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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版搞笑诺奖”

跨入第十?的十字路口

■本报记者 章迪思

上周末， 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在浙江温州举
行，在开幕式和各专业论坛中，不乏钟南山、李兰
娟、张文宏等“大咖”的身影。与此同时，一场不起眼
的活动显得有些特别———举办到第 9 个年头的菠
萝科学奖颁奖仪式， 没有特别重量级的嘉宾出席，

也没有惊天动地的演说， 颁出的奖项还有些不正
经———“菠萝科学奖·数学奖”的获奖项目是“公共
茶匙的消失周期研究”， 物理学奖颁给一项结论为
“长胡子的男人更抗揍” 的研究……其他的心理学
奖、生物学奖等，无一不是这种画风。

这是个什么科学奖

在国内的科学传播圈子里，“菠萝科学奖”已具
有相当知名度。这个有“国内版搞笑诺奖”之称的奖
项，每年都会颁给若干项严肃的、由正规学术共同
体内成员发表在正规学术期刊上的研究成果———

以“向好奇心致敬”的名义。

一边是一本正经的研究团队和方法，一边是充
满喜感的题目或是结论，两者之间形成的奇妙张力，

是“菠萝科学奖”始终吸引人的地方。“我们希望大
家摆脱对科学研究的刻板印象，与此同时，也想给
那些默默研究冷门领域的科学家打气。” 浙江省科
协科学传播中心主任李瑞宏这样介绍他们的初衷。

李瑞宏是“菠萝科学奖”的直接推动者和主导者
之一。2011年国庆节期间， 当时任浙江省科技馆馆
长的他和果壳网创始人姬十三， 一起收看 “搞笑诺
奖”的颁奖典礼，突发奇想准备搞一个中国版搞笑诺
奖，由此有了“菠萝科学奖”的雏形。身为科普场馆负
责人，他非常清楚自身的长处和不足：科技馆有人，

也有一定的科普财政经费， 但科普形式相对传统单
一、 人员缺乏创意和动力， 这是科普工作的最大掣
肘。相比之下，以果壳网为代表的市场化科学传播机
构，人员年轻、有想法，但缺乏财政支持。那何不两者
结合，扬长避短？李瑞宏还算了一笔经济账。每年举
办“菠萝科学奖”的经费开支大约在 200万元，这笔
钱如果用于科技馆的展陈项目设施更新， 效果未必
看得出来，但用来搞活动，影响力就会大很多。

由此，“菠萝科学奖” 的操作模式基本确定：由
浙江省科技馆出科普项目经费， 由果壳网出策划、

出团队，两者优势互补。事实证明，李瑞宏的思路是
对的，9年来，“菠萝科学奖”的名气越来越响，去年
还纳入了世界青年科学家峰会。更重要的是，它也
得到了越来越多科研工作者的肯定。要知道，在头
一两年， 很多获奖者把组委会电话当作诈骗电话，

有的则拒绝领奖，觉得太不正经；这几年里，越来越
多的获奖者不仅愿意亲自来领奖，还乐于“自毁形
象”，在舞台上搞笑一把。还有科学家把这个奖当作
荣誉，光明正大地写进了简历。

这个奖还能走多远

眼看“菠萝科学奖”即将跨入第 10 个年头，李
瑞宏和他的团队却开始考虑一个严肃的问题：这个
奖，还能走多远？

今年“菠萝科学奖”的经费被砍去了近 50%，这
让历届活动总策划人王丫米抓狂不已。 她告诉记
者，往年项目经费已经捉襟见肘，颁奖嘉宾、表演嘉
宾和获奖者除了免费获得住、行之外，不仅不给任
何“出场费”“讲课费”，很多时候还要“倒贴”。

今年更甚，表演嘉宾、民谣歌手马条，自己写新
歌、到录音室录好配乐，完全“义务劳动”。连续主持
了 5届颁奖仪式的浙江卫视主持人沈涛自嘲：“每
次来参加‘菠萝科学奖’，都是自掏腰包，自带酒水、

