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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简介
Forum Information

面向文化传播的科学技术史国际学术论坛（The

Forum on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for

Cultural Communication），作为北京科技大学70

周年校庆系列活动之一，邀请国内外知名科技史和科

技传播领域专家学者作为演讲嘉宾。

新时代的科学与人文关系越来越密切，科学技术

史学科将发挥重要桥梁作用。如何认识科学技术史学

科的教育和文化传播功能，将科学技术史研究成果转

化为科学文化传播素材，提升全民科学文化素质，是

我们面临的共同问题。嘉宾们将围绕科学文化、科学

传播、科学家与科学文化传播、科学技术史学科建

设、科技文明交流互鉴等主题，展开精彩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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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会议地点

北京科技大学天工大厦B座三楼第六会议室

二、会议时间

2022年 4月 16日 10:00-18:00（北京时间）

三、线上会场

发言嘉宾进入Zoom会议室

其他参会人员通过北京科技大学网络直播平台、抖音平台、bilibili 平台观看

四、会议语言

英中文同声传译

五、会务联络

胡甦 ： +86-157-1943-4269 / husoon2014@163.com

宋元明：+86-178-9602-3223 / songyuanming@ustb.edu.cn

李辰元：+86-136-6440-6267 / lichenyuan@ustb.edu.cn

北京科技大学
网络直播平台
live.ustb.edu.cn

北京科技大学官方
抖音直播间

www.bilibili.com

北京科技大学官方
B站直播间

www.douyin.com



3

会议日程
Forum Agenda

开幕式

主题一 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

主题二 科技史与科学传播

主题三 科学家与科学文化传播

主题四 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

主题五 科技史的文化传播案例

主题六 科技文明交流互鉴

闭幕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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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幕式（10:00-10:30）

主持人：冯强 （北京科技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

校领导致辞：戴井岗 （北京科技大学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

引言人发言：潜伟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合影留念

主题一 科学文化与传统文化（10:30-11:30）

主持人：潜伟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Bernard Schiele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

科学与社会：硬币的两面

孙小淳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培育当代科学文化的意义

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科学素质与传统文化：从《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的相关争论谈起

主题二 科技史与科学传播（11:30-12:30）

主持人：潜伟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Gauhar Raza （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

科学传播的文化维度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越界狩猎：一个给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的参考建议

刘兵 （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科学编史学与科学传播

午餐（12:30-13:00）

主题三 科学家与科学文化传播（13:00-14:00）

主持人：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王作跃 （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

跨国史和科学外交：作为跨文化传播者的留美华人科学家

任福君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

中国科学家形象塑造的历史演变

周程 （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首个病毒的发现对科学文化建设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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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四 科学技术史学科建设（14:00-15:00）

主持人：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张柏春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科技史研究成果的科普化

郭世荣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

张藜 （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医学史系）

面向文化传播：科技史能做什么？做了什么？

茶歇（15:00-15:30）

主题五 科技史的文化传播案例（15:30-16:30）

主持人：陈坤龙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Efthymios Nicolaidis （希腊国家研究基金会）

关于古代安提基希拉装置的传播学研究

冯锦荣 （香港大学）

香港的地磁观测小史（1836-1941）

Michel Claessens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核聚变的出现——对科学和文化交流的挑战

主题六 科技文明交流互鉴（16:30-17:30）

主持人：陈坤龙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Francesca Bray （英国爱丁堡大学）

种子革新？农耕史与知识政治学

石云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科学史与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互传播

梅建军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

文明互鉴的目的和意义

闭幕式（17:30-18:00）

主持人：任福君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

总结发言：潜伟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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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Abstract of Presentation

科学与社会：硬币的两面

Bernard Schiele（加拿大魁北克大学）

尽管我们今天所理解的“科学”起源的时间不长，但科学、技术和社会，仍然像过去一

样紧密联系在一起。 这次报告将借鉴人类过去的历史，也即 15世纪到 18世纪工业革命

的转变，这一时期技术科学的持续发展，催化了目前仍在进行的革命。本次报告将表明，

社会的演变最初与技术的掌握不可分割，随后与科学的掌握密不可分，最后与它们对环境

的影响密切相关。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必须从社会技术共同进化的角度进行思考。 这种发展

