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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史与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的社会功能
———“ 科技梦 · 中国梦 ： 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 ”综述
张藜 张佳静
（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北京 100190）

要 2013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4 年 1 月 17 日，第一次以中国现代科学
家群体形成与演进为主题的展览———“科技梦 · 中国梦： 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
摘

展”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本文回顾了学术团队在展览结构设计、脚本撰写、
展品选取等方面的探索过程，阐述了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以人说史”“以图说
史”“以物说史”的理念，并且总结和检讨了如何更有效地将中国现代科技史研
究成果与公众文化传播相融合的心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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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 年 12 月 15 日至 2014 年 1 月 17 日，“科技梦 · 中国梦： 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
展”（ 以下简称“科学家主题展”） 在中国国家博物馆展出（ 封三） 。此次展览由中国科学技
术协会联合教育部、财政部、文化部、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人民解放军总
政治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等部委共同主办 ，中国科学院
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北京市科学技术协会承办。
这次主题展是第一次以百年来中国现代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与演进为主题的大型展
览。它的结构设计、脚本撰写、展品选取，由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张藜研究员的
团队（ 封三②）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五易其稿完成 ，中国近现代科技史专家樊洪业先生担
任学术顾问（ 封三⑥） 。从 2012 年夏开始酝酿到 2014 年初展览在各界观众的好评中落
幕，这是我们在已有的学术研究基础之上 ，深入思考、探索如何“以人说史”“以图说史 ”
“以物说史”的过程，也是摸索如何将中国现代科技史的学术研究成果更有效地介绍给广
大社会公众的过程。在此，总结和反思在这一过程中我们的认识与具体处理方法 ，希望与
更多的研究者、读者共同进一步探讨。

收稿日期： 2012-02-17； 修回日期： 2014-05-06
1966 年生，云南昆明人，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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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家主题展的酝酿背景

2010 年以来，中国科协等 12 部委联合实施了“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得
到了许多老科学家及其家属们的鼎力支持 ，在逾千位来自全国各地的采集人员的共同努
力下，逐步积累了较为丰富、翔实的老科学家个人学术资料，其中有很多手稿、书信、日记、
图纸等文字资料，也有大量在采集过程中形成的音视频资料 。很多资料完整而系统，不仅
仅是科学家们个人学术生涯的完整记录 ，更是现代科学技术相关领域百年来在中国发生 、
发展的历史写照。
鉴于此，我们向采集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建议 ，充分使用这些采集资料来举办一次专
题性展览，既是采集工程的阶段性进展汇报，同时也可让更多的社会公众通过展览了解中
国科学家们的成长轨迹和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 。采集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采纳了这
一建议，并将展览定位为：以采集工程为基础，依托学术研究，真实、生动、鲜活地再现百年
来中国现代科技事业曲折的发展进程 ，展现中国科学家个人成长史、群体演进史以及他们
为实现“科学救国”“科技强国”做出的不懈努力。展览最初定在中国科技馆举办，后经过
协商，确定国家博物馆为展出场地。