米、面、自行车。”各路朋友的“拔刀相助”固然令李
瑞宏和王丫米感动，但这种江湖情谊到底能持续多
久？今年受疫情影响，国外获奖者来不了，倒是节省
下不少差旅住宿费，100多万元的项目经费才勉强
刚刚够用。那明年又会怎样？

有没有可能把“菠萝科学奖”的市场化程度再
往前推一步，以售票、商业赞助的形式解决经费问
题？恐怕这并非最佳选项。过度商业化不仅有违科
学传播普及的公益化初衷，也会让来自高校和科研
院所的获奖者产生诸多顾虑。

“体制内外的结合，是“菠萝科学奖”成功的
原因，也是现在我们的困扰所在。”李瑞宏坦言，9

年来，两个系统截然不同的思路和做事方法，经常
发生碰撞乃至冲突。比如，作为财政经费支持的科
普项目，有一套严格的招标流程，需要提交详细的
投标方案，包括活动策划细节等，但“菠萝科学奖”

的策划团队是一个松散组织， 成员平日里都有自
己的工作，只能在颁奖前一个月集结在一起。要把
策划团队固定下来作为浙江省科技馆的常设部
门，不符合实际；若独立成为公司，自身更缺乏造
血功能……

但李瑞宏还是愿意从积极的方面去努力：“现
在走到十字路口有点迷茫，说到底是因为浙江省科
技馆和果壳网都不愿意放弃这个经营了 9 年的科
普品牌。”有时候，不放弃，就是前行的勇气。

■本报见习记者 朱凌君

近期，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将筹建
大学的消息引发关注。 江苏省产研院国内
合作部副主任庄韦告诉记者， 目前大学正
在筹划阶段， 下一步将加紧与南京的对接
推进。根据初步设想，产研院大学将采取校
内校外“双导师”、高校院所“双学位”、企业
院所“双激励”等新机制，在科技创新、人才
培养、成果转化上率先突破，建立紧密对接
产业链、创新链的学科专业布局，形成“学
为产所需、产为学所依”的融合创新优势。

一家产业技术研究院为何要办大学？

它本就是一个“四不像”，既非政府机构，

又非事业单位；既非高校院所，也非成果
转化中心。自 2013 年 12 月成立起，江苏
省产研院就立志，既能做高校不擅长做的
事儿，又能做企业做不了的事儿。这样一
家“奇葩”研究院，在推进长三角科技创新
一体化上有何优势？

不争名不争利，那争什么

记者常听说“老板与老师擦肩而过”。

几年前，江苏擎天信息科技集团开发一款
温室气体排放监测软件，在关键算法上多
方求助无果，只得买了国外技术，后来负
责人偶然得知，江苏有专家 3年前便已突
破相关技术。 长三角大批企业有科创需
求，可大多数企业主找不到“门当户对”的
专家教授，有时候貌似找到了，坐下来一
细聊，互相有种“鸡同鸭讲”的尴尬；另一头，

高校密集、科研实力强的长三角地区，不少
科研成果束之高阁，“纸变不成钱” ……科
技与经济“两张皮”，是个老大难问题。

借鉴国外经验，江苏省产研院在体制
上做了创新： 产研院在江苏省政府组建的
理事会领导下工作，不隶属任何部门；院本
部不承担具体的研究任务， 主要负责科技
资源引进、专业研究所建设、重大研发项目
组织等；政府不插手具体科研活动，发挥市
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长久以来，

从科研到技术转化环节，高校院所不愿做，

单个企业做不了，这一艰难过程被喻为“死
亡之谷”。江苏省产研院不与高校争学术之
名，不与企业争产品之利，聚焦对基础研究
成果进行二次开发向企业转移。

有一个案例被津津乐道。中国科学院
上海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关于全光纤多
普勒测风激光雷达的相关研究， 早有成
果，但少人问津，一纸专利在所里尘封了
十几年。主要原因是科技成果企业无法消
化， 高校院所又无多余精力再做成果转
化。2013年， 上海光机所与南京经济技术
开发区共同设立激光所，初始定位就是承
接母所原始科技成果的“二次开发”。成立
之后，激光所以 300万元的价格从上海光
机所买断原始技术所有权，进行了产业化
研制，孵化成立牧镭科技公司，公司将该
技术在青海投入使用后，风机发电量提高
了 3%。该雷达产品已广泛应用于风电、航
空、气象等领域，牧镭科技估值达 5亿元。