变化在20世纪加速，以至于如果不同时理解技术和科学的发展，社会的未来就无法预

测——技术和科学发展既是一套生产力，也是一种价值论。 然而，这种日益密切的联系产

生了矛盾，我们将在结尾时指出那些最尖锐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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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培育当代科学文化的意义

孙小淳（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

中国传统文化对于培育当今的科学文化具有重要的意义。要把科学文化在中国真正建

立起来，就得考虑如何把现在的科学精神与我们过去的传统做一个连接。关于传统文化，

有很多误解。其中最主要的就是认为中国古代没有科学，当然也就无从谈科学精神。但是

纵观人类新石器时期以来的文明史，中国文明在其中取得了相当高的成就。在列维-斯特

劳斯所说的新石器以来几千年的文明高台上，中国文明一直处于相当高的高度。中国文明

的累进式方展，导致了天文学、农学、技术等方面的成就。本文以汉代的天文学为例，探

讨中国古代科学的“范式”；以张衡、朱熹等人为例探讨古代科学家的探索精神和认识方法；

以地动仪、苏颂水运仪象台等为例探讨儒家思想对于科技的影响。由此说明中国传统文化

中并不缺少科学的基因和科学的精神。

科学素质与传统文化: 从《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的相关争论谈起

章梅芳（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报告简要梳理了《中国公民科学素质基准》出台的背景、过程与主要内容，回顾并总

结其发布之后中国大陆网络上出现的大讨论及其争论焦点，结合中国历史上的有关争论，

讨论了该事件背后隐含的科学与人文的关系、科学划界及科学教育的目的等深层次问题；

我们认为在中国近代以来不断追求现代化的焦虑中，科学与人文之间的鸿沟依然很深，科

学主义思潮依然流行；也为此我们主张科学及科学素质的文化多元性特征，强调从地方性

知识角度梳理和评价中国传统文化的知识与实践，认为好的科学教育和科学传播在于消除

科学主义思想，丰富公众对科学的历史、文化和哲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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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传播的文化向度

Gauhar Raza（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

文化是一个模糊的概念，学界尚未达成共识，没有给出普适的定义。比如，人类学家

克里福德·格尔茨给出了一个简单的文化定义：“文化即是我们讲的关于我们自己的故事。”

同时他也给出一个复杂的定义：“这是一个群体共有的体系，在此体系中，群体共有的价值、

态度、信仰、习俗和思想都被理解。这是成员之间社会互动的显著特征，也是成员之间交

流的决定性因素。”

在古斯塔夫.加合答的一篇文章中，他检验了大量关于文化的定义，并再次提出：“正

如阿尔弗雷德·朗所述，对于文化，不可能存在普遍认同的定义。”我的发言并不涉及这个

悬而未决的争议，在第一部分，我把文化视作是多个亚文化的建构物，也是科学文化的建

构物。

在第二部分，我们将提出，曾经被喻为“自然哲学”的科学，它不断地通过分支学科得

以表达，而这些分支各自具有自身的语言、术语、行为、认识论以及证实的方法。在19

世纪被定义的“科学”在不同的分支区别下丧失了意义。即便库恩和波普尔做出巨大贡献，

但对科学的定义仍然回避任何普遍认同的边界。但是，科学学科中的亚文化却跨越了国家、

社会和文化的边界。

在第三部分，此文涉及科学文化与大众文化的互动。论点在于：如果不理解人们的思

考框架，那么有意义并有效的科学传播是不可达成的，而思考框架塑形于文化进程。同时，

我论述科学传播如同任何其它传播一样，它是一个文化的、社会的活动。在人们欠缺对科

技史和科学方法的理解时，往往导致谬误。

越界狩猎：一个给青年科技史研究者的参考建议

江晓原（上海交通大学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

科技史研究是一个跨界的小学科，本来也没有非常明确的边界，固有的研究资源又远

不如那些成熟的经典学科。而这个学科提供的学术训练，则至少跨越自然科学和历史研究

两大领域。因此，结合本人团队近年的研究实例，有充分理由认为，跨界研究是科技史研

究一个富有活力和前景的开拓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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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编史学与科学传播

刘兵（清华大学科学史系）

在当下的科学传播（或科普）中，对科学史主题或材料的使用，已经成为新的科学传

播理念和实践的重要内容之一。但在科学传播中利用科学史，就存在着对科学史本身的理

解以及在科学传播中如何恰当使用科学史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又正是与科学编史学密切相

