有
效地纵向监测。

• 目前我们已经可以利用一些无伤害性或伤
害程度极小且价格合理的工具，来对个体
行为、个体生物特征、心理特征、社会特
征及其遗传参数进行量化。

我方实验室将此类人群称为“需高度
关注人群”(HMC，High maintenance cohort)。
这类群体涵盖人群多样，且数量随着社会
的发展不断地增加。举例来说，HMC既包括
像飞行员这类的复杂人机界面操作人员、
恢复治疗中的神经疾病患者、精神疾病患
者、残疾患者、慢性病患者，以及外界执
勤的军人、高竞技水平的运动员等等，也
包括某些偶然间处于极苛刻条件下的人
群，例如搭乘长途飞机的旅客，他们在旅
途中需要面对极大的空间限制、高度警
惕、焦虑，活动受限等问题。

• 这些数据将被录入大型数据库中，以便日
后利用数据库中的数据对个体进行纵向跟
踪，而这些跟踪结果将为研究人类工程学
和预防医学提供基础。

总之，H2D LAB项目旨在研究特有人群
的表现型或是特有行为。上文所说的数据
库还将补充丰富不能在线纪录的其它类变
量，例如生物学、心理学、社会学变量以
及遗传参数。这些数据既可以是从H2D LAB
项目中直接得出的数据，也可以是在遵守
(匿名、保密性等)道德规范的前提下，从与
H2D LAB无直接关联的其他数据库中引用的
相关数据。
在项目中，我们可以引用一些从GPS
电话中截取的人们的日常活动片段，也可
以对一些医学文件进行心理语言分析。随
后，我们会根据统计原则，利用这些数据
库形成基准参数。利用这些基准参数最大
限度地预测生理和心理问题，及早探测病
理，并因人而异地制定治疗方案。

Cognac G研究单位实验项目图示：记录婴儿眼睛的运动，静态平衡，步行与导航，人机界面，智能护理，
智能住所(与ENGIE公司合作项目)，橄榄球训练机器人，模拟器(与Thales公司合作项目)。

从左至右：GE Ming先生(杭州电子科技大学教授)，HD2 LAB项目法方主任
Pierre-Paul Vidal先生和中方主任王建州先生(自动化学院院长)，王丹萍女士(
巴黎第五大学联络人)，WEI Jian(杭州电子科技大学联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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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地球是平的”
Claude Lévi-Strauss曾说“传说地球是
圆的”。这句话给我们一种感觉：一切神
话故事在特定的文化中都是如此的异口同
音，彼此呼应。而在全球化时代，Thomas
Friedman则说“地球是平的”，尤其是受科
技通讯化影响的地球，它已经成为一个形
式刻板的标准化词汇，它经常抹杀了构成
基本文化特征的不规则形态、色彩，甚至
矛盾等。在这个已扁平化的世界中，如何
才能使藏身于遥远往事中的文化，对科学
进步有所裨益，并为之提供养分呢？这便
是巴黎第七大学与武汉大学密切合作，开
展这项宏伟的项目所要回答的问题。

世界的认知与想像：天空的故事1
撰文：Bernadette Bricout 和 Laurent Degos2

中国天文学

通过一系列的研究课题与合作，本文
将带领读者探索一个全新的视野。法国国
家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十分荣幸地邀请到
两位实力派作者在本期刊物上发表这篇哲
学类文章。该文章以跨文化研究方式，搭
建起了科学与文化之间的桥梁。跨文化间
的交流使稀疏平常的哲学客体具有了更加
广阔和丰富的含义，例如：“天”。

令人耳目一新的项目
“要想地陇不偏，把犁挂到天边”。
				    --非洲谚语
众所周知，即便是很小的技术突破也
会影响人类的生存状态及其对自身的认
知。近几百年来，技术突破与发明创造
的数量之多，又是此前数千年所无法比拟
的。对于那些经久不衰且至今仍潜移默化
地影响着人们日常生活的故事和文学作
品，我们是否思考过，在数字革命的影响
下，科学文化领域近数十年的发展，对于
人们对这些故事与作品的记忆和传承，又
产生了多大的影响呢？