2

科学家主题展的结构设计

展览的核心是将创作者的意图，通过展品的选择、编排、展陈方式以及相应的文字叙
述传达给观众。也就是说，要让观众看了展览之后获得一种认识、一种理念。 酝酿之初，
我们的意图已非常明确，即充分使用采集工程所获资料，面向社会公众讲述中国现代科学
发展的历史。而此前，中国现当代科学史研究的成果多是以学术论文、专著的方式呈现，
受众面多限于学术同行，鲜有普通读者能够了解把握其中深意 。
基于上述思路，并结合采集资料的特征，我们拟出的最初三稿脚本都是以“这一代共
和国的科学家”为主题，即聚焦于采集对象的主体———出生于 1920 年前后、在 1940 年代
完成学业、到新中国时期成为共和国科技事业主力军的一代科学家———以他们的学术成
长轨迹为主线，以百年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事业、现代科学技术教育的发展作为背景 。
讲述一代人的科学生涯是一个比较收敛的主题 ，难度小、易于把握，特别是可以全部
使用采集资料作为展品，这有助于集中展示采集工程的阶段性成果 ，进而扩大采集工程在
科技界和社会公众中的影响力。反过来，采集工程已积累三年的数万件各类资料 ，也足以
用来鲜活、丰满、个性化地呈现这一代科学家童年随着中国新式教育的建立接受科学启蒙
到晚年仍为中国科技发展贡献余热的人生旅程 。
但是，当展览场地确定为国家博物馆之后，我们意识到，在这样一个宏大场合和现实
需求下，只讲述一代科学家成长的经历就显得过于单薄 。在中国现代科技史上，这一代人
是承前启后的一代———在他们之前还有老一辈“开路小工”，筚路蓝缕把西方科学引入中
国、在中国本土完成现代科学的建制化 ；在他们之后则有更多的“土博士”“洋博士 ”，在各
个时期先后投身于中国的科研大军之中 ———尽管他们这一代人中有许多是共和国各个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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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术、工程领域的奠基者、开创者，他们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带有因政权更迭、意识形
态转变而打下的时代烙印，但还不能完整呈现百年来中国科学的发展历程 。
这时，采集工程领导小组办公室负责人王春法研究员提出 ：新的展览思路应该是立足
于采集工程而不局限于采集工程 ；要以科学救国、科学报国、科技强国、科教兴国、人才强
国作为背景，展现中国现代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与演进。 这与我们的学术目标相吻合。 对
于我们这样一个从事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的团队来说 ，在国家博物馆这个国家级的平台
上举办展览，是一个让社会公众了解中国现代科学发展的历史 、了解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
的难得的机遇。
随即，我们从研究者和展览设计者的角度，仔细观看国家博物馆“复兴之路”展览，观
察它的叙事逻辑和展陈方式，这使我们的自信得以大大加强———凡涉及科技事业或科学
家之处，“复兴之路”全是一笔带过，而且它所使用的图片等展品远不及采集资料那么丰
富、翔实、具有感染力。在头脑中，我们对自己所筹备的科学家展览有了一个更加清晰的
预期：扩展原有的展览结构和时间跨度 ，深度诠释自 20 世纪初中国现代科学奠基以来，一
代代科学家在民族复兴道路上的奋斗与奉献 ； 同时用更鲜活的展品、更饱满的故事，使科
学家主题展成为“复兴之路”的一个补充和延伸（ 图 1） 。

图 1 “科技梦·中国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导读（ 部分）

确定了展览的主线，我们先后拟出脚本数稿，充分汲取近年来关于中国现代科学史研
究的成果，大量查阅各种文献，与王春法研究员等采集工程有关人员，与樊洪业先生等科
学史学者一次又一次地讨论，以中国现代科学家群体的形成、演进为主线，突出不同代际
［1 ～ 6］
，成为
在不同的社会阶段上独特的历史作用 ，此前相关的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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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在展览脚本中划分中国现代科学家代际与历史阶段分期的主要依据 。 同时，结合 20
