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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分享了在果壳网和科学松鼠会的平台上，科学传播与科学研究相互促进的案例，包括：科学传播

促进科学共同体内部跨学科间的交流，科学传播帮助整合用于科研的社会资源，科学传播扩大科研结果的影响
力，赢取公众信任，科学传播让观点相互碰撞，相互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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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通常会被当作是科学研究的下游
或者附带衍生出的部分，但在现在这样一个科
学传播日渐频繁和广阔的时代，科学传播扮演
的角色可能会更为多元和多层次。在果壳网和
科学松鼠会的平台上，科学传播与科学研究相
互促进的案例不乏少见，本文将分享这些来自

实践当中的真实案例。

1 果壳网和科学松鼠会所进行的科学传播活动
科学松鼠会正式成立于 2008 年 4 月，是
一个汇聚了海内外优秀的华语青年科学传播者
的非营利机构，用群博发布大量科普文章。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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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松鼠会组织创办的“未来光锥” （原名“果
壳时间”，于 2011 年 11 月更名） 是其最有特
色的线下活动之一。这一活动邀请科学家和其
他领域的专家作为演讲嘉宾，针对公众做科学
演讲。目前已进行了 15 期不同主题的活动，
共计 68 位不同领域的专家作为嘉宾出席。
果壳网则是一个 2010 年 11 月上线的网站，
隶属北京果壳互动科技传媒有限公司。果壳网
定位于以科技为核心的社会化媒体，除了利用
自身网站进行及时、新鲜、有趣的科学传播，
还以“万有青年烩”为子品牌进行线下活动。
在重大科学事件发生时，果壳网总是尽量第一
时间利用与之建立联系的专家资源，在其网站
或者利用微博微访谈等形式，针对大众进行通
俗易懂的解读。目前，果壳网本身和其在其他
网站开设的微博账号，已经成为中文互联网上
重要的科学传播和科技新闻事件解读平台。

2 科学传播对科研的促进作用
众所周知，今天的科学研究已经高度专业
化，不经过长期大量的知识和技能训练已经难
以从事。在众多领域，别说公众，科技已经细
化到了连其他领域的专家也难以了解的地步。
那么科学家之间的科学传播，也显得极为重要。
传统上来说，科研体系内部交流和分享信
息的最重要的渠道就是发论文、出专著、参加
专业学术会议。然而过于狭窄的领域、过于僵
化的途径，或者由于时间、个人兴趣等原因，
科研的专业化也常常阻碍了创新的思维和灵
感的获得，在跨界合作中尤其如此。反倒是针
对公众的科学传播有时可能会另辟蹊径，带来
一些令人意想不到的结果。
2.1 科学传播促进科学共同体内部跨学科间的交流[1-2]
案例一

仇子龙与龙漫远的跨界合作

仇子龙，中国科学院上海神经科学研究
所研究员。他所从事的工作，是利用小鼠对
自闭症的分子机制进行研究，并尝试从小鼠
到灵长类建立动物模型。在这个过程中，他
曾经非常遗憾在象牙塔里的基础研究不容易
被社会大众所理解、认同，因此特别希望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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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的研究可以让自闭症患儿家属更了解这种
复杂的疾病，以及让社会大众对这种复杂疾
病做出更好的准备。
2010 年 9 月，仇子龙参加“未来光锥”。
同媒体的接触让他有机会接触更多自闭症儿
童和家长，一些自闭症病人 （或罕见病组织如
“瓷娃娃”
） 自发形成的组织也由此次活动了解
“瓷娃娃”
到他的工作，希望和他建立联系 （
组织找到“未来光锥”的时候说，患儿家长能
理解基础研究还不能立即帮助自己的孩子，但
他们还是希望能听听前沿科学对自闭症的理
解。其实在外国也是如此，很多关于自闭症的
基础研究都是家长建立基金会资助的。但能有
这样的远见，传播所起的作用是肯定的）。对
于他来说，这些迫切希望了解自闭症患儿家属
的期望，让他更体会到自己的社会责任所在，
同时与患儿家属病友会的多次联系也让他接
触到第一手的医学遗传学信息并给科研提供
了新的动力。
不仅如此，更重要的是，通过“未来光
锥”的平台，他认识了芝加哥大学演化生物学
教授龙漫远。同样作为“未来光锥”的嘉宾，
龙漫远在基因组演化方面有很深的造诣，特别
是在新基因的起源、性基因的演化等研究领域
取得了多项突破性成果。此二人原不相识，在
“未来光锥”的后台结识并开始畅谈科学。相
谈甚欢后，仇子龙邀请龙漫远访问其所在的中
科院神经所并作学术报告。在深入交流后，他
们开始尝试从基因组的角度 （而不仅仅是几个
基因的层面） 合作研究人类特有新基因对大脑
发育的作用，以及自闭症与人类进化的关系。
2012 年 4 月，仇子龙在微博上 @ 了“未来光
锥”的科学星探，他告诉我们，这个合作完全
是因为参加“未来光锥”才缘起的。他同时还
希望，科学传播活动对科学家之间的交流起到
更大的作用。
这是一个典型的通过学术交流体系之外的
科学传播而进行的科研体制内的跨界合作。仇
子龙老师与龙漫远都可谓各自领域内优秀的
研究者，但一个面向公众的平台，却让同为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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宾的他们携手合作。
2.2 科学传播帮助整合用于科研的社会资源