在推动文化遗产与科学发展之间产
生奇特共鸣的过程中，法国国家科学研
究中心研究主任，著名天体物理学家Marc
Lachièze-Rey提议以“天空的故事与象征”
为课题的研究项目，很快得到了认可。如
果从纯科学手段以外的其他视角去解读，
我们不难发现天空诠释出的文明和思维模
式是如此的绚丽多彩。这种解读方式让我
们回想起曾将科学、艺术、宗教和哲学融
为一体的缓慢演变的历史进程。历史遗留
下来的那些书稿、雕塑、壁画、彩绘玻
璃，以及那些口头相传的神话故事提供了
宝贵的素材供我们去认识世界，想象世
界。这些存在于我们各自文化中已数百年
之久的文化形象，有太多的关于他们自身
的故事要向我们讲述。

在一个知识唾手可得的世界里，何须将
电脑虚拟内存轻松存储的东西硬塞到人脑中
呢？相比于线性阅读和思考，片刻间即可实
现网址跳转的浏览方式占了上风。这种迅速
和便利让人感觉世界就在自己的掌控之中。
但与此同时，这种迅速与便利也使人们产生
了一种世界千篇一律的错觉。

对隐迹文字的探索绝非嗜古：其目的
在于深层发掘文化记忆，让我们的文化遗
产得以更新并延伸至未来。法中两国将开
创此问题的研究先河，在各自的方式方法
中寻求共鸣，共同回答以下基本问题：为
创建未来，如何在各个知识领域之间建立
新的联系？又如何从中重拾其身份认同？
我们需要将科学研究方式与人文研究方式
相结合，并使之产生独特的活力，以帮助
我们阐明深植于文明中的神话故事，并评
估传统对于科学科研究和发展所产生的(实
际或期待的)影响。
为进行初步探索，2017年2月25日至
2017年3月2日，法中科学及应用基金会学
术委员会会长Laurent Degos医学教授和巴
黎第七大学世界文化项目负责人Bernadette
Bricout口头文学教授，赴武汉大学进行访
问。此次出访任务代表了科研的开拓，它
涉及了文学、历史、哲学、医学、人类
学、天体物理学等学科。这种先锋性的出
访任务邀请研究人员走出国门，共同展望
学科知识前景。正是这些知识为跨文化交
流、相异性探索，以及两国差异性引起的
相互关联的思索奠定了基础。
项目的独特性让合作方有些吃惊，不
过，此次出访任务受到了中方学者的热情接
待。除本次出访计划内的会议之外，武汉
大学国家文化发展研究院和中国文学院专门
还就选题组织了见面会，汇集了两院众多学
者。他们对该项目均表现出高涨的热情，并
相信此类项目可延伸至各个知识领域。

1

致谢：感谢武汉大学主管国际交流的副校长李斐先生对本活动的支持；感谢王战教授为本次任务的成功组织与开展
做出的贡献；感谢武汉大学国际交流部的LUO Anna和HE Xiaoying两位女士为该任务提供的宝贵协助。感谢武汉大学法
语系系主任吴鸿渺教授和外国语言文学院院长杜青钢教授凭借其对法国语言与文化的深厚学识与洞见，为我方接洽工
作所提供的帮助。感谢所有参与活动的武汉大学研究人员和博士生们，感谢他们同我们一道为双方未来的合作奠定了
基础。感谢巴黎第七大学负责国际关系的副院长Antoine Cazé先生和亚洲项目负责人Frédéric Ogée先生对本次任务给予
的大力支持。今年10月孔子学院开办10周年之际，巴黎第七大学将热烈欢迎由二十名教师和学者组成的武汉大学代表
团来法参观访问。
2
Bernadette Bricout，巴黎第七大学vie culturelle-Université dans la ville副校长(2009-2015)，世界文化项目负责人。
Laurent Degos，免疫血液学家，肿瘤学家和遗传学家。
(个人简介: http://histoire.inserm.fr/les-femmes-et-les-hommes/laurent-dego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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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熊星座