2015年，激光所成为首批 8家加盟江
苏省产研院的专业研究所之一。这些年，类

似的专业研究所越来越多。 数据显示， 截至
2020年 9月， 江苏省产研院已在先进材料、

能源环保、信息技术、装备制造、生物医药等
五大领域布局建设了 55家专业研究所。激光
所有了名气，工程师们就经常接到“科研订单
”，他们不做基础研究，也不做大规模生产，

只为企业解决技术难题， 提供研发服务。企
业愿意“买单”，科创需求才是真需求。

聚焦“合同科研”有什么优势

产研院成立 6年多来，通过体制机制的
创新，逐渐探索出了一套“研发作为产业、技
术作为商品”的新模式。在业内，这种以市场
化机制运作，从事企业研发服务外包的模式
被称为“合同科研”。即由企业等技术需求方
来出题， 科研机构提供技术和解决方案，以
商定合同的模式进行双方的合作协同，最终
双方共享研发成果。

在某种程度上，合同科研有点类似于兴
盛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 “星期日工程师”

的工作机制，它曾为那个年代长三角地区的
科技资源要素流动做出了重要贡献。 不过，

相比之下，合同科研不仅确立了技术供需双
方在交易中的对等关系， 方案也更加灵活，

可以约定科研成果归属，以及失败风险和减
损方案———国外比较成熟的案例是德国弗
劳恩霍夫协会， 该协会每年为 3000多企业
客户完成约 1万项科研开发项目，年经费逾
21亿欧元，大部分科研任务都采取合同科研
模式完成。客户享有弗劳恩霍夫协会各研究
所的研发科技积累和高水平的科研队伍的
服务，通过研究所的多学科合作，可直接、迅
速地得到为其“量身定做”的解决方案和成
果。反过来，企业又为协会的科研提供了充
足的资金，相互促进，良性循环。

合同科研在国内的发展时间并不久。邱
洪波在浙江创办了一家民营应用技术研究
院，专注产学研领域研究多年，他告诉记者，

江苏省产研院最大的贡献，可能就是对合同
科研模式的本土化和推广做了先导性的探
索。“纵观全国，江苏省产研院可能是目前唯
一将各种专业的经营性的科研院所整合成
一个整体来进行运营的，强大的科研实力是
推广合同科研的基础条件。”邱洪波说。

过去，很多企业尤其是中小民营企业对
于外包合同研发并不了解， 一般只会选择在
已有的技术研发上耗时耗力， 不慎错过了最
好的发展机遇。而在合同科研模式的加持下，

中小企业享受更完善的科技服务， 不仅是信
息对接，更能参与科研，发现并解决问题。更
关键的是，科研服务的形式更加灵活，价格也
相对合理。以往企业出钱请专家，若研发失败
则“不退不赔”，现在则可以将项目分解，不仅
做研究预判，还可以“分期付款”，降低风险。

1天转化3?技术，活力何在？

研发成果市场买单， 科研团队更有动
力。激光所一位研发人员告诉记者，在这里
工作，不看重论文、年龄、学历，也不必花大
量时间填表， 主要看为产业贡献了多少，科
技成果大头归研发团队。

