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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 年，“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
在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的倡议与推动下，
（ 以下简称“采集工程”） 全面启动，以老科学家学术成长经历为主线，有计划、系统地搜集
4 年来已积累了一批不同时期的手稿、书信、照片和口述史料、音
散见于各处的历史资料，
。
视频资料 这些珍贵史料，不仅仅是老科学家们个人学术生涯的历史记录 ，更是现代科学
技术相关领域近百年来在中国发生 、发展的真实写照。
与资料采集工作同步启动与推进的 ，还有对老科学家们学术成长历程的研究工作 ，由
此形成了一批以传记为体例的研究报告 ，并择优纳入《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
丛书》（ 以下简称《传记丛书》） 出版。到 2015 年初，已分 3 批共出版 50 册科学家传记。
这一《传记丛书 》自酝酿起，便定位于“学术传记 ”。 在此，“学术 ”一词实有双重含
义，一指以科学家个人的学术生涯为主题 ，二则强调传记的“学术性 ”，即以学术研究为主
旨，写作立足于经过严谨考辨的史料 ，并充分借鉴科学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史的研究成果
与研究方法。而坊间的科学家传记多侧重于文学性和宣传性 ，很难作为信史。《传记丛
书》的要求是：
以科学家个人的学术成长经历为主线 ，辅以传主所在学科、技术或工程门类在国
内外的发展历程，同时要以中国社会百年来的现代化进程作为背景 。
简要述之，即须将科学家的个人史与学科史、社会史相结合，将传主个人经历纳入到
社会历史之中予以考察，以小历史来映衬大历史。 这就要求写作叙事必须真实、客观，忌
用文学创作笔法，不推测、不虚构、不溢美、不拔高、不揽功、不诿过，坚持论从史出，避免对
传主作不切实际的评价。比如，无论是书名还是行文，都避免使用 “…… 之父 ”等此前惯
用的表述。
根据这一原则，采集工程希望每一册传记都能够以翔实的历史文献资料和相关图片 ，
多角度、全方位展示科学家的学术成长和人生历程 ，把科学家的成长成材故事建立在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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掌握运用史料并深入解读的基础之上 。通过已出版的 50 册传记可以清楚地看到，《传记
丛书》的史料来源广泛，几乎涵盖了研究当代史所需要的各种史料类型 ： 老科学家本人或
其同事亲友弟子等的口述史料； 老科学家个人的研究手稿、工作笔记、信函； 求学地、工作
单位保存的有关档案资料； 不同历史时期的有关报刊资料； 许多机构史志、行业志乃至地
方志。其中，口述史料是本丛书最重要的史料来源之一 。在每个采集小组的工作中，都需
要对科学家本人以及了解传主科研经历的亲朋好友 、学生助手等进行系列访谈，实地走访
传主曾经学习和工作的地方。这些访谈史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文献史料的不足，更鲜
活、生动地呈现了那些已渐渐远去的历史细节 。
同时，《传记丛书》努力通过强化若干体例和规范，来形成自己的学术特色，具体包
括：
除依照传记通行体例简要介绍传主生平 、科研成就等以外，每册传记还需要着
重介绍采集过程、重要采集成果，并按照学术规范对已有传记研究进行综述 。采集工作是
导言

传记写作的主要资料来源与研究平台，在《导言 》中记录采集进行的过程、梳理重要史料
发现，可以留存采集工作的“历史”与线索，供后来的采集人、研究者使用。
传记要求对每位传主的学术成长特征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 ，总结出传主最
鲜明的个性特点和学术成长特征 。这项“规定动作 ”很具有挑战性，作者既需要对传主的
结语