已知存世最早的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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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益于翻译工作者的出色工作，交流
过程中，发言人可在法语、汉语和英语三
种语言间自由切换。学者们首先探讨了关
于“天”这个词汇。哲学学者李建军指出：
与诸如“sky”，“heaven”，“Paradise”
等 英 文 词汇不同，法文“ciel”和中文“
天”的含义的都十分丰富。武汉大学中国
文学院LUO Jiyong教授建议列出与中文汉
字“天”有关的词语。另一方面，通过两
国文化中对星辰和星座的命名的比较研
究，使我们得以窥见在天文学发展史中，
天文学是如何与神话作品相结合并产生影
响的。
随后，天空仿佛倍受探索者的青
睐 。 从 Arioste创 作 的 《 疯 狂 的 罗 兰 》 到
Jules Verne笔下的恒星之旅，再从Cyrano de
Bergerac的《月世界旅行记》和《太阳世界
旅行记》到当代的《星球大战》，以及最
新的空间探索作品，我们乘着文学之船，
开启了想像之旅。

Photo à remplac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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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UO Jiyong和其他学者纷纷描述了中国
文化中的通天之路-天梯、通天桥、巨树和
高山-不禁使人联想起西方神话作品中的诸
多场景。浪漫主义诗歌专家ZHANG Jianfei动
情地讲到了云的诗意。而Gavin Prettor-Piney
的《看云趣》、Hans Magnus Enzensberger的
《冥想组诗》，又与巴舍拉式的幻想(《空
气与遐思》)以及程抱一的中国诗歌研究(《
水云之间》)产生了共鸣。
大地仰望天空，天空俯瞰大地。天空
给人类留下了一系列记号，这些记号包括
空间标记(指路的星辰)，时间参照(太阴历、
太阳历)，以及预言未来的标准(神谕、与季
节有关的谚语、气象学)。而天空标绘和分
区、天文观测仪器和观测方式则为天文学
家和天文爱好者解读天空，发现天空给人
类留下的这些记号提供了便利。

Andromeda and Cassiopeia - Philippe La Hire, Planisphere celeste, 1705

星际旅程

而有关星座、太阳、月亮、流星、日
月食和彩虹等事物的故事和信仰有哪些
呢？无论是在传统描绘(从星辰到植物)还是
在科学论述中，天空和大地都存在着象征
性联系，而进行的比较性研究则使得这两
方面的联系产生了共鸣。武汉大学国家文
化发展研究院的肖波教授讲述了几则与星
座有关的神话故事(牧夫座、织女星，还有
大熊星座，而Bernadette Bricout曾在2016国际
光年做了关于大熊星座的主题汇报)。
针对人在宇宙中所处位置开展的文化
交流中，人们思考得最多的领域便是：浩
瀚宇宙中的人类，天地之间的人类。中国
传统思想中反复出现的“气”激活万物，
并在人与宇宙之间建立了永恒的纽带，我
们怎能不提到它呢？这种存在于人体内及
其周围自然环境中的能量，是传统中医的
根本理论。其与西医的互补问题，Laurent
Degos在2017年2月28日的武汉科学研讨会上
已经做过说明。研究如何与环境和谐相处(
《人体是个小宇宙》)，是与某些生活方式
相辅相成的，这些方式也是孔子学说所倡
导的，人类今天所面临的问题。
交流过程中，武汉大学中国文学院的
钟书林教授提出了另一个重要话题：天
和权力之间的象征性关系。儿时有个谜
语：“什么像是在爷爷的挂毯上插满了图
钉？”答案是星空。在童话中，人们常常
幻想造物主居住在天上，处在挂满银色叶
子的树顶，以仁慈的目光俯看世间人类的
嬉戏。不过这也引出了上天与人间权力之
间关系的问题。中国的皇帝被称为天子，
而法国的路易十四的光辉则如太阳一样照
耀着整个十七世纪的欧洲。
就这样，空间探索者们
在人类漫长的探险之旅中
徜徉，像Arthur Rimbaud一样
希望拥有“连接着星星的金
链”。正是在这种分享喜悦
的背景下，他们最终查阅了
有关创世的故事：解释天地
分离、大爆炸、宇宙历史起
源类等作品。

