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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高层次科普人才对科学技术的传播与普及起着无可比拟的关键性作用。中国已进入创新型国家建设的

攻坚阶段，实现创新驱动发展的战略目标，必须重视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工作，提升国家科普软实力，改变
科学普及与科技创新“一体两翼”不平衡的现状。文章从高层次科普人才的概念入手，分析了我国当前对高
层次科普人才的现实需求；通过对培养工作和研究现状的梳理，探究了我国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面临的主要
问题，包括发展和规模、机制和模式以及外部环境（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等；最后，从组织体系、培养机
制和外部环境等方面提出加强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工作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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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科学普及作为国家创新驱动发展“一体两

科普事业和产业最紧缺的资源。如何进一步推进高层

翼”中的重要“一翼”，其作用不仅仅是引导公众学

次科普人才培养工作，造就一批具有国际水准、创新

习科学知识、培养科学思维、抵制愚昧迷信，更重要

能力引领我国科普事业和产业发展的高层次科普人

的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解决民生需求、推动

才，已成为我国进入创新型国家攻坚阶段的重要任

科技创新和科学文化建设、增强全民族的创新自信和

务，也是未来我国从科技大国走向科技强国迫切需要

文化自信、服务国家发展战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科

关注和探讨的课题。

学普及工作，把科学普及放在与科技创新同等重要的

1 高层次科普人才的概念与内涵分析

位置上，对科学普及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寄予厚
望。高层次科普人才是科普工作中的“领头雁”，是

高层次科普人才概念的界定是研究其培养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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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提和基础。高层次人才是一个相对概念。相对于一

士及以上学历，具备较高科学素质和科普专业技能，

般人才来说，高层次人才是集学历、能力、贡献高度

能够遵循科普范式进行创造性研究和实践，可以承担

统一的人才群体。虽然学界对于高层次人才的概念，

科普工作中的重要任务或是在科普行业中形成影响力

从多个角度有过不同的描述，但是大部分学者都认同

的人才，如科普行业的领军人物、骨干人才以及科学

高层次人才是一类具备较高的专业技术能力、创新

技术传播与普及相关专业的研究生。

能力、社会贡献和影响力的稀缺人才群体。然而，对

2 我国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的现实需求

于科普人才的概念，学界一直没有统一的共识。郑念
等 [1]认为科普人才的概念具有动态性，应随着科普工
作的开展和国家对科普工作认识的不断深化而发展和

2.1 培养高层次科普人才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人才是实现民族振兴、

深入。在《中国科协科普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

赢得国际竞争主动的战略资源”。现阶段，全球科技

2020 年）》（以下简称《科普人才规划纲要》）的

人才竞争形势逼人，我国面临缺少尖端科技人才和团

制定过程中，关于科普人才概念的界定曾有过几番激

队的困境，因此要加快夯实世界科技强国人才基础。

烈的争论。最终，在《科普人才规划纲要》中科普人

对我国的科技发展来说，培养本土的尖端科技人才，

才被定义为“具备一定科学素质和科普专业技能、从

需要厚植全社会科学土壤。科普人才不仅是科技人才

事科普实践并进行创造性劳动、作出积极贡献的劳动

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促进全民科学素质提升以及全

者”[2]。

社会形成学科学、爱科学氛围，培育优良学术土壤的

高层次科普人才作为科普人才中层次较高的群

关键推手。

[3]

“十三五”是我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决胜阶

在研究中发现学界尚未对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内涵有过

段，也是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的冲刺阶段。 2016 年

概括和说明，并指出高层次科普人才应是一类有目的

国务院颁布的《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要实施方

地传播既有的科学知识，具有非凡创造力，可以遵循

案（ 2 0 1 6 — 2 0 2 0 年）》指出“公民科学素质是实

科普范式进行研究和实践，在科普事业中发挥“领头

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基础，是国家综合国力的体

雁”作用，并做出具有社会影响力的工作和成果的群

现，‘十三五’期间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要实现跨越提

体。任福君和张义忠 [4]认为高层次科普人才是科普人

升”。建设一支高水平科普人才队伍是提高公民科学

才中具备较高科学素质和科普专业技能，对科普事业

素质的有效和重要途径。高层次科普人才在科普人才

作出突出贡献的职业化、专业化高级科普人才。

培养、吸引、使用过程中发挥着引领、带动效应 [4]。

体，应兼具高层次人才与科普人才的特征。孙红霞

基于上述观点，高层次科普人才区别于一般科普

开展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有利于高素质科普人才队伍

人才，应具备以下条件：① 掌握前沿的科学知识；

的建设，是我国公民科学素质跨越式提升的有效途

② 具备将前沿科学知识进行科普化编译的能力；③ 善

径，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需要。

于通过媒体等传播途径，发布权威科学信息，与公众

2.2 培养高层次科普人才是我国科普事业发展的客

分享最前沿的研究成果；④ 有组织和举办具有创新理
念活动的能力，通过活动激励公众学科学、爱科学的
热情；⑤ 具备一定的科普理论研究能力。
因此，本文中对高层次科普人才的界定是拥有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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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要求

