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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会在科学写作人才培养中的角色与功能
—基于英、美、加三国科学作家协会的分析
——
张志敏*
（中国科普研究所，北京 100081）

[摘 要] 科学写作是科学传播的有机组成部分，科学作家协会是促进科学写作的社会组织。本文基于对科学写作活

跃、以国际通用的英语为官方语言的英国、美国和加拿大三国科学作家协会的分析，探讨其如何以学习、培训教育资
源服务会员职业技能提升、以行业资讯服务会员职业空间扩展、以社会奖励服务会员追求职业生涯卓越，并提出加强
协会会员服务顶层设计、整合社会资源、加强信息化建设等建议，以资我国科学写作类协会组织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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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写作是科学传播的渠道和载体。在大
众科学传播和科学共同体科学传播两种语境
下，科学写作 （science writting） 有着不同 的
含义：前者是指以非技术方式就科学主题进
行的写作，其阅读对象是科学家以外的公众，
以促进公众对科学的理解为目标；后者是按
照学术范式报告科学观察和结果的技术性写
作，其阅读对象主要是科学家群体，以促进科
研成果在学界同行内的传播为目标。本文探讨
的是大众科学传播语境下的科学写作。
在国际上，以科学写作为主要职业的人群
称为科学作家 （science writer）。由于早期的科
学作家们致力于为报纸和杂志撰写与科学相
关的文章，因而在西方，科学作家常常被“科
技记者”（science journalist） 代替 [1]。然而，从
一些国家科学作家协会的成员、业务范围来
看，科学作家除了科学记者之外，也包括以科

学传播为目的进行创作的科幻作家、小说家
等。因而我们也可以这样认为：狭义的科学作
家专指科学记者，而广义的科学作家除了科学
记者之外，还包括其他以科学技术为题材内容
进行大众普及类创作的人，也就是国内科普界
常说的科普创作者，应该涵盖科普作家、科普
翻译家、科普美术家等。从这个意义上讲，国
际语境下的科学写作与国内的科普创作是具
有天然联系的。20 世纪 30 年代以来，科学作
家之间出于学术交流和职业互助的需要而自
发成立科学作家协会组织。2007 年的一次调
查显示，世界上有 50 多个国家和地区有科学
作家协会 [2]。科学作家协会在促进科学作家职
业提升、促进科学写作行业发展方面发挥着实
际推动作用。因而，深入探讨国际上的科学作
家协会组织对于我国科普创作的行业发展是
有实际意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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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选取科学写作活跃、以英语为官方语
言的英国、美国、加拿大三个国家的科学作家
协会为研究对象，分析其在科学写作专门人才
成长和培养过程中充当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
并尝试为我国科普创作繁荣发展提供组织建
设方面的有益借鉴。

1 英、美、加三国科学作家协会及其会员管理
1.1 协会的宗旨与性质

美国科学作家协会 1934 年成立，1955 年
转制为有限公司，致力于推进大众媒体准确
地传播科技信息，增进公众对科学与社会的
理解，培养和提升科学作家的创作兴趣。协会
会员包括记者、作家、编辑、制片人、公共信
息专员以及电影、博物馆展品等脚本编写者和
制作者。至 2016 年有 2 000 名会员和 200 多
名学生会员。
英国科学作家协会成立于 1947 年，2010
年转制为有限公司，是科学作家、科学记者、
广播员和科学传播人士的协会组织，旨在促
进科学写作，提升英国科技新闻报道水平，打
造科学作家的行业互助社区，为新思想的萌发
培育理想环境。
加拿大科学作家协会由科学记者和医学
记者于 1971 年发起，是各类媒介平台上科学
传播人士的联盟。会员包括媒体人员、科研
机构传播专员、技术作家和教育家等。协会
以培育卓越的科学写作和科学新闻报道为使
命，旨在提升公众对加拿大文化中科学的认
知和理解。
可见，美、英、加三国科学作家协会发
起者均为科学新闻记者，会员均以科学新闻
记者为主体，并涵盖以科学传播为目的、利
用各种媒介开展创作和活动的其他人士。不
同之处在于，美国、英国的科学作家协会属
于公司性质。
1.2 协会的会员管理