世纪中国科技发展不同时期的特点 ，拟定了以下结构（ 详见附录 1） ：
序篇“播撒现代科学的种子” 简要介绍晚清时期，有识之士通过翻译西方科技书籍
和出国留洋等方式，把现代科学技术引入中国。
第一章“让现代科学扎根中国” 概要介绍 1910 年代至 1930 年代，中国第一、二代科
学家为推进现代科学技术在中国实现本土化所做的努力 ： 他们曾远渡重洋系统接受西方
科学训练，回国后创办中国第一个现代科研机构 ———地质调查所，组织民国时期影响最大
的科学社团———中国科学社，在中国本土举办第一个国际学术会议———1911 年于奉天
（ 今沈阳） 举行的万国鼠疫研究会，代表中国科学界第一次集体亮相国际学术舞台———
1926 年组团赴日本东京参加第三次太平洋科学会议 ，通过壬戌学制的制订在中国建立起
制度化的现代科学教育体系，通过创办国家科研机构———中央研究院开启了中国现代科
学的体制化进程。这 20 多年，是中国现代科学家群体形成与实现职业化的时期，也是中
国现代科学事业的奠基时期。
第二章“动荡岁月里的科教人生” 讲述 1930 年代中期至 1940 年代末，无论是在迁
徙过程中，还是在条件艰苦的大后方、边区，甚至在日军占领下的沦陷区，老一代科学家们
仍坚守着科研和教育岗位，为民族延续科学的火种，甚至取得了一些举世瞩目的研究成
果；一代青年学子在战火中艰难求学并逐渐成长 ，与师辈科学家们一同肩负起以科学技术
救民族于危亡和战后重建的历史使命 。
第三章“新中国、新科学” 展示了 1949 年新中国成立至 1970 年代中期，不同代际的
中国科学家在新中国发展中扮演的重要角色 。 政权更迭之际选择留在大陆的老科学家
们，与 40 年代中期留学海外、这时义无反顾回到祖国的青年科学家们一起 ，聚集在共和国
的旗帜下，向现代科学进军，参与制定和实施了十二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积极培育
新一代科学家。他们将自身的科学追求融入到国家发展之中 ，奋战在各条科研战线上，服
务于国防建设和国民经济建设。他们虽历尽种种政治运动的磨难，但却为新中国建立起
了完整的现代科学技术体系。与此同时，一大批青年在“又红又专 ”的时代要求下，投身
于新中国的科技大军，成为共和国自己培养的新一代科学技术专家 。
第四章“在科学的春天里” 展示了“文革”结束至 20 世纪末，在改革开放的进程中，
老中青三代科学家以及海外学人协力同心 ，全力推进科学技术现代化，开创中国科技发展
的全新时代。
1978 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后，中国科学事业得以复苏。 老一辈科学家们大多年事已
高，
但是“文革”造成的人才断层、国家建设的紧迫需要激励着他们重焕青春活力 ，有些走
上科技事业领导岗位，有些留在科研一线带领年轻科学家开辟新领域 。
中年学者是这一时期中国科技界的中坚力量 ，他们迎来厚积薄发的时刻，有的人奋战
在科研一线，向世界科技前沿攻关；有的则走出“象牙塔 ”投身经济建设主战场，推动科研
成果转化与应用，成为 80 年代科研体制改革的先行者。
此时，旅居海外但一直心系祖国科学事业的科学家们 ，也奔走中西，积极推进中外科
技交流，努力促进中国科学事业发展，为人才培养献计献策。
年轻一代受益于这一开放环境而迅速成长 。 高考的恢复和学位制度的建立，特别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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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期留学潮的形成和逐步常态化 ，为 21 世纪中国科学技术的发展积累了大批国际化的
人才。
第五章“走进新世纪” 以大写意的形式，以时间为轴，回顾伍连德、任鸿隽、陈焕镛、
丁文江、杨杏佛、秉志、钱伟长、蒋锡夔、郭沫若、袁隆平、王选等不同代际的科学家在不同
年代关于中国科学的梦想，并辅以中国现代科技发展的若干重大成就或关键节点 ，呈现了
20 世纪的百年间中国科学技术所走过的辉煌与曲折 。 同时，以 21 世纪以来获得国家最
高科技奖的科学家为代表，展示了中国现代科学家群体在这一征程中的作用与贡献 ，并展
望中国新一代的科学家们在新的世纪里 ，怀抱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继续开创中国科
技事业的新篇章。