关的。对于科学传播者来说，应该有必要的科学编史学修养，才能在实践中更有效且合理

地将科学史纳入其中。

跨国史和科学外交：作为跨文化传播者的留美华人科学家

王作跃（美国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

跨国史和科学、技术、外交史是科技史领域两个热点话题。本报告将探讨这两个研究

进路在近年来的兴起、演化，它们之间的异同和关联，以及如何从这些视角来研究留美华

人科学家的经历，尤其是他们如何利用自己的跨文化背景在二十世纪末在国际和区域紧张

关系中所扮演的信息传播者和调停者角色。

中国科学家形象塑造的历史演变

任福君（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北京科技大学）

报告分析了中国科学家社会形象的演变进程与现状，提出了讲好科学家故事的必要元

素，介绍了科学家形象塑造的丰富实践，分享了对新时代讲好科学家故事的几点思考，剖

析了讲好科学家故事和建设国家科学文化之间的关系，认为塑造科学家社会形象既是我们

追求的目标，也是传播、讲故事的结果，讲好科学家故事是塑造科学家社会形象的必要手

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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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个病毒的发现对科学文化建设的启示

周程（北京大学医学人文学院）

跨时代、跨国别、跨专业的科学家们通过持续性和反思性的“集体学习”，不断纠正科

学认知偏差，最终才得以发现无法借助光学显微镜观察到的烟草花叶病毒是一个呈杆状的

蛋白质核酸复合体的过程。这个案例表明，当在短期内无法进行充分的重复实验检证或质

疑与交流时，科学家们对具有高度不确定性的新鲜事物的理解与预判难免会出现一些偏差；

唯有鼓励质疑，宽容异见，才有可能不断纠正科学认知偏差，促进科学技术创新；只有充

分发扬学术民主，建立平等对话的机制，才有可能确保任何权威的认知偏差都不至于成为

阻碍科学发展的绊脚石。对中国科学家而言，尤其有必要直面互联网时代的科学研究的局

限性和科学认知的渐进性，支持在科学共同体内部建立平等对话与合作交流的纠错机制，

积极参与新时代的科学文化建设。

科技史研究成果的科普化

张柏春（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了解科学技术史是公众理解科学技术、传播科学文化和沟通科学与人文的一个有效途

径。科技史专家有必要将他们的研究成果科普化，促使科技史学科更加接地气。实际上，

已经有很多科技史普及读物问世。例如，《走进殿堂的中国古代科技史》及其英文译本可

以视为26卷本的《中国科学技术史》丛书的缩写版。20卷本的《中国传统工艺全集》被

改编为普及读物。一些学者探讨了中国古代到底有多少项发明的问题，出版了普及书籍。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组织编写了《中国古代重要科技发明创造》及一种88项发

明创造的挂图。这部书不仅被翻译成外文出版，而且还衍生出多种科技史普及书籍和展览，

甚至还有RAP视频。上述普及成果产生了很好的社会效益，并且获得了奖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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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学史研究的学科建设问题

郭世荣（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

科学研究在学科建设中占有重要地位，是其关键要素之一。因此，从科学研究入手思

考与研究学科建设问题，应该是一个可行的视角。科学研究的核心在于关注、选择和解决

什么问题，使用什么理论与方法进行研究。无论哪个学科，都存在着公共的和流行的主要

问题、主要理论和主要方法。经过一定的时间，它们又以看不见的形式逐渐发生了某些重

要的变化，形成新的问题域和理论域，或者说，形成了新的潮流，这是学科共同体对学科

建设的“无形”影响和作用。学科建设的要义在于规划和引导，体现社会发展需求和要求，

它是促使“公共潮流”形成的主要因素之一。

本世纪以来，数学史研究在中国发生了明显的变化，表现出一些整体趋势。从研究人

员比例和研究分支领域看，对中国传统数学史研究的比重逐渐缩小，但是加强了对于日本、

朝鲜半岛数学史的研究；对西方近现代数学史和中国现代数学史的研究比重逐渐加大；同

时也将研究视野扩展到阿拉伯数学史和印度数学史领域。另一方面，国外学者的中国数学

史研究更加活跃。本报告尝试分析这种变化与对于学史学科建设的影响等问题。

面向文化传播：科技史能做什么？做了什么？

张藜（北京大学科学技术医学史系）

简要回顾近年来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通过策划展览、组织科普活动、出版科普作品

等多种形式，尝试客观真实地展示百年来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过程，生动鲜活地呈现中国