改革开放以来，在各层面政策的支持下，我国
的科普事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具体表现是初步形成
了一定规模的科普人才网络 [5]，以及构建了全社会共

我国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的现状与建议

享共建科普资源、联合协作开展科普活动和工作的

规模小、技术弱、生产能力和销售渠道单一，缺乏自

局面 [6]。然而，现有科普人才以中等学历技术实践型

身的特色和优势，在企业发展中面临着缺少高端经营

人才为主，结构单一 [7]，知识体系老化，创新意识欠

型科普人才，尤其缺乏科普产品研发和科普服务专业

缺，很难使科普资源、活动和工作发挥其应有作用和

人才的问题。

效果。

3 我国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现状与主要问题

近年来，科普领域提出科技资源科普化的重要工
作方略。利用科技资源实现科普功能，实现科技资源

高校是人才培养的主阵地。近 30 年来，科技传播

除了发展科学技术水平和能力之外的社会作用，使科

已成为世界多所大学的一门教学和研究学科。科技传

学界与公众良性互动，使包括科技研究、科技应用、

播作为一门学科的地位时有争论，但其研究生学位课

科技政策、科技决策、科技计划、科技行动等在内的

程和该领域的博士研究成果仍在增加[12]。近年来，在

科技事业与其他社会事业及社会生活协调健康发展。

国家相关政策的引导下，我国已有十几所重点高校明

科技资源科普化的过程需要实践者不仅能够理解前沿

确设立了科技传播、科学普及相关专业或研究方向，

[8]

的科学知识，而且具备科普能力 。显然，依靠中等

培养硕士及以上学历的高层次科普人才（表 1）。

学历技术实践型人才很难胜任这一重任。特别是高端

20 世纪 80 年代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率先开启了

科研资源科普化，涉及晦涩难懂的前沿科学知识，对

科技传播专业建设以及这一方向的高层次人才培养。

实践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科普能力都有更高的要求。

到2010 年，中国农业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国科学

此外，“一带一路”倡议要求以国际合作的视野谋划

院研究生院（现“中国科学院大学”）、北京大学、

我国的科学普及新的发展之路，这绝离不开具备国际

湖南大学、清华大学等重点高校陆续开展科技传播方

水准的高层次科普人才的支撑。

向的研究生培养，主要的培养目标集中在传媒和科技

2.3 培养高层次科普人才是我国科普产业发展的当

传播理论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上[13]。2010 年，中国科协

科普产业是基于科学技术进步发展起来的一个特

用作出了宏观规划，进一步明确了高层次科普人才培

殊产业[9]。2010 年中共中央书记处就已经提出了将公

养的目标和任务。同年，中国科协科普部设立了“研

益性科普事业和经营性科普产业并举发展的指导思

究生科普研究能力提升类项目”，向高校和科研机构

想，进一步指明科普产业的发展方向，这在我国具有

的在读硕、博士研究生进行科普研究专项资助，支撑

务之急

发布《科普人才规划纲要》，对科普人才的培养和使

指出科普

和推动高校培养高层次科普人才 [14] 。 2012 年，教育

产业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实施科普产业人才建设

部与中国科协联合推进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培养试点

工程，应支持高等院校建设科技传播与普及专业，支

工作，首批动员了清华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

持科普研究机构和科普企业培养高端科普产业人才，

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

以及培育高水平的科普产业经营管理团队和科普产业

学 6 所重点高校开展科普硕士的培养，主要的培养目

领军人才。

标是为科技场馆和相关行业培养科普教育人才、科普

重要的战略意义和时代价值

[10]

。任福君等

[11]

我国目前科普产业产值规模已达 1 000 亿元左右，
[10]

产品创意与设计人才、科普传媒人才。

根

从 20 世纪 80 年代末至今， 30 多年间，我国高

据 375 家科普企业的调研情况，发现大部分科普企业

校一直在持续为社会培养高层次科普人才。尤其是

主营科普的企业数量约有 375 家左右。王康友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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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院校
北京大学
北京师范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