3

展品的选取

对于展览设计者而言，展品是创作理念的载体。而对于观众来说，它们则应该是一个
个足以打动心灵的故事。在主题展的策划、创作过程中，我们经历了“量米下锅 ”与“找米
下锅”两个完全不同的阶段。
前文已述，最初的展览方案，是全部使用采集工程所得那些丰富而鲜活的科学家个人
资料，系统讲述出生于 1920 年前后的这一代科学家的学术成长轨迹，并以此折射中国现
代特别是当代科学技术的发展历程 。据此，我们按照科学启蒙、战时求学、海归报国、为国
立业、科学精英、多彩人生等六个版块，逐一查阅采集入藏的数万份电子资料、实物资料，
选出可在每个版块里最具内涵或最具代表性的作为展品 ，同时努力地去细致核实、考证那
些图片和实物的准确信息。 这是“量米下锅 ”的阶段，由于展品的选择范围限于采集资
料，因而工作目标清晰，特别是资料查阅数量虽大但范围有限 。
然而，当展览的主题确定为中国现代科学家群体的形成与演进之后 ，我们的工作目标
与资料范围变得无限了：时间跨度必须向前延伸至晚清———那是中国现代科学的前史；内
容更是必须大大扩展———必须要超出采集工程资料，从浩如烟海的各种史料中去寻找和
汇集能更加完整地呈现各代科学家的图片和故事 。
到实际展出时，共涉及中国现当代科学家近 700 位，使用图片资料 900 余幅，实物原
件 110 余件，音频资料 320 分钟，视频资料 40 余分钟，同时还有用于 5 个点触屏的文字资
料共计 28 万余字，展线总长约 260 米。以下将按展品的不同类别来分述其来源以及我们
的选择与布展原则。
3. 1