江苏省产研院在管理运行机制、资金使
用方式、用人激励机制上不断探索，让研发
人员创新劳动同其利益收入对接———以前
不少政策，着力点在提高科技人员的成果转
化收益， 未必把成果的所有权和处置权交给
科技人员；一些科技人员投身创业，公司通常
由原单位或领衔专家控股。 江苏省产研院把
研发团队绝对控股作为构建专业研究所的门
槛，地方政府出“大钱”，产研院出“小钱”，研
发团队虽然只出“零钱”，但技术为王，绝对控
股。三方以现金出资方式设立运营公司，团队
持股最高可达 70%。同时，“合同科研”和孵
化企业被当作考核研究所的硬指标， 不合格
就淘汰。在这样的指挥棒下，从成立至今，江
苏省产研院已累计衍生孵化 800多家科技型

企业，转化 4500多项科技成果，服务企业超
过 15000家，平均 1天转化 3项技术。

长三角企业循着创新的气味纷纷找来，

组建混合团队，开展灵活合作。比如，江苏省
产研院联合徐工集团、沙钢集团等行业龙头
企业， 共建了道路工程技术与装备研究所、

先进冶金技术研究所；还比如，江苏省产研
院与民营企业江苏隆达合作，帮助企业解决
大规格细晶棒材原料生产工艺的关键技术
难题。类似做法能有效解决国有企业“留人
难”、民营企业“引人难”问题。同时，江苏省
产研院搭建起国内企业与国际人才和资源
的桥梁。比如在环保领域，产研院对接伯明
翰大学，与南京科润合作，为企业提供石墨
烯纳米颗粒润滑添加剂和熔炼假电极自动
焊接设备的技术方案。 除了共建研究所之
外， 江苏省产研院于 2018年推出企业联合
创新中心， 由行业龙头企业提出技术需求，

产研院培育组建研发团队，与大全、鱼跃、法
尔胜等企业成立联合创新中心。目前，产研
院与江苏省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共建了 90

余家企业联合创新中心。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路怎么走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 在江苏省产研院，

专家很少被称为“专家”，而是被叫作“项目
经理”。

目前产研院累计已聘请产业领军人才
担任项目经理 142人， 引进研究员 131位，

集聚近 1000名高层次人才。

2016年，中科院合肥研究院先进制造所
原常务副所长骆敏舟离开体制，加入江苏省
产研院的集萃智能制造技术研究所，担任项
目经理，聚焦虚拟工厂的设计、高端装备的
研制与可制造执行系统的开发。 成立至今，

研究所与多家长三角企业签订了 30多项横
向研发合同，比如与杭州余杭友联矿山机械
有限公司合作的 “多功能液压碎石机械手”

项目、与上海西邦电气有限公司合作的“激
光清障云台”项目。目前已开发出 10多条自
动化生产线， 开发了 10多个新技术和新产
品，包括协作机器人、穿刺机器人、教育机器
人、四足机器人、低速无人清扫车、智能化护
理床等。今年上半年，该研究所中标上海“基
于北斗高精度的绿色出行服务应用系统建
设及产业化”项目。

人才始终是创新的第一要素。 今年 8

月， 在长三角高校先进材料创新发展大会
上，江苏省产研院与河海大学、同济大学等 6

所高校集中签署全面合作协议。至此，江苏
省产研院已与全国近 50家知名高校达成全
面战略合作。随着江苏省产研院大学的谋划
筹建，产研院还将持续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
上发力。有专家建议，未来江苏省产研院大
学的人才培养可以通过与高校院所联合培养
等模式， 尤其应关注为硕士生和博士生提供
在实用研究领域中进修的可能性， 进一步增
强院校发展与产业发展的匹配度、融合度。

邱洪波认为，产研院可以发挥“抽水机”

的功能，快速地将产业的需求和产业的动态
整合分析、提取输送，带给长三角各地的科
研院所，或许能推动区域内科创资源的“精
准滴灌”。

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成立近7?来， 平均1

天转化3项技术，在这里产业专家是“项目经理”，
现又将筹建大学，在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上发力

在科研转化之“谷”

精准搭“桥”

江苏省产
业技术研究院
产业创新发展
馆内展示的汽
车并联式混合
动力系统。

新华社发

跨界水体将迎
“联合河湖长”

在江苏省产业技术研究院先进激光技术研究所，工作人员在展厅内介绍相关科研成果。 新华社资料照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