国际项目？
人们会明白，这项前所未有地将各学
科和文化交融在一起的创新项目，需要融
合不同观点，将各种研究方式联系起来。
我们将在多元化解读的基础上才能把握天
空之象，也只有在未来的不断交流中，才
能逐渐发现其意义脉络。这有点像夜空中
的星辰们慢慢地浮现在耐心的观测者眼
前一样。星星们睁开眼睛，绘出一条原本
不可见的路。如苍穹下那些若隐若现的神
话星辰一般，人类也将梦想寄托在字里行
间。夜空中，天琴座奥路菲的歌声让星辰
们潸然落泪。酒神女祭司们将奥路菲的尸
体投入马里查河，他的故事如同明镜的碎
片洒落四方一样，在人世间广为流传。
涉及的领域是如此之广，怎样才能做
好研究工作呢？格林兄弟认为，神话故事
是成为古老诗歌的基础，因为它对“超感
官事物”有独特的解读方式：“这些神话
内容，如同闪烁着耀眼光芒的宝石碎片，
散落在花草丛生的土地上，只有更具洞察
力的人才能发现它们。”我们相信参与本
次研讨的法中学者们便具有这种“敏锐”
的洞察力，他们能推动这项具有国际前途
的项目朝着好的方向发展。本项目将双方
各民族文化作为其研究和发展的重中之
重，诚邀大家对我们的世界充满信心和骄
傲，而这些都是靠经济统治或自由限制手
段所不能比拟的。常言道：“忘本之人，
如无源之流，无根之树。”在全球化和众
口一辞的时代，借助两国各自的民族文化
遗产，重新阅读科学发展的历程，以便勾
勒长期远景，这才是为构思和建设世界的
明天洒下今日之种。

彩虹，英国人Barthélemy，《万物属性论》
法国，十五世纪中叶，法国国家图书馆手稿处，
184v页，134号法语文件，Paris，Bn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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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全球金融市场背景下
的人类学研究
撰文：Horacio Ortiz1

Horacio Ortiz精通汉语，是社会科学交叉学
科研究所(IRISSO)的一名研究人员，他致力于在
中国金融背景下的人类学研究。由于相关资料
的匮乏，很少人涉足该领域。由于中国金融背
景下的人类学研究与西方金融学有着不同的研
究目标，这方面的探索显得更有意义。
此项人类学研究，旨在根据中国实地调查
结果，弄清中国当代金融业的常态。要实现这
一目标就需要从金融交易的实际场所，尤其是
跨国投资企业入手，来研究其中蕴含的综合关
系。该研究通过与专业投资人士面谈，并实地
参与观察并购活动而完成。近三十余年间，人
类学和金融社会学在欧美及其它地区 2发展迅
猛。而在中国，除了Ellen Hertz根据对20世纪
90年代初上交所开市进行的研究所撰写的那本
《交易众生相》 3之外，相关方面的研究工作
寥寥无几。社会科学交叉学科研究所(IRISSO)
的社会学家和政治学家们以“金融、市场和社
会”为课题，开展了一系列的研究项目，中国
金融背景下的人类学研究也列入其中。在完成
对纽约和巴黎等地证券经纪人和第三方基金管
理企业的研究后，研究所希望通对在上海开展
的研究工作进行总结，实现上海金融行业的整
体分析。这并不是要简单地把截然不同的金融
场所放在一起进行比较，而是通过多种渠道，