北京理工大学

华东师范大学

湖南大学

华中科技大学
清华大学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中国科学院大学

中国农业大学
浙江大学

所属院系

我国部分重点高校培养高层次科普人才的情况
研究方向

科学技术哲学：科学的社会研究（科学传播）

人文学部

授予学位

科技哲学硕士

科学技术哲学：科学哲学、科学传播学、科学
科技哲学博士
思想

教育学部教育技术学院

科学教育理论与实践、数字化科普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科学与技术教育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科技文化与科技传播

教育硕士

教育硕士

哲学硕士

教育学部教师教育学院

科学传播、青少年科技教育

教育科学研究院

科学与技术教育（科普教育）

美术学院

科普展览策划与设计、科普产品设计、科普视
艺术硕士
觉传达设计、科普信息与交互设计

新闻传播与影视艺术学院科技新闻
科技新闻与科技传播
与传播研究所

中国科协 - 清华大学科学技术传播
科技哲学、科技传播
和普及研究中心

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

人文与发展学院

新闻与传播硕士

教育硕士

哲学硕士

新闻与传播：科技传播与科学普及

新闻与传播硕士

科技传播、公众理解科学

教育硕士

科技哲学：科技传播

人文学院

教育硕士

影视传播：科教影视

科技哲学博士

传播学硕士

2013 级：教育硕士、新闻与传
教育学院、人文学院、传媒与国际 科技教育、工业设计工程（科普方向）、文物 播硕士、工程硕士
文化学院、计算机科学与技术学院 与博物馆（科普方向）
2014级：教育硕士、工程硕
士、文物与博物馆硕士

近 5 年，我国推进高层次科普人才试点培养工作取得

职人员 22.35 万人，中级职称以及大学本科以上学历

了丰硕的实践成果。然而这些成果与满足国家发展战

的科普人员占科普人员总数的 53.96%。这距离中国科

略需求以及科普事业和产业发展需要，显然还有很大

协《科普人才规划纲要》提出的“到 2020 年实现全

的距离。我国学者在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方面的研究

国科普专职人员 50 万人，中级职称以及大学本科以

成果较少，成果主要是围绕试点高校科普硕士培养

上学历的科普人员占科普人员总数的 75%”的目标还

的现状和问题进行探讨
设

[13]

、科技传播人才

[16-19]

[20]

，散见于科技传播专业建

或科普人才培养

[21-23]

有很大距离。然而，我国公众科普需求日益增长。一

等相关研

方面，近年来我国科普场馆事业快速发展，数量增长

究中。通过文献梳理和对试点工作的研究发现，我

迅速，科普场馆的物质建设已经成熟，但是在软环境

国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的主要问题表现在以下 3 个方

的建设方面明显没有跟上。大多数场馆在科普展览设

面。

计、科普教育活动等方面依旧停留在简单的模仿复制

3.1 当前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规模偏小与迫切需

阶段，手段、观念陈旧，特别是有专业能力的高层次

我国高层次科普人才存量严重不足。科学技术部

对比日本科学未来馆，科学未来馆人员构成年龄分布

发布的《中国科普统计 2017》显示，我国共有科普专

合理、学历较高、专业对口，而现代科技馆人员结构

求之间矛盾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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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普人才更是严重缺乏。以浙江省现代科技馆为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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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理，专业素质与技能较低，差距明显[24]。另一方