会员是协会的血液和生命力所在，完善的
会员管理是协会提供 有效会 员服 务 的基 础。
英、美、加三国科学作家协会都对会员实行年
度认证，会员组成及准入条件有异有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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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科学作家协会有三类会员：
（1） 普通
会员：以职业化新闻和写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的人；
（2） 副会员：以提升公众对科技理解为
主要工作、不以新闻和写作为主要收入来源
的人 （全 职、有固定收 入的 学 术研 究 人 员、
给报纸专栏撰稿的人）；
（3） 学生会员：全日
制或在职学生，可以是某科学传播培训课程
的学生、参与新闻写作的科学专业学生，或
是对科学新闻感兴趣的学生记者。学生会员
和副会员没有选举权。
美国科学作家协会会员有普通会员和学生
会员之分，并接收国际会员和国际学生学会
员。普通会员入会需提交科学传播类作品作为
遴选参考；学生会员要求为新闻专业或科学专
业的学生或校报学生记者。学生会员为一次性
身份，任期两年，两年后可转为普通会员。
加拿大科学作家协会设有普通会员和学生
会员。以下为协会会员吸收对象：（1） 对环
境、健康和医药议题以及社会、科技、科学政
策等相关领域感兴趣的记者或公共信息专家；
（2） 对公众传播感兴趣的科学家；（3） 有志于
了解科学新闻写作的新闻教师或学生；（4） 关
注科 技对社 会影响及最 新相 关 消息 的 人 士；
（5） 有意联络科技专家的人士；（6） 对会见科
学新闻记者感兴趣的人；（7） 寻找报道素材、
创作想法或提高科学写作技巧机会的人。学生
会员须是全职学生。
比较而言，加拿大科学作家协会会员构成
更多元化，美国科学作家协会更开放，而英国
对普通会员的职业要求以及副会员和学生会
员的无选举权的规定，更体现出其以科技记者
为绝对主体的特点。

2 以学习、培训教育资源服务会员职业技能
提升
科学作家协会会员既有行家里手，也有经
验阅历尚浅的初学者。新手面临着入门学习的
挑战，而行家也需要持续学习以保持在行业中
的生存和竞争能力。因此，帮助会员提升科学
写作技能、构建职业基础成为科学作家协会服
务会员的基本落脚点。针对于此，英国、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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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加拿大的科学作家协会都以各自的网站为
平台，打造集实用性、指导性于一体的资源服
务平台。
2.1 写作技巧指导服务

英国科学作家协会提供两类学习指导资
源：（1） 写作指南，如科学写作设计指南、科
学新闻调查研究指南等，并拓展以相关的资
源链接；（2） 写作范文，如 Nieman 基金会的
75 篇最佳叙述性新闻。美国科学作家协会提
供科学写作教学大纲和练习材料，尤其为新
手备有写作指导和常见问题解析，并附以有用
的资源链接。此外，还提供由有公众信息专员
提出的科学词汇，帮助会员及时关注潮流趋
势、话题和争议问题，保持职业敏感。加拿大
科学作家协会提供有 《科学作家手册》，由 35
位获奖作家根据自身创作经验编写而成，既
有基本写作技巧，也涉及心理危机应对、商业
策略等其它技能。
2.2 文献服务

期刊、数据库等是科学写作活动的必要工
具，但其昂贵的价格、领域分散性让很多会
员，尤其是自由撰稿人望而却步。而科学作家
协会却有可能集成此类资源，以在线方式向会
员提供直接文献及延伸文献的获取渠道。比
如，美国科学作家协会向会员提供协会官方出
版物 《科学作家》 季刊、科学新闻网站链接和
有助于科学写作的文章与链接；同时，还提供
有科学新闻全文数据库，如爱思唯尔的 ScienceDirect 数据库,该数据库包含来自于科学期
刊、医学期刊、美国物理学会期刊、年度书
评、自然新英格兰医学期刊和美国医学会期
刊的 2 500 多篇文章。而英国科学作家协会则
向会员提供可用的期刊文章清单，以及精选
的新闻类相关图书。
2.3 培训教育信息服务

美、英、加三个国家的科学作家协会通过
组织学术活动，集成大学、研究机构培训教育
资源信息，为会员的写作技能提升与职业发展
创造条件。
美国科学作家协会每年召开研讨会，期间
举办专家讲授交流、小组讨论等形式的入门培

训、高级培训，并向会员介绍科学写作的网络
组织。英国科学作家协会则提供科学写作相关
课程的资源链接，如写作函授课程；还提供英
国以及国外的科学新闻、科学传播、新闻和广
播方面的课程链接。加拿大科学作家协会也提
供一系列科学写作相关学历、学位教育的信
息。例如，卡尔加里大学的科学写作课程，是
纳入加拿大商业与技术写作证书、营销与公共
关系写作证书的继续教育课程；世界记者联盟
开设科学新闻写作在线课程；肯考迪亚大学新
闻系有科学记者研究和教学平台；圣文森特山
大学有传播研究系学士学位项目等等。加拿大
科学作家协会还为会员提供科学传播的实践
平台，如班夫科学传播项目。该项目面向科
学、工程、科学传播、新闻、知识转化、科学
拓展、科学政策和文化产业领域的人士，以论
坛和座谈会形式分享、交流、传授科学传播的
技巧和经验。此外，为了给会员的科学写作提
供智力支持，加拿大科学作家协会还提供卡尔
顿大学和拉瓦尔大学自然科学领域教授的相
关链接。

