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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聚 焦

6 月 28 日至 29 日，G20 领导人第十
四次峰会在日本大阪举行。 提起日本，就
不得不提其发达的科技。 据统计，在过去
的 18 年间，日本共斩获 18 个诺贝尔奖，
堪称是“量产”诺贝尔奖的国家。 同时，日
本也是最受中国留学生欢迎的国家之
一。 日本每年大约接受 30 万留学生，其
中 40%左右来自中国大陆。

日本到底拥有怎样的科研秘诀？ 全
日本中国人博士协会理事、 国家公派日
本京都大学博士宫春杰分析了原因。

鼓励原创研究 从小培养创新
“日本大学的科研工作非常鼓励原

创型研究。 ”宫春杰介绍，京都大学以“学
风自由”而著称，强调创新型研究，被称
作“科学家的摇篮”。 其科研导向是鼓励
寻找新的方向，引领国际科技发展，当别
人都熟知该领域的时候， 就及时开拓新
的研究方向。

“日本对创新能力的培养并非以大
学为起点， 而是从中小学甚至幼儿园就
开始了。 ”宫春杰说，日本的中小学、幼儿
园也会开设一些鼓励创新的课程， 特别
注重创新思维训练、动手能力的培养。 京
都大学每年都会接纳一定数量的中学生

进入实验室， 开展为期一个月之内的研
究训练。 这些实验看似很基础，但其目的
是使中学生体验科研乐趣、 获得基本的
科研技能， 为未来的职业生涯规划提供
依据。

宫春杰还说， 京都大学会定期举办
大学校园社会开放日， 由教授为社会人
员、中小学生、幼儿园甚至更小的孩子授
课讲解， 允许参观者进入实验室认识一
些科研仪器，了解一些科学研究。“很多
年轻的母亲抱着孩子坐在教室里全神贯
注听讲， 力求从小培养孩子对科研的兴
趣。 ”

倡导协同合作 极富工匠精神
“另外，日本的科学研究极其推崇协

同合作。 ”宫春杰说，“我当时所在的化学
研究所分子微生物学研究室， 总的研究
方向由导师确定， 学生围绕这一方向寻
找自己的研究重点， 每个人的科研成果
都在组内共享， 一个好的实验方法很快
就能在全研究室获得推广。 研究团队形
成一个完善的科研系统、发挥合力，往往
能在目标方向上取得突破。 ”

“除了组内协作，日本学者也非常注
重跨组合作。”宫春杰介绍，京都大学工学

部、医学部、农学部及研究所等不同部门
从事微生物研究的课题组每年都要集会
举办研究发表会，每个团队的教授都会就
自己的研究方向和成果在会上发表演讲。

“除了协同合作，日本严谨的工匠精
神也在科研工作中发挥到了极致。 ”宫春
杰说，日本学者注重科研细节，喜欢刨根
问底，“我经常看到身边的日本同学为了
一个很小的实验现象废寝忘食、 通宵达
旦地研究，这种精神非常值得敬佩。 ”

科研保障给力 评价不唯论文
“为了鼓励学生大胆探索、 大胆研

究， 日本大学提供了非常有力的科研保
障。 ”宫春杰表示，“日本的科研评价不唯
论文和专利， 而是更看重科研能力和成
果产出，并且为此建立了比较公正、严格
的评价机制。 ”

以京都大学博士生毕业标准为例，
学生即使仅有一篇日文论文也可申请毕
业，只要研究成果满足毕业要求，经导师
同意后就可以申请进入答辩环节。 毕业
论文经教授委员会审核， 整个学部三四
十名教授参与答辩评审， 并通过投票决
定学生能否毕业，走向社会。

王江 陈超

“量产”诺贝尔奖的日本有何秘诀

“高能电池技术，对 5G 通信、新能源
汽车等领域发展十分关键。 ” 北京理工
大学材料学院教授陈人杰一边展示装
有锂硫电池模组的新能源汽车模拟系
统，一边对记者说，“从理论突破、材料
创新、电池设计再到应用模组开发，每一
次进步都凝聚了我们团队的辛勤汗水和
努力付出。 ”

13 年前， 他就开始研究具有高能量
比的锂硫电池， 彼时国内外研究的人很
少。 多年耕耘，陈人杰团队终于迎来收获
季： 他们先后在多电子高比能二次电池
新体系及关键材料方面取得了多项创新
成果， 相关论文发表在《先进材料》《自
然·通讯》等学术期刊上。

2018 年底，陈人杰入选北京市“卓越
青年科学家”。

童年经历引其走进能源研究领域
陈人杰出生在煤炭化石能源丰富的

山西省。 由于过度开发污染环境，呛人的
空气，深深地烙在他的童年记忆里。

考入北京理工大学， 师从中国工程
院院士吴锋攻读博士学位后，他愈发意识
到清洁能源和可持续能源对于环境保护
的意义， 也更坚定了走上科研之路的决
心。 由于反应机制的限制，传统二次电池
的能量密度偏低，构建具有多电子反应特
性的高能量密度二次电池新体系，是入职
母校后的陈人杰要攻克的技术难题。