现代科学家群体的个人学术生涯与人生际遇是同民族、社会的演进相交织相融合。总结和

检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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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科技史

研究者应履行其社会责任，即把个人的学术研究贡献于科学文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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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古代安提基希拉装置的传播学研究

Efthymios Nicolaidis（希腊国家研究基金会）

自1902年以来，世界各地的研究人员都试图破解安提基希拉装置的秘密。2005年，

一个国际跨学科团队使用了复杂的考古成像方法，推进了这项研究。2010年，希腊国家

研究基金会组织了一个展览，向公众传播了关于安提基希拉装置的研究结果。展览展示了

这个装置的发现历史、一个多世纪以来对其解密研究的历史,并描述了它的功能，展示了装

置上的铭文，介绍了装置所依据的天文学和历法知识、其制造者必须解决的技术挑战，以

及该装置的遗产。通过展示对该装置的跨学科研究，我们旨在向公众传播科技史、天文学

和考古学。事实上，通过该展览，除了用于建造机械装置的古希腊天文学和技术外，公众

对古代航海和贸易、历法问题、古代器物的年代测定方法、天体的视运动，以及同样重要

的欧洲文艺复兴时期的天文钟等问题都更加熟悉了。

香港的地磁观测小史(1836-1941)

冯锦荣（香港大学）

由于航海需用指南针以定方向，而磁偏角的数值会随观测地点及时间而改变，因此有

必要进行全球性的地磁测量。1834年，由于得到著名地理学家冯·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 1769-1859)的支持，物理学家高斯(Carl Friedrich Gauss, 1777-1855)和韦

伯(Wilhelm Eduard Weber, 1804-1891)成立“哥廷根地磁联盟”(Göttingen Magnetic

Union)，这是世界上首个地磁观测网络，并确立了以地磁三个要素的绝对测量(即磁偏角、

磁倾角和水平强度的测量)所构筑的“近代地磁测量”。1836年，冯．洪堡致函英国皇家学

会主席萨塞克斯公爵(Prince Augustus Frederick, Duke of Sussex, 1773-1843)，建议在

英属殖民地进行大规模地磁测量；自此，地磁观测活动逐渐扩展至全球。本文将析述自

1841年至 1941年为止香港地区地磁观测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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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聚变的出现——对科学和文化交流的挑战

Michel Claessens（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

回顾核聚变能源的发展，尤其是国际 ITER项目（国际热核实验反应堆）的历史。

ITER是一个正在法国南部建造的实验性聚变反应堆，由 33个国家（中国、欧盟、印度、

日本、韩国、俄罗斯和美国）资助，为太阳和恒星提供燃料的聚变能可能成为地球上一种

新的能源——“安全、清洁、使用丰富的燃料”。ITER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科学和技术挑战，

也是一个沟通上的挑战。如今，如果没有与公众沟通、提高公众的认知，这样重大的科技

项目无法吸引政客和广泛社会的支持。人们普遍认为，公众在科学研究和创新领域起到了

非常积极的作用。本次报告将介绍一些在前沿技术项目里如何沟通的新方案。ITER也是跨

文化沟通交流的挑战。ITER组织拥有 1000名员工，共来自 33个国家，每个成员都拥有

自己的语言、文化，传统和工作习惯，大多数人还有家庭。虽然文化多样性可以在工作环

境中促进创造力，但这也会使问题变得复杂。

种子革新？农耕史与知识政治学

Francesca Bray（英国爱丁堡大学）

对于文化传播议题，“去殖民化”的研究给当今西方的绝大部分科技史学者提供了框架。

科学技术学尝试让现代社会中的科技行为及其话语变得民主化，并弱化专家制度的科层化。

这种尝试之所以得以实践，是由于他们把科技的使用者纳入知识生产过程以及政策制订的

过程。后殖民历史学家宣称被殖民者作为行动者而出现，因为他们共同构建了科技现代性

的制度。而“去殖民化”研究更进一步，它提出在认知论维度上的正义，它重新提取出那些

被现代资本主流所销毁的另类世界观和另类逻辑，并正视其潜能，复原历史、复原那些被

遗忘的群体对知识的所有权。它对被研究的社群负有责任，以合作的态度而共事，这与去

殖民化研究的方法和纲领相融，并且带来了方法论和传播上的影响。我的发言以农业史为

案例，聚焦于种子的革新，勾勒出去殖民化方法如何转变了地方/全球的关系，以及公众/

学术的关系。我将以中国引领的GIAHS(全球重要农业遗产)的申遗项目作为结尾，讨论它

是否能够纳入去殖民化研究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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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史与中西方科学文化的交互传播