研院所以及行业企业联合机制、激励机制等机制的缺

面，高技术企业、科普企业、科技传媒、高校、科研

失，以及“双导师”培养模式中以学术型导师为主，

机构等也急需具备较高科学素质和科普专业技能且能

教学模式偏传统，对科普一线的需求难以恰当把握。

够发挥科普效益的人才，向公众传播规范的科学知

在教学内容上，理论性课程偏多[17]，很多课程对于整

识，弘扬科学精神与科学文化，如高层次科技新闻人

个科普事业来说没有太大的意义[18]，而多方面的原因

才。优秀的科技新闻报道，不仅能够对最新科技成果

导致科普人才的实践能力明显不足，无法满足科普事

进行有效的宣传推广，还能很好地普及科技知识，提

业和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

升受众科技认知水平，但由于科技新闻内容专业性较

此外，我国也没有构建培养科学家成为高层次科

强、而对应的采编人才稀缺等因素，导致我国科技新

普人才的机制和模式。仅依靠高校培养高层次科普人

闻报道效果不佳、质量堪忧[25]。当下我国设置科技传

才很难满足实际需要，很多国家通过培训和交流合作

播或科学普及相关专业、研究方向的高校数量有限，

等方式在科学家、工程师、教师中培养科普领军人

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以科普硕士为主，培养规模偏

物和骨干人才[21]。在我国，科学家该不该做科普一直

小、培养速度同科普场馆的发展速度以及公众科普需

存在较大的争议。高宏斌[26]认为科学家在科学研究方

求增长速度相比较为落后，远赶不上我国科普事业和

面的造诣决定了其可以转变为科普高层次人才，主要

产业发展对人才的需求，这与我国科普事业和产业的

包括高层次的农村科普人才、社区科普人才、企业科

发展状况严重不协调。

普人才和未成年人科技辅导员。在另一项研究中，高

3.2 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机制和模式不健全导致

宏斌等[27]指出科技人才不能等同于科普人才，科学家

我国现行高等教育框架缺少与科技传播或科学普

专家。莫扬等[28]基于中国科学院科研院所的调查分析

及对应的一级学科和二级学科（专业），相关学科建

也发现，虽然中国科学院系统的科技人员科研水平较

设仍处于起步阶段，相应的人才培养机制和模式尚不

高，但其科学普及能力并不强，而且缺少参加系统专

健全。目前，大部分高校根据自身的情况将高层次科

业的科普培训学习的机会；即使有单位组织相关培

普人才培养分别挂靠于成熟的专业之下。例如，清华

训，但是往往内容不够系统合理，涉及科学传播理论

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

及技能、技巧等关键内容很少。姜萍等[29]对美国科学

大学、浙江大学、华中科技大学这些试点高校的科普

家科普培训的历史、体系、内容以及经验等进行了梳

硕士培养挂靠于艺术硕士、教育硕士、新闻传播硕士

理和总结，指出我国缺乏专业的科学家科普培训机构

等专业之下，形成科普展览策划与设计、科普产品设

等问题，建议建立专业培训机构，以及科学家科普培

计、科普视觉传达设计、科普信息与交互设计、科学

训项目化、培训方式网络化。

人才培养与需求难以有效对接

群体也需要通过学习与科普相关的理论才能成为科普

与技术教育、科学传播、青少年科技教育等不同的培

综上可见，我国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机制和模

养方向。虽然通过试点工作，我国初步建立了包括馆

式尚与我国科普事业和产业的发展不匹配，难以保障

校联合机制、招生机制、“双导师”师资机制、理论

培养任务得以实现，人才质量满足需求。

课程教学建设机制、实践教学建设机制、专业学位论

3.3 外部政策等环境不利于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

文指导机制、就业促进机制等来强化各方保障，促进
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但教学资源共享机制、与科

和职业生涯发展

人才培养的外部环境包括政策环境、舆论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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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环境等，有些是我国各类人才培养中面临的共性

与资源的有机融合。结合当前的实际情况，我们建议

问题，有些是高层次科普人才所独有的问题，主要集

从 3 个方面加强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工作。

中在政策环境和舆论环境两方面。一方面，我国科普

（1）健全组织体系，强化顶层设计。我国高层次

政策的知晓度不高，执行程度也不高 [30]。针对科普人

科普人才培养工作尚处于探索阶段，为契合现实需求

才的政策缺乏稳定性和连续性。涉及高层次科普人才

有必要加快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步伐，尽快健全高层

的相关政策文件主要有 2010 年发布的《科普人才规划

次科普人才培养的组织体系，广泛吸纳各界力量，吸

纲要》、2012 年发布的《推进培养高层次科普专门人

收更多部门参与。建议可由中国科协牵头，教育部、

才试点工作方案》和 2014 年发布的《全国高层次科

科学技术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以及财政部等相

普专门人才培养实践基地管理办法（试行）》。王永

关部委参与，共同研讨“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工作机

伟等 [18]认为应尽早出台相关文件给予科普硕士培养工

制”，统一领导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工作。在此工

作财政支持，完善其就业的政策法规体系，确保优秀

作机制框架下，强化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的“顶层设

科普人才留在科普领域。据统计，目前科普硕士的就

计”，重点强调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要与国家发展

业情况比较多元化，主要去向不仅有科技场馆，还包

战略、科普事业和产业发展需求相结合，包括发展方

括企业、中小学教育机构、公务员、高校或读博深造

案、政策制定、布局规划等内容，预判我国高层次科

等，科普领域人才流失严重。这一状况若不从根本改

普人才发展态势，研究制定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的相

变，为我国科学普及的发展培养和造就一批高层次科

关政策，协调各方的立场、目标、行动等，切实促进

普人才就只能成为一句口号。另一方面，社会舆论环

与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相关各方相互配合，共同承担

境反映了政府、社会、家庭等各方面对高层次科普人

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的责任。

才的认同程度。这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间接或直
[18]