1

理解规模更加庞大的金融综合体中所包含
得那些既各不相同又相互依赖的要素和板
块。从这个层面来看，相比于金融学研究
所运用的传统学科，尤其是已经在其中占
有重要地位的经济学研究，人类学研究方
法赋予本课题两项新特征：
其一，实地调查便于仔细观察参与者
如何精打细算和磋商沟通，观察他们对什
么情况会表现出偶然、自相矛盾和不确定
性。分析表明这种常态也存在于职业轨
迹、企业组织问题、法律法规问题，以及
制度领域的宏观经济形势当中。常态分析
应该综合这些不同层面因素。而参与观察
则便于更加深入地分析金融交易实施过程
中表现出的金融、道德、政治想象力。

科研混合单位7170，社会学、经济学和政治学交叉学科研究所(IRISSO)；巴黎第九大学，巴黎科学与文学联大，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巴黎，法国。
2
参见英语论著《牛津金融社会学手册》，Knorr-Cetina，Karin and Preda，Alex，The Oxford Handbook of the Sociology of Finance，
2012年版，牛津；法语论著《金融工厂》，Chambost, I.，Lenglet, M.， Tadjeddine, Y.，北方大学联盟出版社，Villeneuve d’Ascq。
3
Hertz, Ellen著，《交易众生相，上海股票交易市场的民族志》(The Trading Crowd. An ethnography of the Shanghai Stock Market)，
剑桥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英国剑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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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高手是如何看待他们的整体运作空
间、他们的未来、政府的角色以及他们自身
的性别或年龄等文化特征的呢？分析表明，
从选择公式中所用的变量，到广义上判断交
易是否可行，这些因素不仅与计算和协商息
息相关，还赋予计算真正的意义。
例如，在收购案例中，需要进行大量
金融计算，评估收购价格，必须将其它交
易价格作为计算变量：这些变量可能是上
交所上市股票的价格、债券市场的利率，
或者其它类似交易的付款价格。在此类计
算所使用的金融理论及计算方法框架下，
这意味着要对相关价格市场的有效性假设
进行表态，从价格基本反应资产的真实价
值来看，市场效率给予价格一定的可信
度。这些问题引发了关于什么是公平和真
实价格，以及市场是否有效的讨论。

不过，市场有效性是政治理论中的概
念，它被看作是某个非常特殊的哲学范畴
内的社会资源分配问题。因此，不能将计
算中的变量选择与对现实制度的整治理解
分割开来，因为正是对现实制度的政治理
解产生了被视为评估信息的上述变量。也
就是说那些交易高手们在此类金融制度中
的个人定位常常同时涉及技术和道德问
题。由此，表面上单纯的技术问题便将人
们看待金融价值的方式，以及进行交易的
方式与对现实制度的道德政治思考联系起
来。因为按理说，正是这些制度产生了有
效市场，并在政治上证明了该市场中资源
分配的合理性。

No25 | 春夏季刊 2017 | 33

探索

探索

首次调查采用的是参与观察的方式，
我们进入到上海某并购咨询企业进行参与
观察，并以面谈作为补充。这些工作帮助
我们完成了对中欧交易中的一些要素的分
析。此次调查过程中，我们对50多名跨国
投资、金融中介、投资基金、风险投资
(Venture Capital)、私募(Private Equity)等机构的
从业人员，以及国际并购(M&A)集团金融部
门和该领域咨询公司的从业人员进行了采
访。通过初期阶段的各种沟通工作，在保
证对被观察人员个人信息保密的前提下，
我们最终获得了进入某企业展开参与观察
的机会。观察过程以中文和英文为交流语
言，同时掌握这两种语言对于理解具体问
题以及建立信任关系，丰富交流内容很有
帮助。根据人类学传统研究方法，我们没
有从之前建立的假设入手，而是试图直接
摸清被观察人员所反映出的突出问题，以
便在随后的思考中，将此类问题与社会及
人类学理论，以及从其它地区获得的类似
研究结果联系起来。