石云里（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科学的发展需要同时也造就了相应的科学文化，科学文化常常是理解科学知识的重要

因素。但是科学知识的传播常常会同科学文化相剥离，从而对科学知识的传播、理解、吸

纳和发展造成一定的限制。科学史其实也是对科学所具有的文化背景和特质的总结提炼，

因此也就自然而然地成为传播科学文化的重要载体，在东西方这种大的跨文化语境中尤其

如此。

文明互鉴的目的和意义

梅建军（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北京科技大学）

文明互鉴的目的和意义是什么？是要通过比较来鉴别不同文明的高下优劣吗？在这次

演讲中，我将重温李约瑟在《文明的滴定》一书中就“东西方的科学与社会”所阐发的见解，

并结合近期相关的研究论著，试着回答这两个问题。我还将就跨文化比较研究方法对拓展

科技史研究视野的重要性谈一点粗浅的想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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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邀嘉宾和主持人
Invited Speakers and Chairs of Sessions

Francesca Bray

白馥兰

爱丁堡大学社会人类学荣休教授，东亚科技史与医药史

学家。研究方向为性别与技术、编史学的政治、以及农业史

和食物历史。近期著述包括《技术、性别和历史：重新审视

帝制中国的大转型》《稻米：全球网络和新史学》，以及预

计 2022年出版的合著《移动的农作物以及历史的尺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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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N Kunlong

陈坤龙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研究院副院长、

教授。兼任中国文物保护技术协会理事、中国科学技术史学

会金属史专业委员会秘书长。曾获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学

和技术创新二等奖、全国优秀博士学位论文提名奖、中国考

古学大会青年学者奖（金爵奖）。入选北京市高校青年英才

计划、首批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科技优秀青年研究计划、英

国学术院“牛顿国际学者”、国家“万人计划”青年拔尖人才。

研究方向为冶金考古和文化遗产保护。

Michel Claessens

米歇尔·克莱森

比利时布鲁塞尔自由大学教授。博士毕业于布鲁塞尔大

学，曾学习物理化学和科学新闻。1994-2010年，担任欧

盟委员会研究总局通信部门代理主管、研究发言人、《欧盟

研究》杂志主编，并负责科学和技术的“欧洲晴雨表”。2011

年 4月，成为位于卡达拉什（法国）的 ITER的沟通和对外

关系负责人。2016-2021年，负责 ITER政策和欧洲能源委

员会能源部的对外交流。与此同时，在布鲁塞尔大学教授科

学新闻和科学传播。出版多部关于科学政策和科学传播的书

籍，如《2019冠状病毒疾病、政治和政治科学》。主要研

究方向为科学政策、科学传播和公众科学认知，是国际科学

网络（PCST、ESOF 等）的活跃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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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NG Qiang

冯强

北京科技大学教授、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港澳台事

务办公室主任、新金属材料国家重点实验室教授/先进铸造

高温合金梯队负责人。教育部“新世纪优秀人才支持计划”获

得者、“十二五”国家“863计划”高品质特殊钢重点专项高

温合金项目负责人、“十三五”国家重点研发计划“材料基因

工程关键技术与支撑平台”重点专项项目负责人、中国材料

大会高温合金系列学术分会共同主席。长期从事先进高温结

构材料，特别是单晶高温合金成分设计、制备、组织和性能

之间关系研究工作，近年来又开展了材料基因工程技术应用

研究工作。

Fung Kam-Wing

冯锦荣

冯锦荣，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院士、香港理

工大学访问教授、中国科学院竺可桢科学史讲席教授、南

京信息工程大学教授、德国汉堡大学写本文化研究中心院

士、营囗气象局营囗百年气象陈列馆顾问、香港太空馆顾

问、香港海事博物馆董事兼客席策展人、中国科学技术史

学会常务理事、李约瑟科技与文明基金会理事。曾任日本

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访问教授、日本关西大学卓越研

究中心客座研究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访问学人、美国国

会图书馆亚洲部高级研究员，日本京都大学文学博士。研

究方向为东亚科学技术史、科学仪器及地理舆图史、耶稣

会科学史、伊斯兰科学史、中西文化交流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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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ANG Xiaoyuan