跨越百年的图片资料

作为一个科学史题材的公益性展览 ，科学家主题展的制作经费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仍
是采用了传统的、静态的展陈方式，即以图片为展品的主体。
主题展共使用图片资料 900 余幅，约 50% 来源于采集工程所得资料，其它则来自各
种正式出版与非正式出版的人物传记 、回忆录、文集、图册以及机构史料、档案资料等，还
有不同时期的报刊杂志等等（ 详见附录 2） 。其中既选用了 100 多年前拍摄的传教士傅兰
［7］
雅的照片 、绘制的女留学生漫画，也有采集小组于 2013 年底刚刚结题移交馆藏基地的
数码照片。在此必须承认的是，由于筹备时间和个人学识所限，我们所获得的资料尚是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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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一角，因此用于主题展的图片无论是数量还是其质量 （ 史料价值与可视性 ） 都还有着很
大的局限甚至是遗漏。
由于展览的时间跨度长达百余年，涉及人物众多而展览面积有限，因此，对于图片的
选择我们采取了以下基本原则：一、作为群体展，每位科学家在展览中出现的资料不超过
2 件（ 含图片与实物展品） ，以容纳尽可能多的人物； 二、图片本身应更多地体现时代性或
科学家个人秉性，具有较丰满的故事性和较好的视觉效果 ，而不以科学家们的社会知名度
或行政职务高低作为展品取舍的标准 ； 三、尽可能使用场景性图片而避免过多使用大头
照，以加强观众的现场感，丰富信息量；四、对于中国现代科学史上的重大事件 、机构组织、
科研活动、成果等，尽量寻找人物图片作为展陈主体，以突出人物在其中的作用。
为尽力求得中国百年科技史的完整准确呈现 ，我们四处搜集、编排展览图片并仔细辨
识考证，这是一个通过多方努力汇集史料的过程 ，在这里，记录下我们在寻找、辨识展览图
片时得到各方支持的两个片段。剑桥大学李约瑟研究所图书馆馆长莫菲特先生慨然允诺
把李约瑟于 20 世纪 40 年代在华拍摄的 30 余幅照片“用于公益性活动 ”———通过这些弥
足珍贵的老照片，抗日战争时期科学家们在陪都重庆 、边区军民在延安从事科研工作与教
学活动的场景，真实呈现在公众面前。而当我们就一张重庆时期图片的某些细节向当年
的亲历者陈学溶先生求证时，这位已 98 岁的老气象学工作者严谨、细致地答复我们：
1. 无论从时间或地点都可以肯定不是气象研究所在重庆的建筑 。 气象研究所
在 1938 年 2 月至 1939 年 5 月租颖庐的房子，后不久被炸掉。
2. 李约瑟在 1943 年或 1944 年拜访气象研究所的地点肯定是在北碚象庄，此照
片不是象庄。
3. 此建筑有可能是海关或其它单位在重庆的测候所 。
4. 当时对这些建筑的称呼无严格的规定 ，究竟是气象台或测候所。
刘丽女士热情向我们提供了其父刘东生院士在不同时期学习和工作的大量高清图
片，吴瑞基金会的吴燕女士向我们提供了 CUSBEA 计划的详细资料和图片，当年的 CUSBEA 学员、远在美国的刘劲松教授、孙晓红教授分别为我们提供了精心珍藏的历史图片 。
岁月的流逝，渐渐尘封了许多历史细节。在主题展从策划到展出的整个过程中 ，我们
常常因自己“发掘”了这些细节、重现了历史而欣慰，而这些来自于各方的关注与支持，更
是成为支撑我们努力呈现这段历史的动力 。
3. 2 实物展品———对科学精神最直观、鲜活的诠释
本次展览，共展出实物展品计 110 余件。其来源主要有两个途径，大部分是科学家们
已捐赠入藏于采集工程馆藏基地的资料 ，小部分是尚未捐赠但同意借展的资料。 它们有
些是置于亚克力夹层后镶入展板之上 ，更多的则是根据其内容的相关性分别陈列于章节
展柜和中心展柜之中。
在这些实物展品中，有众多老科学家们青少年求学时的各种笔记、试卷和学位论文，
有科研活动中形成的会议记录、野外考察报告、标本图，所使用或研制出的仪器设备，还有
科学家们之间的书信往来，具有不同纪念意义的证书等等。它们是从截止 2013 年底采集