[1]

科研工作者通常被认为身处“象牙塔”之
中，所做的研究则是基础性的、数据性的，问
及应用则多是“前景如何”，针对这种情况甚
至有评论说：“在某些方面，科学已经自绝于
社会。”这种状况可能会危害到研究本身，使
科研的方向越来越狭窄，从而形成了一个恶
性循环。如何突破这种窘境，让公众理解科
学，让科学得以应用，可能还是一个方向。
案例二

魏坤琳：用科学传播为科研助力

魏坤琳为北京大学心理系副教授，从事运
动控制、感知运动融合和计量神经科学等方面
的研究。2010 年 10 月，我们第一次邀请他为
“未来光锥”做嘉宾的时候，他向我们展示了
实验室里令人炫目的运动测量系统：人往踏
板上一跳，电脑屏幕上立刻展现足底压力曲
线。那次他反复强调自己是做基础研究的，说
为“未来光锥”演示的体感游戏只是他研究中
最“不正经”的一小部分，还嫌我们把他包装
成不务正业“做游戏的”。一年后，等他再次
应邀到我们“未来光锥”的工作坊的时候，他
开始向公众讲解，为什么糖尿病人的足部溃疡
可以通过生物力学这样的技术，来避免被截肢
的命运。
这一年间，通过我们的科学演讲，他得到
很多反馈，了解到大众对某些科研问题的想
法，或者是偏见。这让他意识到科学必须接地
气，让公众获益，所以他做了很多更为实际的
工作，用他的动态足底压力测量的技术帮糖尿
病患者评估足部溃疡风险，并定制具有防治效
果的鞋垫和鞋。后来他又研发了帮助脑卒中患
者进行平衡能力康复的虚拟现实系统。不久
前，他想把挑选符合自身运动生物力学特点的
运动鞋的重要性普及给公众，测试了市面上常
见的国内外几十款运动鞋，并在果壳网将得到
的测试结果传播出去，还在微博上和读者互
动。接下来他还会针对童鞋做同样的测试。
通过与公众的交流与反馈，魏坤琳把这些
技术带出实验室，带给那些需要它的糖尿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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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中风病人、爱好运动的人士以及普通人，
公众的反馈也引导他不断在科研领域发现新
的项目和方向。而同时，随着知名度的提高，
他在研究中招募被试的几率也有所提高。科学
家手中掌握的技术，整合社会资源，就能扩大
它的应用面。
2.3 科学传播扩大科研结果的影响力，赢取公众
信任[1]

在我们现有的科研体制之内，“做这样的
事 （科学传播） 算什么科研成果”？一个花精
力参与科学传播的学者可能不得不面对这样
的质疑，甚至是自问。为什么科学界对科学传
播的热情会遭遇如此尴尬？
科研界对于科学传播给予的鼓励极少，使
得科学家没有什么动力做科学传播，这方面的
原因就不必多说了。单说现代科技的复杂和专
业，经常导致报道失实，媒体错误的科学报道
层出不穷，一些严谨的科学家也由此而选择远
离媒体与公众，谣言与伪科学却乘机流传，致
使公众对科学界的信任较之以往大打折扣。
这种情况，常促使我们思考，像我们这样
以科学传播为使命的一家网站 （果壳网） 和协
会 （科学松鼠会），如何获得公众对于科学和
科学传播的信任？好在每次遇到与流言对抗或
者宣扬科学之魅力的时候，我们总能找到可以
发出自己声音的专家作为我们的强力支援，他
们不但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而且善于利用媒
体进行表达。
案例三
家新形象

范志红：传播靠谱的知识，构筑专

食品安全是我们现在公众生活中最受关注
的领域，除了要时时防范层出不穷的食品安全
事故，人们还希望能够吃得更加合理、更加健
康。在这方面，中国农业大学的副教授范志红
“走红”可能恰逢其时。作为研究食品科学和
营养方面的专家，范志红出版了很多关于食品
安全和营养方面的书，并做了很多电视节目，
包括广东卫视的 《健康来了》、陕西 卫视的
《健康 56 点》 等。
以范志红今日之名气，做些商业代言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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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之类的绝不是问题，但范志红强调，自己绝
不做商业性活动，但对于进行科学传播，她基
本上算是来者不拒。2009 年，范志红参加我
们举办的“科学嘉年华”互动讲座，讲解“为
、
什么食物相克不靠谱”
，破解“虾和维生素”
“螃蟹与柿子”同吃会致命等谣言。在果壳网，
她开设了日志，把她关于食品方面最新科普都
放进来。高考前一天，她还应邀作为果壳网的
嘉宾，在微博上做微访谈，指导高考考生如何
安排考前饮食，并且利用微博平台，持续地传
播营养学和食品安全的知识。
这些长时间、持续性进行的科学传播活
动，不仅使得正确营养和健康观点得以传播，
也在一定程度上重新塑造了营养学和食品工
程学科的形象，重新构建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
信心。
案例四