江晓原

上海交通大学讲席教授，科学史与科学文化研究院首任

院长。1982年毕业于南京大学天体物理专业，1988年毕业

于中国科学院，中国第一个天文学史专业博士。1994年中

国科学院破格晋升教授。1999年在上海交通大学创建中国

第一个科学史系。已在国内外出版著作约百种，并长期在京

沪报刊开设个人专栏，发表大量书评、影评及文化评论。学

术思想在国内外受到高度评价并引起广泛反响，新华社曾三

次为他播发全球通稿。

GUO  Shirong

郭世荣

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教授，理学博士，国家级优秀教

学团队学科带头人，国际科学史研究院通讯院士。曾在英

国李约瑟研究所和韩国延世大学做访问学者。兼任国际数

学史委员会委员、中国科技史学会副理事长、中国珠算心

算协会副会长等学术职务。研究方向为中国数学史、中国

少数民族科技史、晚清科技史。独立出版《中国数学典籍

在朝鲜半岛的流传与影响》《〈算法统宗〉导读》等著

作，合作出版著作十多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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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IU Bing

刘兵

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科学史系教授，中国科协-清华大学

科学技术传播与普及研究中心主任。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

会常务理事，中国图书评论学会副会长。研究领域为科学

史、科学哲学、科学文化传播等。出版有《克丽奥眼中的科

学——科学编史学初论》《刘兵自选集》《超导史话》《正

直者的困境》等，主编《科学大师传记丛书》等多套丛书。

MEI Jianjun

梅建军

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所长，北京科技大学讲座教授。

原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所长，并兼任有关中国

冶金技术史、中西文化交流史和科技考古领域的一系列职务

和头衔。毕业于北京钢铁学院冶金物理化学专业和北京科技

大学科学技术史专业，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理学硕士和英国剑

桥大学哲学博士，曾在英国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和剑桥大学麦

克唐纳考古研究所、日本东京国立博物馆和东京国立文化财

研究所、剑桥李约瑟研究所和伦敦大学考古学院做访问学者

或从事研究工作。研究方向为科技考古、文物保护和中西文

化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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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fthymios Nicolaidis

埃夫蒂米乌斯·尼古拉季斯

希腊国家研究基金会历史、哲学和科学技术教学项目主

任。1954年生于雅典，曾在法国学习物理学和科学史。国

际科学史与科学哲学联盟主席(2013-2017)，国际科技史研

究院名誉常任秘书长。2013年获布莱斯·帕斯卡奖(法国)。

《Almagest》杂志编辑。研究方向为天文学史、科学与宗教

的关系、拜占庭和奥斯曼帝国科学史、以及现代欧洲科学的

传播。

QIAN Wei

潜伟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院长、教授，国

务院学位委员会学科评议组成员，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

副理事长、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常务理事、中国文

物保护技术协会工业遗产保护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研究方

向为冶金技术史、工业遗产、科技与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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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auhar Raza

高哈·让扎

印度科学与工业研究理事会前首席科学家，科学与创新

研究院（AcSIR）教授。研究领域涉及科学传播、文化距离

模型、以及过去40年的科学精神。最近研究“疫情的脉

动”，关注在疫情之下衍生的公众认知，以及相对于神话、

迷信以及阴谋论，科学霸权如何被强化。

REN Fujun

任福君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教授、北京科技大学兼职教

授，中国科技新闻学会副理事长。曾任黑龙江省科协副主

席、中国科普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协调研宣传部部长、中国

科协办公厅主任、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院长，兼任中国

科普作家协会副理事长、北京市科协副主席、中国科协-北

京大学科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Cultures of Science》

《科普研究》主编等。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学普及、科

学文化与创新文化等。获得省部级科技奖励和国家专利多

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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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rnard Schiele