工程已获得的 2 万余件实物资料中精心挑选出来。 而我们的选择原则有三，即珍贵的史
料价值、高度的视觉冲击力和具备典型性，能够可视化、细节化地再现科学家们学术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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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过程，拉近观众与科学家之间的距离，并充分展示科研工作的特征和科学家的职业特
征，以及在中国的社会背景下科技发展所具有的时代性 。
例如，从采集工程的书信收藏中，我们选择了西南联大时期为邀请学者来校任教，由
三位校长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共同署名致实验心理学家周先庚 （ 时任联大哲学心理学
系心理学组行政负责人、清华大学理学院心理系主任 ） 的书信，三位校长同时签名的书信
今已不多见。1949 年 10 月 4 日由国立中央研究院签发与刘建康的专任研究员聘书 ，同
样是一份难得的史料，聘书签发机构沿用了民国国立中央研究院的名称 ，但印章图案却是
鲜红的五角星，签发人为时任国立中央研究院院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兼军事代表的李亚农 ，
上写刘建康的工资为 480 元①，它细微直观地呈现了新旧政权交替时期科技人员所处的
政治生态和生活水平。在所陈列的书信中，最具情感震撼力的当属 1955 年超声学家应崇
福回国途中写给美国合作教授的信 ，讲述了他对放弃国外工作环境而回到祖国的艰难抉
择，那一代学人的家国情怀跃然纸上 ，读来令人感动、催人反思。 这些书信都是以亚克力
夹层的形式，镶入展板之上，其好处是可以增加展板的层次感以活跃版面，同时也使展品
自身的价值得到突出。
更大量的手稿、笔记等实物，有一定的厚度，因此置于展柜之中随章节陈列，与展板上
的图片资料在内容上相辅相成。例如，在第一章“让现代科学扎根中国”的“科学启蒙 ”一
节中，我们特意选用了有机化学家蒋锡夔童年的图画作业 、女微生物学家张树政儿时与兄
弟姐妹们自办的家庭刊物、有“试管婴儿之母”之称的张丽珠刊登在上海女中年刊上的自
我评价等，以期唤起观众的亲切感，感受到童心童趣之可贵； 而在“中央研究院 ”一节中，
陈列了 1937 年气象学家陈学溶在中国第一个高山气象站———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泰
山观测站工作时，以泰山观测站数据写下的论文手稿《泰山之温度与雨量 》。 在第二章
“动荡岁月的科教人生”之“大后方的科研与教育”版块，我们选择陈列了海洋生物学家李
嘉泳 1940 年在中央大学学习时的神经解剖学笔记，工程热力学家王补宣 1940 年在西南
联大读大二时的热工学笔记，发光学家徐叙瑢 1943 年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光学笔记，地
质学家刘东生 1942 年在西南联大地质系做毕业论文时做野外考察记录的英文笔记。 在
“战后留学潮”版块，集中陈列了蒋锡夔 1948 年出国前的日记、
1948 ～ 1952 年在华盛顿大
学留学时的试卷和成绩单，材料科学家颜鸣皋 1944 年在耶鲁大学读书时的笔记和绘图、
1949 年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物理化学家唐有褀 1950 年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论
文。而在第三章“新中国·新科学”的“培养共和国的科学家”版块中，则通过稀有金属冶
金及材料专家李东英、工程爆破专家冯叔瑜 1950 年代留苏期间的笔记等，特别是肿瘤遗
传学家吴旻 1957 ～ 1961 年在苏联医学科学院完成的博士学位论文，厚厚一大本，具象化
了这一代红色科学家在那个年代的精神风貌 ，同时配以文字说明，希望引导有心的观众去
搜寻更多的历史细节②，去深入研究这一代成长在红旗下的科学家在中国当代科技史上
的独特际遇与作用。