3 以行业资询服务会员职业空间拓展
科学写作是一个行业，科学作家是一项职
业。英、美、加三国的科学作家协会还着力向
会员提供就业以及其他保障性咨讯，服务于会
员的职业空间拓展。
3.1 行业动态与就业资讯服务

作为行业互助组织，美国、英国科学作家
协会十 分关注业界动态，放眼 劳 动 力 市场 ，
帮助会员抓住就业机会。美国科学作家协会
一方面提供包括协会新闻、教育科学写作新
闻、科学作家年会和美国科促会会议报告等
行业动态类信息服务；另一方面，每年会发
布 200 个左右来自社会的职位需求和自由撰
稿机会。英国科学作家协会也发布媒体用人
的广告和信息。
3.2 奖学金与资助资讯服务

为了寻求更多经费支持，支撑会员创作、
学习和继续教育，美国科学作家协会建成了全美
相关奖励、奖学金以及科学作家可能有资质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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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其他类型资助信息的数据库，向会员及时发
布。例如，有用于参加科学作家年会的旅行奖学
金，参加国际科学记者大会的范戴蒙奖学金等。
同样，英国科学作家协会也有类似做法。

4 以社会奖励服务会员追求职业生涯卓越
社会奖励是行业协会的重要功能和传统。
科学写作协会设立的行业奖励既是对创作成
果独创性、重要性、科学性和社会价值的承
认，也是对科学写作人员创造能力和职业声誉
的肯定，能激发科学作家的自信心、创造性和
积极性 [3]。英、美、加三国科学作家协会都通
过社会奖励激励会员及行业从业者追求职业
生涯的卓越。
4.1 英国科学作家协会的社会奖项

英国科学作家协会设有科学作家奖，旨在
表彰在科学新闻报道和写作方面的优秀作品
和作者。该奖项在 1996—2007 年间连续评选
颁布，已发展为科学写作界的奥斯卡奖和世
界各地同类奖项的典范。2010 年，该奖项在
詹森研究发展中心支持下重新启动，并在英
国皇家学会、英国皇家物理学会出版社、英国
皇家物理学会研究所等机构资助下实现了新
奖项类别的开辟，落实了奖金。2016 年的奖
项包括：最佳专栏奖、最佳新闻奖、最佳电视
节目及在线视频编剧 / 脚本奖、皇家学会广播
奖 （最佳广播节目或播客编剧 / 脚本）、最佳
新闻深度调查奖；英国记者协会史蒂芬·怀特
非科学语境下最佳科学传播和报告奖；最佳
新人奖；凯瑟琳·贾尔斯科学博客奖；最佳学
生科学博客奖；英国皇家物理学会科学出版
学子奖及终身成就奖。
4.2 美国科学作家协会的社会奖项

美国科学作家协会设有两个奖项，分别是
美国科学作家协会奖和“社会中的科学”奖。
美国科学作家协会奖是科学新闻报道奖，
由始自 2005 年的克拉克 / 佩恩 （Evert Clark/
Seth Payne）奖和始自 2006 年的维克多·科恩
（Victor Cohn）奖组成。克拉克 / 佩恩奖是青年
科学记者奖；而维克多·科恩奖是医学写作奖。
“社会中的科学”奖是 1972 年设立的年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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奖项，旨在向对科学及其对社会的影响所作的
调查性和解释性报道提供一种认可。该奖项尤
其鼓励那些其他利益集团不予以奖励的、带有
批判性和探索性，高度重视超出科学研究发现
本身、思考相关道德问题和社会效应的创新性
报道。该奖项奖励 4 类作品，分别为图书、观
点或评论、科学报道、面向当地或某区域公众
的科学报道以及长篇科学报道。要求参评作品
以英语于当年自然年度在北美地区发表，明确
地体现科学与社会的联系和相关性，纯粹的科
学文章不予考虑。以 2014 年为例，4 类作品
的参评标准为：（1） 图书：已经出版、可通过
商业手段获得的电子书或者纸质出版物； （2）
观点或评论：单篇文章，须表明对某一观点的
支持，不可模棱两可；（3） 科学报道：不超过
6 000 字的单篇文章，或不超过 10 分钟的广播
报道；应由于本地或者地区出版，主题不限；
（4） 长篇科学报道：单篇或系列文章及广播报
道；文字类参评作品不少于 5 000 字，广播节
目不少于 8 分半，长篇报道作品则时长不限。
4.3 加拿大科学作家协会的社会奖项