按要求电池的多项技术指标均需超
过国内外最高标准， 但多次试验结果未
能达标。 陈人杰顶住压力，带领团队对每
一批次的材料和电池样品进行多次设计
优化， 先后研制出几十种高比容硫基复
合电极材料、 两百余种新型功能电解质
材料，三十多款不同容量、不同性能指标
的锂硫电池样品。

6 个月后，该团队终于成功研制出综

合性能达到考核指标要求的锂硫电池样
品，近期还成功在无人机、机器人、电动
车辆等多领域开展了应用评测。

教书育人是本职工作
“作为一名教师，教书育人是自己的

本职工作， 也是实现人生价值的重要途
径。 ”陈人杰说。

谈起老师陈人杰， 学生叶玉胜感慨
颇多。“陈老师平时工作勤奋，与同学讨
论实验常会忘记吃饭。 只要你晚上在实
验室加班，总能碰上陈老师，他一定会在
离开办公室前，仔细检查实验室设备，并
嘱咐同学们早些休息、注意身体。 ”科研
之余， 陈人杰最大的爱好就是看科幻电
影和科幻小说。 他常告诉学生，做科研要
敢于大胆创新， 而优秀的科幻作品也会
给自己很多启发，非常值得学习借鉴。

在陈人杰看来， 教师除了传授知识
外，更重要的是对学生做人做事全方位的
教育。“看到每一届学生取得优异的学习
成绩、个人综合素养得到提升，这是我作
为一名教师收到的最宝贵的礼物。 ”他说。

于紫月

● 科技护航人

陈人杰：13 年深挖电池潜能

国家现代农业
产业园名单公布

隆平高科技园入选
近日，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公布

了 2019 年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创
建名单， 长沙市芙蓉区现代农业产
业园入选。

据悉， 芙蓉区现代农业产业园即
隆平高科技园。目前，隆平高科技园拥
有袁隆平、官春云、印遇龙、邹学校 4
位中国工程院院士， 还拥有一张世界
级名片———超级杂交水稻， 聚集了
160 多家生物育种产业链上中下游企
业， 正加速建设的“中国隆平种业硅
谷”已初具规模。

根据“中国隆平种业硅谷”发展规
划，到 2025 年种业硅谷将拥有院士工
作站 11 个， 国家级人才工程入选者
17 人，列入长沙市重点人才引进计划
的高端人才 20 人，创新团队 8 个。

邢骁 王勇

我省首个干细胞
科技园开园

6 月 30 日，中南源品干细胞科技
园正式开园， 这标志着我省第一个干
细胞与再生医学科技园启用。

中南源品干细胞科技园位于长
沙经开区，占地 200 余亩，其中一期
工程占地 50 亩， 建筑面积 43200 平
方米， 投资 15 亿元， 打造以储存量
500 万份以上的“湖南省细胞组织库”
和临床级“湖南省细胞制备中心”两
大项目为核心，涵盖细胞质量管理控
制中心、 干细胞与再生医学研究院、
干细胞技术临床转化中心以及生命
科学体验馆配套体系的全产业链科
技园区。 项目建成后，将极大加速干
细胞与再生医学技术孵化和临床转
化， 大大推动我省干细胞与再生医学
全产业链的发展。

中南源品的开园， 将为湖南省干
细胞资源的就近储存及应用提供便
利， 将满足人们日益提高的医疗健康
需求。项目建成后，将极大加速干细胞
与再生医学技术孵化和临床转化，大
大推动湖南省干细胞与再生医学全产
业链的发展，成为湖南省新技术、新产
业、新经济的一张靓丽名片。

张颐佳

● 动态传真

陈人杰（右一）在指导学生进行实验

有些普通刀架的底座不平衡，抓地面积较小，不小心
碰倒，里面的刀容易掉下来伤人。 这款由特制刀架、特制
锁扣、螺丝钉组成的带童锁安全刀架，解决了这一问题。

特制刀架的支架能增强稳定结构， 上面根据不同的
刀子类型设计不同的刀架格子， 将特制锁扣和特制刀架

相结合，并用螺丝钉固定。 可以直接将刀子插入特制刀架中，但在直接拔时会卡
住，只有按住锁扣开关时，才能拔出刀子，这样会更加安全。

发明人：长沙市天心区天鸿小学 蔡云帆

● 小小发明家

带童锁安全刀架

长沙市青少年创新大赛一等奖———

中银民丰回报发行
振荡市追求稳健增值

4 月下旬以来， 股市大盘终止了
今年以来一路攀升的走势，围绕 2900
点上下震荡徘徊。 严控回撤、进可攻
退可守的一批混合型基金因而重回
投资者视野。 据了解，中银基金绝对
收益团队于 7 月 1 日推出一只新产
品———中银民丰回报混合型基金，力
争为持有人实现稳健增值。

中银民丰回报将以追求绝对收
益为目标， 对风险控制更为严格，并
力争严控回撤。 这也有望让该基金实
现持续、稳健的正收益，在振荡市中
尤其具有吸引力。

（陈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