①
②

其时刘建康在上海工作，这 480 元的币种、实际币值当须进一步考证。
关于 1950 年代中国向苏联、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派遣的留学生总数、获得博士学位的人数，迄今尚无可靠的
统计数据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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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具有故事性、时代性的实物展品分布于不同的区域之中 ，同时，我们还选择
了若干展品以集中陈列的方式来加强视觉冲击力 ，在位置上我们把它设计为主题展的中
心区域，在展品类型上以科学家们使用或研制的仪器设备 、各种科研图纸为主体。
其中，有 1949 年刘建康留学归国时带回的英文打字机 ，周先庚、周培源使用多年的打
字机，地质学家杨起在野外考察时使用的地质勘探设备 ，中西医结合专家沈自尹实验用的
天平。还有 1958 年上海合成纤维实验工厂在化学纤维专家郁铭芳带领下纺出中国第一
1974 年物理化学家田绍武带领课题组研制
根合成纤维后制成的第一批锦纶丝袜的一只 ，
、
DHZ1
1978 年飞机设计专家屠基达
成功 后获全国科学大会奖的
型电化学综合测试仪，
主持设计的中国歼教五型战斗机模型等等 。它们直观地反映了中国科学技术在不同阶段
的发展水平，因而具有独特的展览展示价值。
我们认为各类科研图纸是一类独具特色的展品 ，它们是科研活动的产物，同时在一定
意义上也是融科学技术与艺术于一体 ，颇具观赏价值，有利于帮助观众了解科研过程、理
解科学家的工作。为此，在展品选择时，我们有意挑选那些较为公众所熟知的科研活动，
例如 1970 年代舰船工程专家张炳炎主持设计的中国第一艘万吨级远洋科学考察船“向阳
红 10 号”设计图纸，该船后来参加了 1984 年中国首次南极考察；1964 ～ 1966 年历史地理
学家侯仁之带领学生考察北京市古地下河道分布情况后绘制的古河道分布图《北京金口
河横剖面图》，曾为现代北京城市建设提供了参考 ；还有建筑学家吴良镛 1980 年代规划菊
儿胡同改造时的设计图纸，此项目后获亚洲建筑师协会金质奖和联合国“世界人居奖”。
而由科学家们亲手绘制的动植物标本图 ，是中心展柜中的重点展品：植物分类学家王
文采绘制的彩色植物标本图，鱼类学家刘建康绘制的鱼鳞片图，以及昆虫分类学家周尧绘
制的后来成为教科书中标准图的柞蚕标本图和车蝗标本图手稿等等 ，其绘制的细致、精美
使所有观众赞叹不已。
中国近现代科学史家樊洪业先生一直强调“历史因细节而生动 ”。 一本本泛黄的笔
记，一行行或工整流畅或如草如天书的文字 、公式和符号，一页页绘制精美的野外考察标
本图纸和工程设计图纸，是科学家们学术生涯中极富个性化的印记 ，同时也是中国现代科
学技术事业发展历程的真实记录和写照 。 品味它们，观众可以对“认真”“严谨”“求实 ”
这一类抽象的形容词、对科学精神的内涵和科学家的职业特征 ，获得直观、鲜活、具体的认
识。从为期一个月的实际展出效果来看 ，的确实现了我们这一预期。
3. 3

音视频展品———呈现科学家的音容笑貌
以图片和实物展品为主体的静态展览 ，在形式上难免使观众感觉单调，容易产生视觉

疲劳。而在展陈手段上也显得过于老套 ，会导致一部分年轻观众流失。在展览策划初期，
我们即已估计到了这一问题，所幸的是，三年多里积累的采集工程大量音视频资料，为调
整和弥补展陈形式与手段的不足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
展览中展出了音频与视频资料各一套 。 前者为 31 位留美归国的科学家在 20 世纪
90 年代接受访谈时的完整录音，共约 320 分钟。他们均为 20 世纪 40 年代中期赴美国留
学，学成之时恰逢新中国成立，他们毅然选择了归来———实现科技报国之梦，其中有“两
弹一星元勋”彭桓武、赵忠尧、陈能宽，有女半导体学家林兰英，等等。 他们绝大多数后来
都成为共和国许多学科领域、工程技术门类的开创者和奠基人。 上世纪 80 年代末，几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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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史研究者以口述历史的方式 ，保存下了他们对当年冲破重重阻力 、踏浪归来的访谈录
［8］
音。 2012 年，采集工程获得了这批原始录音磁带并进行了数字化处理 ，而此时，当年的
受访者已有大半辞世。当观众们在展厅里通过时尚的 I-pad5 看到他们 20 多年前的照片，
听到他们把自己人生最重要的抉择娓娓道来的时候 ，一定能对他们以及他们所代表的那
一批科学家的家国情怀有了更深刻的认识 ，这也是我们选择这套录音作为展品的目的 。
20 多年前的这一组访谈只保留下来音频资料 。 而采集
受技术条件与经济条件所限，
工程自启动伊始，便着力推动高质量音视频资料的采集 ，每一个采集小组都必须按照统一
的技术指标、规定的时长拍摄口述访谈的音视频 。将这些素材编辑制作，就可以让观众们
在同一个时空里与很多位老科学家面对面 ，聆听他们讲述自己的学术生涯，感受这些科学
老人们的风采。为此，采集工程馆藏基地以画面生动、视觉效果良好为原则，从已入藏的
视频资料中截取了 40 余位老科学家接受采集人员访谈时的片段 ，制作为一部近 1 小时的
视频并配以字幕，在展厅里循环播放，吸引了很多观众驻足观看。 其中，有何泽慧院士于
2010 年留下的一小段镜头。那时的她，已因治疗不及时而失忆，因此画面上她白发苍苍、
怡然自乐。翌年便与世长辞。这位极富个性的女核物理学家，通过采集工程在人世间留
下了最后的笑容。
3. 4 点触屏中的科学家小传
前文已述，主题展共涉及近 700 位科学家。某种意义上说，科学家是一个相对远离公
众视线的群体，展板上出现的那一个个姓名，对于非科技界的观众来说，只是一个一个陌
生的符号。因此，为了丰富展览的信息量，帮助观众对中国科学家的代际关系有一个较为
整体性的了解，我们整理编写了近 500 位现当代科学家的小传并配以头像，分为四组：出
1948 年选出的 81 位中央研究院院士，
生于 1890 年以后的中国第一批现代科学家 77 位，
233 位 1955 年聘任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66 位 1994 年当选的中国工程院首批院士。
它们分置于 4 个点触屏中，这样既便于观众深度了解这些科学家的主要经历 、科研成果
等，同时也丰富了展览所使用的展陈手段 。
这批传记资料共计 28 万余字，是我们根据各种文献整理编写而成 ①。 其中，中央研
究院 81 位院士的小传是个难点，由于此前并无权威、系统的出版物，加之他们特殊的政治
倾向与个人命运，因此各种散见的传记资料意识形态色彩较浓而客观性、准确度均不足。
我们在尽量充分掌握相关文献的基础上 ，进行对比、考证，并重新编写，力求严谨、客观地
将其学术经历介绍给观众。当然，我们尚未能完全做到这一点。
第 5 个点触屏的内容是关于采集工程，以文字形式简要介绍采集工程的主要进展 ，并
以列表汇总已接受采集的 304 位老科学家的名单及其学科领域、相应采集小组负责人的
名单及其工作单位。从中观众可以对采集工程有总体性的了解 。