伯纳德·席勒

加拿大魁北克大学传播学院传播学教授，常年在北美、

欧洲和亚洲授课和演讲，多年来一直致力于科学技术的社会

传播研究。担任多个国家和国际委员会的成员，以及政府机

构和公共组织的科学文化事务顾问。目前任《Cultures of

Science》杂志主编、公共科学技术传播协会（PCST

Network）科学委员会的创始成员和现任成员。曾任中国科

学技术馆国际科学顾问委员会主席(2006-2009)，加拿大科

学文化现状调研专家小组成员(2013-2014)，该专家组出版

了《科学文化:加拿大的立场》。 最近合著出版多部书籍，

包括《如今的科学传播- 2015，博物馆，变革》著有《社会

中的博物馆》《传播科学：全球视角》《多元化世界中的科

学文化:了解、分享与关爱》等书。

SHI Yunli

石云里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科技史与科技考古系教授兼人文与社

会科学院执行院长。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副理事长，国

务院学术委员会科学技术史学科评议组成员，教育部高等学

校历史学类专业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国际东亚科学技术与

医学史学会主席。研究方向为天文与物理学史、中外科技交

流史、科学思想史和天文考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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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N Xiaochun

孙小淳

中国科学院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国际科学史研究

院院士。中国科学院理学博士、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哲学博

士。“万人计划”哲学与社会科学领军人才，中国科学技术史

学会理事长，国务院学位委员“科学技术史”一级学科评议组

召集人。主要从事天文学史研究，曾获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

奖三等奖。

WANG Zuoyue

王作跃

加州州立理工大学普莫娜分校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美

国、中国和跨国近现代科技史。发表中英文著作包括《在卫

星的阴影下：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与冷战中的美国》和

《科技革命与美国现代化》。曾分享美国科学史学会 2003

年的普莱斯（Price-Webster）论文奖。2010-2014年获

得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NSF)资助，研究留美华人科学家历

史。2019年当选为美国科学促进会会士(AAAS Fell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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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Baichun

张柏春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研究员，南开大学科技史

研究中心主任，内蒙古师范大学兼职教授，《Chinese

Annals of Histo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主编。研

究方向为科技史和科技战略。撰有《传播与会通》、《苏联

技术向中国的转移》、《传统机械调查硏究》和《明清测天

仪器之欧化》等多部专著。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第三

版）科技史卷。

ZHANG Li

张藜

北京大学科学技术与医学史系教授，中国科协-北京大

学（联合）科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

会副理事长。研究方向为中国现当代科学史、现代化学史、

口述科技史。十余年来担任中国科协“老科学家学术成长资

料采集工程”首席专家，联络组织国内同仁，致力于抢救、

挖掘、整理近百年来记录中国科学发展历程的珍贵史料，推

动了科学史研究的基础性建设；策划和组织科学家主题展

览、绘本等活动，在科学史研究服务于社会文化建设、公众

科学素养提升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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ZHANG Meifang

章梅芳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副院长、教授。

兼任中国科学技术史学会常务理事、中国妇女研究会理事。

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科技史、科学传播、性别与科学

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等省部级

及以上科研项目多项；出版学术著作《女性主义科学编史学

研究》《三思麈谈》等。

ZHOU Cheng

周程

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医学人文学院院长，中国科协-

北京大学（联合）科学文化研究院副院长。东京大学综合文

化研究生院交叉科学系博士。兼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第八届

学科评议组成员（科学技术史），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

究会常务理事、科学文化专业委员会主任；中国发展战略学

研究会常务理事、创新战略专业委员会主任等职。曾任东京

大学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中心科学技术政策室外籍特聘研究

员，早稻田大学孔子学院中方院长、客座准教授，北京大学

科学研究部副部长，医学部公共教学部主任等职。研究领域

为科学社会史、创新管理与科技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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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
Institute for Cultural Heritage and History of Science & Technology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成立于

2014 年，下设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文化遗产保护

研究所、科技与文化研究所，是北京科技大学科学技

术与文明研究中心、金属与矿冶文化遗产研究国家文

物局重点科研基地、传统金属工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传承基地和北京市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的依托单位。