当前，加拿大科学作家协会设有 5 个奖
项：图书奖、科学传播奖、科学新闻奖、赫
布·兰佩特科学 新闻新 秀奖 以 及 数 据新 闻 奖
（2016 年以前，前 4 个奖项原为“社会中的科
学”奖的子奖项）。
图书奖表彰两类原创作品，非协会会员可
以参评：（1） 面向 8~12 岁孩子的书；（2） 面
向普通公众的书。获奖图书应涉及健康、社会
和环境议题方面科学技术的基础方面或应用
方面、历史与当今以及调整趋势，应具有出色
的文学性、内容的科学性和准确性，应表述清
晰，具有提升公众对科学技术理解的价值。参
评书目须是年度内以英语或法语在加拿大出
版，获奖图书在来年 4 月的加拿大图书周进行
公布。
科学传播奖颁发给开展准确传播科学信息
的公众活动的个人、小型团队、博物馆、大学
或者学院，旨在鼓励公众传播、拓展活动、科
学宣传等事业。科学新闻奖颁发给上一年度用
法语或英语在加拿大任何一种媒体署名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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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创科学新闻作品的人。而赫布·兰佩特科学
新闻新秀奖颁给学生或从事新闻报道工作两
年以下的人，其他标准同科学新闻奖。2016
年设立的数据新闻奖，奖励在印刷品、网络、
广播、博客等媒体上发表的基于统计数据的
任意主题的新闻报道。该奖项将提升公众对
数据的理解、提升加拿大人的统计素养作为
评选标准之一。
分析来看，英、美、加三国科学作家协会
的奖项有一个共同点，即科学新闻报道奖项地
位更突出，重视鼓励新秀，反映出媒体在西方
国家科学传播中的重要地位。比较而言，美国
科学作家协会的奖项相对稳定，专业细分；而
英国和加拿大近年来则力求与时俱进，同新媒
体、大数据等信息化时代特征紧密贴合。另
外，英国和加拿大科学作家协会奖项设置更丰
富，涵盖了新闻报道、图书、科学传播等主要
领域。

5 讨论
行业协会作为一种社团组织，具有服务会
员、服务行业、服务政府、服务社会的功能[4]。
这其中，服务会员是基础。服务好会员才谈得
上服务行业，才有可能进而服务政府和社会。
总体来看，英、美、加三国科学作家协
会广泛集成社会资源，借助信息化网络平台，
在科学作家、报道主体和市场之间建立起联
系，从而有效地介入和服务了科学写作人才
队伍组建与互助、科学作家技能培养和提升、
科学写作人才创造性与积极性激励过程，充
当了负责任的服务者角色。从中我们不难认
识到，美国和英国的科学作家协会的公司性
质及其商业化运作机制是激发协会内在活力
的重要因素，这虽然与当前我国学会组织的
主流管理体制有明显不同，但英、美、加三
国科学作家协会的会员服务意识、服务资源、
服务手段、服务能力等，仍值得国内科普创

作、科学新闻写作等协会组织借鉴。要言之，
主要有三点启示。
5.1 重视会员服务的顶层设计

科学写作类协会的会员服务顶层设计应着
眼于三个方面。一是以成就会员科学写作技能
提升、职业空间拓展和职业生涯卓越为目标和
方向；二是以学术资源、教育资源、市场资源
为服务内容；三是要注重会员的普遍需求与个
性需求的结合。
5.2 充分整合社会资源

科学写作类协会组织本身并不能完全产出
会员职业发展所期许的各种资源，但是，它可
以充分整合社会资源，如政府、大学、研究机
构、同行业组织乃至企业的相关开放资源，向
会员提供集成服务，实现共享。这是科学写作
类协会服务会员的基本能力的体现，也是基础
性条件。
5.3 加强协会组织的信息化建设

在高度信息化的当今社会,科学写作类协
会组织只有具备功能完善、稳定的信息化管理
系统和服务平台，才能向会员提供不受时空限
制的便捷信息服务。因此，信息化建设是科学
习写作类协会组织高效管理、高效服务的保
障。与此相应地，协会也要加强队伍建设，工
作人员的信息化素质显得尤为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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