姜振宇：让新学科走向公众

另外一位善于利用媒体的科学传播者，是
中国政法大学中国法律信息中心主任、微反应
研究小组组长姜振宇。
姜振宇所从事的是非常前卫的科研工作，
他的绝活儿是“看人”
，通过一部摄像机、一
支笔、一张纸、一段对话，便能在回放视频的
过程中捕捉被观测者脸上被压抑的表情残迹，
从而参透其背后的心理世界。他领导了国内
首家应用心理应激微反应进行测谎的团队，
在学校开设了中国第一门“微反应研究”课
程。
2011 年 6 月 ， 他 应 邀 参 加 江 苏 卫 视 的
《非常了得》，在这档由相声演员郭德纲和著名
主持人孟非主持的娱乐节目中，他因为通过嘉
宾的细微举动和表情变化，准确地帮选手做出
判断而突然蹿红，让很多观众因此而知道了
“微反应”这样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2011 年 10 月，姜振宇作 为嘉宾，参加
“未来光锥”，同时他还以“微反应研究小组”
在果壳网注册了用户，通过果壳网的平台和
果壳网爱好法医学的用户交流，并向读者传
达他们最新的研究成果。虽然他最初做节目
广为人知之后，也曾为每周要拿出近一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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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来应对各种电话和邮件采访而烦恼，但他
仍然觉得，要让公众明白，也向学术界证明，
微反应的研究是科学而具有新意的。他的“微
反应”项目原本是其所在的法律信息中心日常
工作中的一个普通环节，但现在已经做得家喻
户晓，并藉此与国内外很多相关的研究机构和
人员建立了沟通平台，在研究层面取长补短。
2.4 科学传播让观点相互碰撞，相互启发

实际上，在果壳网和松鼠会的科学传播实
践中，如果我们不执著于做科学传播的人都像
以上案例所提到的那样，都是专业领域里的研
究者，而把范围扩大到研究力量的后备军，比
如博士生、硕士生，甚至本科生，那么科学传
播和科研互动的案例就会更加丰富。
案例五 “飘飘 37”农学生启发政策研究专家

果壳网友“飘飘 37”是康奈尔大学农学
院的学生，2012 年 6 月才刚刚本科毕业，但
她对于农作物起源的研究、转基因的理解，都
非常深刻。她曾经在果壳网上与一位旅法的艺
术家就转基因问题进行的一系列争论，简直可
以代表目前公众和科学界主流对于转基因的
态度。“飘飘 37”在这次争论当中表达的一
个观点：“转基因技术之所以有被大公司垄断
的嫌疑，并不是因为这项技术本身有多高深，
正是因为社会上太多不理性的反对声，导致了
转基因育种的品种需要经过大量的安全性测
试，而采用传统育种方式的抗虫抗病的品种，
或者野生近亲的杂交种，完全都不需要安全性
测试……”这段争论的链接被 MIT 的访问学
者，也是果壳网的专栏作者贾鹤鹏拷给了哈佛
大学肯尼迪政治学院的 Juma 教授，没想到这
位身为联合国粮农组织政策咨询专家的 Juma
教授居然靠 Google 翻译把“飘飘 37”的这个
评论摘了出来，并认为这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
点，并将在他今后的研究和政策咨询中进一步
拓展。
这个案例也告诉我们，科学传播的方向不
见得总是从“高”到“低”的，有时也会相
反，来自“底”层的观点，也会启发此领域内
“高”层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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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语
以上的案例均来自于果壳网和科学松鼠
会的实践活动，所涉及专家均与活动组织者
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并在此次论文撰写之
时接受采访，并确认论文所描述事实，由此
进行科学传播活动对其科研的促进作用是比
较容易得到反馈的。考虑到今日科学传播的
主要媒介已经大大超越现实当中小规模的线
下活动，而更多的借助于大众媒体、网络媒
体、移动终端等新媒体形式进行，科研工作
者从事科学传播的平台更加广泛，与受众进
行互动与反馈的频率更高，形式更加多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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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在促进科学研究方面，所扮演的角
色可能会更为多元和多层次，它对科学研究
的作用可能也不是可有可无，而是更加复杂
和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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