研究院拥有科学技术史博士和硕士、文物与博物馆专

业硕士点，科学技术史学科博士后科研流动站。

北京科技大学是我国最早建制化开展科学技术史

研究的高校之一。1974 年，学校成立冶金史编写组

（现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在柯俊先生领导下开始

了中国冶金史的系统研究工作。科学技术史学科于

1990 年和 1996 年分别获得硕士和博士学位授予

权，是国内第一个科学技术史（工学）博士点。2004

年，学校充分整合校内相关资源，成立科学技术与文

明研究中心。2007 年，科学技术史学科被评为一级

学科国家重点学科；2009 年，被批准设立博士后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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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流动站。2009 年，金属与矿冶文化遗产研究国家

文物局重点科研基地获批成立；此外，还与学校新材

料技术研究院共建“腐蚀-磨蚀与表面技术北京市重点

实验室”和“腐蚀与防护教育部重点实验室”。2014

年，增列为文物与博物馆专业硕士授权点，学校成立

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成为新的科研平台。2008

年和 2012 年，科学技术史学科在全国一级学科评估

中名列第一；2017 年，入选“双一流”建设学科行

列，并在全国一级学科评估中获评 A+；2021 年入选

新一轮“双一流”建设学科行列。

北京科技大学科技史与文化遗产研究院正秉承

“团结、传承、开放、奋进”的精神，保持交叉学科特

色，加强国际视野的科学研究，鼓励各种学术交流与

出版，开放学术资源平台，强化素质教育教学，坚持

服务社会，促进国家文化建设，努力打造国际一流的

科学技术史学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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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会安全须知
Safety Instructions for Participants

1. 会议期间应全程佩戴医用口罩，做好个人防护措

施。

2. 用过的口罩集中弃置指定的垃圾桶，不可随意丢

弃。

3. 会议期间用餐，采用分餐制，分散用餐。

4. 参会人员尽量减少外出，如需外出，应全程佩戴医

用口罩，做好个人防护。

5. 听从会议方的防控安排。

6. 建议记录下自己的行程，以备查询。

7. 请参会人员保持24小时通讯畅通。

8. 若出现疑似新冠症状，应第一时间自觉隔离，并立

刻通知会议主办方。

会议疫情防控小组联系人：赵维利，186-1262-68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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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规防控

Routin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1. 1根据疫情防控要求，请现场参会人员赴京前进行健康通行码互认，持绿

码通行。来自中高风险地区的参会人员请谨慎安排差旅计划，若出席则应

自带有效核酸检测证明。

2. 参会人员需遵守会议纪律，做好个人防护，会议期间全程佩戴医用口罩。

遵守当地和会场防疫要求。

3. 由于新冠病毒疫情等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因素，或由于国家政策、地方政策

法规等因素的控制与变更，会议会及时调整。

4. 会议组织方在门口配备体温检测仪，进入会场前对参会人员、会务人员进

行测量体温。体温异常者禁止进入会场，应自觉隔离。

5. 会议组织方配备免洗洗手液、消毒剂等物品。洗手液配置于洗手间、每个

分会场会议室以及会场大厅。

6. 会议期间，每小时通风一次。会议内容不涉密的情况下，会议期间打开会

议室门窗。

7. 会场座位保持1米以上间隔。根据参会人数合理分配相应容量的会场。

8. 定期对会议室、洗手间和餐厅进行清洁、消毒。原则上会议场所不得使用

新风系统及中央空调。若使用中央空调，应关闭回风系统。若空调配有空

气净化消毒装置且能保证有效运行的，其集中空调通风系统可以继续运

行；运行时需加大新风量和室内外换气次数。

9. 维护正常供餐秩序，参会人员分批进入餐饮区，餐饮区座位相互隔离。为

了便于防控，每次进入任何会议室分会场的参会人员都应登记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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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外情况应急备案

Emergency Filing of Accidents

1. 若会议期间出现新的疫情爆发风险区，来自该高风险区的参会人员应停止

会议活动，第一时间自觉隔离，同时告知会议主办方。会议立刻终止，疏

散参会人员至通风良好的房间，隔离参会人员。同时协助该风险区域的参

会人员完成核酸检测等医学观察。

2. 若参会人员出现疑似新冠症状（咳嗽、发热、咽痛、胸闷等），应第一时

间自觉隔离，并立刻告知会议主办方。会议立刻中止，疏散参会人员至通

风良好的房间，隔离参会人员。主办方协助疑似新冠症状的参会人完成核

酸检测等相应医学检测。

3. 若发现参会人员、服务人员中有1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会议立即中止。

疏散参会人员，并进行隔离医学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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