（2）创新培养机制，构建多元模式。高层次科普

指出

人才有别于其他专业高层次人才，其培养工作需要尽

各单位对于高层次科普人才内涵的理解各不相同。虽

可能地寻找规律、抓住特点、创新机制，建议可以通

然试点工作主要为科技馆输送人才，然而科技馆专家

过构建“五个结合”的多元模式促进人才培养工作的

并不领情。

有效开展，提升人才数量和质量。① 政府与市场相结

4 加强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工作的政策建议

合。 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工作离不开政府的引导和

接地影响着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王永伟等

支持，也不能脱离市场的要求。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

促进科学普及和科技创新协同发展，落实创新驱

工作需要厘清政府和市场关系的边界，构建适合我国

动发展战略，助力创新型国家建设，加强高层次科普

国情的政府调控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培养模式。② 官

人才培养工作是重要和有效的手段，社会各界都应

方与民间相结合。 科普事业涉及每一个公众，遍布城

对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问题给予足够的重视。本文

乡以及各个行业，应当发动各方民间力量参与到高层

第 3 节中阐述的 3 个方面的问题充分表明高层次科普

次科普人才的培养中来，政府官方可以在政策方面加

人才培养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培养引领我

以引导，鼓励民间力量以各种方式参与进来。③ 培养

国科普事业和产业发展的高层次人才，需要全面、系

与培训相结合。 高层次科普人才的培养工作应重视高

统、有效的人才培养策略，以及政府、高校、科研机

校专业人才培养与专业性的科普培训机构（基地）结

构、科技场馆、科普企业、新闻媒体单位等多方功能

合，明确各自定位，共同发挥人才培养作用。④ 专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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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兼职相结合。高层次科普人才队伍建设，一定要走
专兼结合、以兼职为主的路子，充分挖掘、培养高校
和科研机构现有的高层次人才，发挥他们从事科普工
作的作用。⑤ 在职与退休相结合。重视高校、科研机
构已退休的高层次人才在从事科普工作的重要性，培

思考. 科普研究, 2011, 6(3): 20-26.
7 孙乃瑞, 兰会来, 张丽萍, 等. 新时期科普人才队伍建设的

对策思考. 产业与科技论坛, 2017, 16(1): 278-279.
8 范春萍. 科技资源科普化：人才是瓶颈. 科普研究, 2010,
5(5): 34-38.

养退休高层次科普人才与在职人员一起为科普事业奉

9 任福君. 科普产业研究综述. 科普研究, 2018, 13(6): 39-48.

献力量。

10 王康友, 郑念, 王丽慧. 我国科普产业发展现状研究. 科普

（ 3 ）优化外部环境，加强政策支撑。 加强政策
支撑是优化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工作的外部环境的
重要手段，首先是要完善相关政策法规的制定。结合

研究, 2018, 13(3): 5-11.
11 任福君, 张义忠, 刘萱. 科普产业发展若干问题的研究. 科

普研究, 2011, (3): 5-13.

我国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工作现状、环境，对现有政

12 Trench B. Vital and vulnerable: Science communication as a

策法规进行修订、补充和调整。一方面要明确政府、

university subject. Science Communication in the World, 2012,

高校、科研机构、科技场馆、科普企业、新闻媒体单

(3): 241-257.

位等在高层次科普人才培养工作中的责任、权利和义
务。比如，政府的行政推动作用，承担顶层设计、管
理、监督的职责等。另一方面要明确高层次科普人才
培养工作的组织保障、制度保障和经费保障。例如，

13 莫扬 . 我国高校科技传播专业建设现状分析及建议 . 科普

研究, 2006, 1(2): 31-35.
14 高宏斌, 付敬玲, 刘向东. 研究生科普研究能力提升类资助

项目实施4年成绩斐然. 科技导报, 2014, 32(8): 89.

制度保障方面，建议设立高层次科普人才的职称评审

15 曹晔华. 新媒体环境下科技传播人才的素质模型建构与高

制度、退休高层次人才的科普培训和聘任制度、建设

校创新培养研究. 合肥: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2015: 1-124.

制度性约束激励高层次科技人才从事科普工作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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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High-level talent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HLTSP) play an incomparable key role in the dissemination and

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 China. Entering the critical stage of building an innovative country, in order to realize the
strategic goal of innovation-driven development, we must attach import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HLTSP, enhance the soft power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solve the unbalanced development status of science popularization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analyses
of realistic demand and current status of related research in HLTSP, the author maintains that the main problems focus on the following
three aspects: development and scale, training mode and mechanisms,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Finally, this study puts forward
relevant policy suggestions to strengthen the training of HLTSP from aspects of organizational system, training mechanism and external
environ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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