调查表明，谁能在日常工作中发挥想
象，将“利润”、“国家”和“文化”等
不可分割的因素结合起来，谁的交易活动
就变得越有声有色。交易高手把对高效市
场与对中国宏观经济政策的设想联系起
来，而后者常和以国家发展为主题的讲话
相关。此类国家发展的背后，常常以环境
概念作为支撑，并有利于某些经济和社会
行业，尤其是它会引导经济重新转向国内
消费。不同司法制度之间的比较和对接过
程中，签订合同时产生的价格协商纠纷，
以及职业前景和人生发展轨迹的展望，通
常都是不同“文化”之间碰撞的产物。
而对理想价格和期望利润的定义取决
于对国家和文化身份的理解方式，此时国
家和文化身份便被部分赋予了金融学意
义。实际工作中，此类设想数量丰富，灵
活多变，有时自相矛盾，却也相辅相成。

其二，道德、政治和金融问题融为一体
的这个特点与人类学从一开始研究的各类
对象是相符的。实际上，Marcel Mauss等人
类学家早就对贸易高手如何在其所处的政治
和宗教制度下进行游刃有余的贸易产生了兴
趣。因此，在定义交易物和参与交易者的
身份时不能撇开宗教和政治因素。各类货币
理论已经证明，货币需要一个社会环境，该
环境将货币使用者和一系列制度紧密联合起
来，且保障货币的流通。这一系列的制度既
能保证每个人可以使用货币表达个人诉求，
也能根据普遍明确或默认的规则，预先假设
其它多数人能够接受这种货币。
今天，货币是由各国政府联合金融行
业共同发行的。作为社会联系的货币大都
在各国国家范围内使用，因为人们认为政
府和金融系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保证社会
公正。与此同时，金融交易在全球层面，
也建立不同社会的相互依存。

通过分析上海跨国金融交易，有助于
研究当今各国货币环境之间的联系，以及
全球货币之间的相互依存性。在国家范围
内，通过货币划分社会地位，以及在不同
行为活动中凭借货币的多少做出选择，使
货币成为探讨社会公正问题的中心论点。
然而，时至今日，没有任何一种政治制度
明确承认或给予通过全球金融交易所进行
的社会地位划分以合法性。对于从事跨国
金融交易的人来说，探究跨国金融实践的
意义是要说明，今时今日，哪些特殊的设
想有助于达成此类交易。而这意味着要
对“全球”这一具有政治环境意义的概念
提出疑问，力求了解货币在国外或跨国间
对金融交易的影响，而这些跨国间的金融
交易又往往可以同时决定或否定国家的边
界。转变思维，深化在金融行业法律法规
方面和行业所扮演角色方面的思考，通过
发表学术刊物及参与国际研讨会议，该研
究项目必将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 http://money.people.com.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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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巴饶克佤族村庄的民族志研究
撰文：Sarah Coulouma1
佤族人具有独特的人种特征。Sarah Coulouma尝试
着在她的论文中对这些特征进行描述。在这片文章
中，Sarah Coulouma将向读者讲述了她在佤族村庄的经历。

探索

我是亚洲研究所(IrAsia-UMR7306)的博
士研究生，自2013年起在艾克斯马赛大学
Chantal ZHENG教授的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
我主要研究一个云南村庄的文化和礼仪习
俗，将其作为一个自然实体与社会群体进
行研究。
这个村庄叫翁丁(白话称为Oumdin)，位
于沧源县，由约400个巴饶克佤族人2组成。
它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原始部落”。从
2006起，政府开始在当地发展旅游项目。
该研究项目和村庄旅游的发展使当地居
民的日常生活发生了许多变化。我对这一现
象的研究，基于此前在对村庄进行人种学调
查时所获得的数据。法科研中心 3通过我的
研究室对我的研究工作给予了大力支持。在
他们的支持下，我于2016年12月15日至2017
年1月15日期间完成了我的最新调查。