性格气质、学术思想等都具有细致入微的把握 ，也需要具备剥茧抽丝、见微知著的研究能
力，对全书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
把这些《导言》和《结语》集成起来，实际上就是对科技人才成长特点及社会条件的深
入探讨。在已出版的 50 册传记中，有多位作者在这两个环节对“钱学森之问 ”给出了各
具特点的思考与回答。
注释 是《传记丛书》着力打造的重点之一。传记作品通常都有意回避注释，认为注
释会影响阅读的流畅性，会使很多读者感觉呆板而放弃阅读。 但作为一套科学家的学术
传记，史实的准确可信直接体现在规范的注释中。《传记丛书 》的注释除了采用通用的文
献著录格式之外，还强化了对史实的考辨、对重要相关人物或事件的说明等，以保证论出
有据，写出信史，并为以后的相关研究和读者的扩展阅读提供准确可靠的线索 。
也是《传记丛书》的重点内容之一。每份年表平均在 1 万字以上，在篇幅上大
大超过了其它传记中的工作履历或大事记 ，在内容上则是全面而简明扼要地勾勒出每位
年表

传主科研生涯的关键节点，可成为读者便捷的案头工具，即使未读全书，也可由此对传主
的人生经历、师承脉络、科研活动、主要科研成果、学术交往、与科研相关的社会活动等等，
获得清晰准确的了解。
配图 老科学家不同时期的照片，是采集工程数量最多的收获之一。 已出版的《传
记丛书》每册传记的配图多在 50 幅以上，以求图文并茂，以图证史、以图解史。 在仍以人
物照片为主体的同时，还注重选择那些具有特殊时代烙印或史料价值的手稿、笔记、图纸
等等作为插图刊印，丰富了配图的类型和信息量、时代感，并由此公布了一批通过采集工
程获得的珍贵史料。
科学家研究与传记写作，本身需要建立在史料搜集与深入解读的基础之上 ，同时又为
若干相关学科研究提供史料依据和可靠素材 。50 位传主的学术成长过程，既具有中国社

1期

张藜： 《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料采集工程丛书》： 对科学家传记的一种新探索

109

会百年变迁所决定了的时代共性 ，又具有因迥异的家庭背景、信仰、价值观、学科特征甚至
政治遭遇等所赋予的个体性差异 。从科学史研究的角度来看，《传记丛书 》所记录的科学
家们的个人成长史，是不同学科与技术工程门类的发展史。 而从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
和人才及其相关政策研究等角度来看 ，这一批传记无疑可构成一批丰富翔实的个案 ，例如
可由此分析科技人才成长的特点 、规律及其所需个体性因素、社会条件，可以研究学术传
承的形成机制与影响因素，等等。
《传记丛书》大体采用以时间为序的编年史体例组织史料 ，努力清晰地理清脉络，充
分展现出传主丰富多彩的人生历程 。 对于此前已有传记出版的部分科学家，本《传记丛
书》能否在准确把握史料的基础上更加真实全面地还原传主们的学术成长历程 ，读者自
会做出评价。而对于很多位此前无传记的科学家们，《传记丛书 》的出版一方面是记录下
他们个人学术生涯的轨迹，同时在一定程度上也是记录了他们所处的相关学科与工程技
术门类在中国的发展轨迹。但不可避免的是，为了面面俱到地呈现出传主们各个方面的
工作、成就，特别是写到晚年时，大多数传记采用了专题史的写作方法，有时形同“工作总
结”，突出了科学家科研等相关活动的全面性 ，但打乱了传记应有的时序性，因而在一定
程度上削弱了可读性。如何在信史与可读性之间寻找平衡，寻找双赢，是《传记丛书 》将
继续努力探讨的问题。
《传记丛书》的作者以科学史研究者和工作在科研一线的科技人员为主体 ，也有一些
图书情报、新闻宣传等等不同岗位的人员。面对这样一批专业背景复杂多样的作者 ，采集
工程一方面极力强调学术研究导向 、史学规范，使不同专业背景的作者能够准确使用历史
学的基本方法开展史料搜集与研究解读 。另一方面采集工程也强调要尊重作者的不同风
格，尽可能做到每一册传记都各具特色。 无论如何，《传记丛书 》在讲述科学家科研人生
的同时，还希望能够把科研活动的过程与细节 ，把实验室中的感受，把科学家们的职业特
征，呈现给读者。
此次在《中国科技史杂志》“书评·书介”栏目集中刊登 50 册传记的提要与作者、
出版信
息，
我们希望能引起读者的关注与赐教，
以便共同探讨科学家传记的研究路径与写作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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