①

主要依据的文献有：参考文献［9］、［10］，中国科学院官方网站（ http： / / www． cas． cn / ys / ） ，中国工程院官方网
站（ http： / / www． cae． cn / cae / html / main / col2 / column_2_1． html） ，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 / / scho． cssn． cn / xr / ） ；
台湾中央研究院网站（ http： / / academicians． sinica． edu． tw / index． php？ func = 1） ；光明网中国科学技术专家传
略（ http： / / www． gmw． cn / content / node_5283． ht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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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览的意义———发挥科学技术史研究的社会功能
获得了各界观众的普遍好评

展览获得了老科学家及其家属的高度评价 。陈佳洱、韩济生、陈清如、郁铭芳、陈可冀
90 多
等院士出席了开幕式，他们一致认为这次展览非常精彩，内容十分丰富。 展出期间，
岁高龄的俞大光、唐有祺、张丽珠、李桓英等一些老科学家先后自行观展，他们身体不好，
坐着轮椅流连于展厅睹物忆往，令人为之动容。周培源、侯仁之、周尧、王琎、翁文灝、计苏
华、曹本熹等老科学家的后代参观了展览 ，并提出各种意见建议，积极为展览提供新素材。
展览期间，众多科研院所、专业学会组织科研人员赴国家博物馆参观 。以中国科学院
为例，有十几个研究所及机关单位分别组团前去参观 。在京的部分高校、中学师生也分别
组织了参观。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和《晚间新闻 》等连续三次从不同侧面对活动进行
了报道。人民网制作完成两期现场访谈，先后由主题展编研团队的张藜研究员 、罗兴波副
研究员和展览主办单位中国科协的王春法书记 、许向阳处长和张利洁主任等以同步直播
方式与网友互动交流。
展览策划时，一度把主体观众定位于科技界人士 。然而，由于最终确定国家博物馆为
展出地，大大扩展了观众的范围与层次，进而提升了展览的社会影响力。 据统计，展览期
间参观人数近 3 万人，最高日参观量达 2600 人，其中还有一部分来自美洲、欧洲、日本等
国家和地区的外国观众。从写了满满 4 大本的观众留言簿可以看出，观众普遍认为这次
展览让他们直接感受到老一辈科学家们认真严谨 、务实创新的科学精神，感受到他们爱国
奉献、开拓奋进的民族精神，例如有位观众写道，“非常感谢有这样的科学家主题的展览，
回望科学进入我国的历史，这些科学家在历史长河中留下的足迹令人敬佩与感动。 有太
多不为普通人所知的科学家的奋斗历程 ，足以让我们学习与铭记。 希望此次展览可以整
理成书出版，有太多的细节值得挖掘与弘扬，再次表示感谢。”展期最初计划为 3 周，后两
次延长，实际展出 33 天。
2013 年 12 月 29 日下午，国务院副总理刘延东参观展览，张藜研究员担任讲解。 在
即席讲话中，刘延东充分肯定了展览的重要意义和积极的社会反响 ，并强调要继续做好采
集工程，做好采集资料的保存，并在全国组织巡展。 中国科协已于 2014 年 4 月在西安启
动了全国巡展，计划用两年时间覆盖全国 31 个省区市以及部分副省级城市。
4. 2 我们的思考与心得
总结和反思一年多来从策划到布展的整个过程 ，应该说，科学家主题展的基本定位是
非常清晰的，即努力打造一部百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图史，一部 20 世纪中国科学家的群
体图志，而同时它还担负有向公众宣传中国科学家 、展示科学精神的任务。 换句话说，这
是一个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展示自身 、服务于社会文化和科学文化建设的历史机遇 。
关于科技史研究的社会功能，学界一直多有探讨并取得了理论上的共识。 作为科技
史研究者，我们把主题展的筹办视为一次将理论付诸于实践的探索 。 我们希望展览能较
为客观、真实地展示百年来中国科学技术发展的历史过程 ，生动、鲜活地呈现中国科学家
群体的科研、生活状态，使观众更深刻地认识到中国科学家们的个人学术生涯与人生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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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同民族、国家、社会的演进相交织相融合。
为此，我们在学术研究与公众需求、社会宣传之间不断调适：20 世纪 20 ～ 30 年代是
中国现代科学全面奠基、科学家共同体出现的时期，人才辈出、成就卓著，但限于篇幅，最
后只能以易于吸引观众眼球的若干“第一”来简略概之； 为保持历史原貌并利于观众对中
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等不同时代的科学家精英群体有较为完整的认识 ，我
们保留了中研院人文组院士和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的名单并提供小传 ，而
这与展览的主题与主体有些许的偏离 ，可能会影响部分观众对“科学 ”一词的理解； 对于
一些科学家在“文革 ”等历次政治运动中的境遇，因未能深入展开而似显不够客观。 同
样，我们也不得不为历史文化蕴涵与时尚元素之间如何平衡而纠结 ，例如设计制作团队建
议增加沙盘、微缩模拟场景等动态展陈手段，以加强观众的参与和互动，但因顾虑娱乐化
可能会影响历史性展览的庄重气氛而放弃 。
中国现代科学家群体的演进、中国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是一个距离公众视线较远的
领域。举办展览，让更多的人初步认识和理解这一段正渐渐远去 、艰难与辉煌并存的历
史，鉴往知今，鉴往知来，这是中国现代科技史研究的应有之义 ，学术研究的社会作用藉此
得以体现。同时，这也是一个科技史研究者应尽的社会责任 ，即把个人的学术研究贡献于
社会，相信随着中国现代科学史研究的不断深化与积累 ，和社会需求的广泛增加，会有更
多的同行探索出更多的途径与方式 ，来扩展学术研究的社会功能。

附录 1
“ 科技梦·中国梦：中国现代科学家主题展 ”章节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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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事业后继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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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身基础设施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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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系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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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自己培养的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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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农业生产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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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留学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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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医疗卫生事业

4. 4. 3.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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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心科学研究

4. 4. 3. 2

3. 3. 5

展示新中国的科学形象

第五篇

逆境中的坚守

3. 4

CUSPEA 计划
CUSBEA 计划
走进新时代

5. 1

百年学人科学梦

3. 4. 1

政治运动冲击下的科研和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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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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坚守科研

5. 3

多彩人生

3. 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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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年梦想的新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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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n the Social Function of the Study
of the History of Pictures and History of Modern Chinese Science
—Summary of “Technological Dream·Chinese Dream—the
Theme Exhibition of Modern Chinese Scientists”
ZHANG Li，ZHANG Jiajing
（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Natural Sciences，CAS，Beijing 100190，China）

Abstract From December 15，2013 to January 17，2014，the first exhibition with the theme of
the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of groups of modern Chinese scientist—“Technological Dream·Chinese
Dream—the Theme Exhibition of Modern Chinese Scientists ”was open at the National Museum of
China． In this paper，the thinking processes of the creative team involved is reviewed in respect of
designing the exhibition structure，writing the scripts，and selecting the exhibits，thus elaborating the
academic ideology of“explaining history with people”，“explaining history with pictures”，and“explaining history with objects”based on academic research． Moreover，how to combine the research
results of China's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istory with public cultural communication more
efficiently is summarized and discussed．
Key word China's modern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history，social function，exhibition，
scientist group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