1

亚洲研究所(UMR 7306)博士研究生，法国艾克斯马赛大学亚洲研究系中国课程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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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村庄度过的三周的时间里，我观察
并参与了迎接新年 4的筹备活动。因为据
说会带来好运，这个时段也是对需要修缮
的房屋进行翻新的最佳时期。这些整修乃
至重建都有大批村民参与。无论是更换屋
顶，或是盖新房，家里的亲戚、邻居和朋
友都会参与其中。就这样，根据互惠的原
则，人们互相协作进行这些翻新改造。通
过对村民们生活中重大活动的观察，我对
村里社会生活中现有的亲属关系和协作关
系有了更清楚的了解。我也多次采访了我
的接待家庭成员和其他当地村民。
我在这个村庄中收集的所有数据将成为
我在其他地方获得的信息的补充。它们将有
助我在博士论文中对某些在村民社会生活中
占据重要地位的的礼仪和文化习俗进行更为
深入的分析。更确切地说，我更关注的是一
种在当地众多习俗中占据主导地位，并将当
地村民间团结在一起的的忠诚守护的关系，
以及随着旅游业发展而发生着飞速变化的织
布业。此外，我还会研究村民在文化遗产和
传统价值沿袭，以及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适
应之间，对社会习俗的再创造，再适应，以
及抵制和变更过程。

2
作为属于南亚语系孟高棉语族的民族语言学群体，佤族(由巴饶克、佤和阿佤三个方言分支组成)分布于中缅边界由萨
尔温江和湄公河组成的河道走廊两侧。
3
除了深入村里进行实地考察研究外，我还曾有幸在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的帮助下，于2017年1月10日在昆明参加了由
法国驻成都总领事黄丽虹和项目官员李梅组织的科学咖啡角(Café des sciences)活动，并在活动上介绍了我的研究工作。
4
同中国其他地区一样，对当地村民来说，春节是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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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中国代表处

博士后奖学金项目：

中法团队合作创新奖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博士后奖学金项目”
2017年博士后奖学金项目招标
香港王宽诚教育基金会通过为中国研究人员提供奖学金的形式，致力于推动不同
级别的教育在中国的发展。该项目资助科研人员赴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下属单位(
已与中国机构建立合作联系，例如：国际联合实验室、国际研究团队、国际科研混合
单位)进行研究学习，旨在推动中国科研人员(博士后或同等水平人员)研究的进展。
申请者需具备以下条件：具有中国国籍和博士学位的中国居民；任职于科研机
构(如中国科学院)或高校。对该项目感兴趣的机构请提前与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
中国代表处取得联系(更多相关信息请访问：CNRS en Chine)

候选项目招标
参加2017年中法团队合作创新奖评选！
自2014年起由法中委员会发起主办，
2016年起在“创新法国”推广活动框架内举行。
以中法双文化创新团队的全球视角应对当今与未来世界
在社会、经济、工业与环境等领域的挑战
2017年评委会主席
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科研成果转化及推广代表Michel Mortier先生
特别支持单位 法国中国工商会(CCICF)
自创办以来，中法团队合作创新奖的活动一直获得法国政府的大力支持：
法国经济、工业和数字工业部和/或法国高等教育和研究国务秘书处
参加评选
报名时间为2017年6月19日18时(法国时间)至2017年9月8日18时(法国时间)，
在此期间团队可以从下面的链接下载参赛报名资料(中文、法语及英语版)，
准备并提交竞选材料：www.comitefrancechine.com
关于中法团队合作创新奖的任何问题，请发送邮件至：
francechina-innovationawards@medef.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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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约上海！

http://www.aurasia2017.cnrs.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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