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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 2月，美国智库信息技术与创新基金会（ITIF）发布报告

“The Demographics of Innovation in the United States（美国创新的人口

特征分析）”。他们向美国的6418名创新人才发放了问卷，这些调查对

象包括：其发明获得过国际奖项的发明家，在信息技术、生命科学或

材料科学这 3大领域申请过 3方专利（在美国专利商标局、欧洲专利

局和日本专利局同时递交了专利申请的那些专利）的发明家，为高技

术大公司申请过 3方专利的发明家。可以看出，本报告中的“创新者”

是狭义的，指技术发明家。问卷发出后，回收了 923份有效问卷。以下

数据是基于923份有效问卷。

35.5%的创新者不是在美国出生的，而全美居民中不是在美国出生

者仅占13.5%。还有10%的创新者虽然出生于美国，但其父亲或母亲或

父母亲均出生于别的国家。17%的创新者不是美国公民，但他们对美国

创新作出了宝贵贡献。出生于欧洲或亚洲的移民做出创新成果者的概率

是本土出生的美国公民的5倍。这些移民创新者的平均受教育程度也较

高，其中2/3以上拥有STEM（科学、技术、工程与数学）博士学位。

女性在创新者中仅占 12%，而美国 STEM 专业的本科毕业生、

STEM专业博士生、科学家与工程师队伍这 3个群体中女性所占比例

均高于 12%。外国出生的创新者中女性所占比例比美国出生的创新

者中女性所占比例要高5个百分点。80%的创新者拥有至少一个高级

学位，55%拥有 STEM博士学位。90%以上的创新者本科专业是 STEM
专业，一半创新者本科读的是工科。

私立大学麻省理工学院培养的创新者最多，但紧随其后的几家

培养了很多创新者的大学都是公立大学：伊利诺伊大学厄尔巴拿-香

槟分校，加大伯克利分校，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

在人们传说中，硅谷的不少名人都是辍学创业的，那么创新者应

该比较年轻，但这次调查发现，创新者的中位年龄是47岁。

调查对象报告说，其创新成果的 40%以上已经进入市场，25%的

成果已经获得2500万美元以上的收益。他们认为，从事创新面临的主

要障碍是资金不足、市场因素和政府规制的限制。20%的创新是多家

机构合作的产物，其中的一半是公司伙伴关系（一方是私企，另一方

是大学或政府所属的研究实验室）的产物。

政府实验室参与了 13%的创新，大学参与了另外 7%的创新，合

计占20%，说明最终进入市场的创新成果与联邦政府的资助（尽管并

未直接资助大学和政府实验室搞产业化）是分不开的。雇员少于25人

的小公司中，有一半获得过公共经费的助力，包括来自国防部、能源

部、国立卫生研究院的经费资助，还有来自“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

（SBIR）的资助。

创新遍布全国，但最集中的区域是东北地区（博主：麻省理工学

院所在的地区）、加州和公共研究经费支出较多的其他地区。

加州是全美各州中创新者最多的，集中在硅谷、旧金山湾和圣迭戈。

控制人口变量后，中大西洋诸州和新英格兰地区产生的3大技术

领域的3方专利最多，其中最突出的是马萨诸塞州、康涅狄格州、特拉

华州、新泽西州和罗得岛州。

获得国际奖项的重大发明主要出自国立实验室和名校，如桑迪

亚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橡树岭国家实验室，地处

加州伯克利的若干大学，地处麻省坎布里奇的一些大学。

（本文摘自科学网，作者为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副院

长、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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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图书1：
《卡尔·萨根的上帝》

作者：[美]卡尔·萨根

南海出版社出版

卡尔·萨根在本书中阐述

了他对宗教与科学的关系的缜

密思考，并叙述了他本人为了

参透广袤宇宙中神圣的本质所

做出的不懈探究。这位已故的

伟大天文学家和天体物理学家

所展现的知识广博程度可谓惊

世骇俗，从其他行星上智慧生

命存在的可能性，到宇宙创造

学说，再到所谓的智能设计，还

有科学即“有智的崇拜”的新概

念，在这些广泛的话题中，他信

手拈来，娓娓而道。

本书原本作为1985年著名

的苏格兰吉福德讲座(Giffford
Lectures)百年纪念的献礼，阅读

本书将是你与20世纪最杰出的

头脑之一的一次难得的会晤。

推荐图书2：
《鸟喙：加拉帕格斯群岛考察记》

作者：[美]乔纳生·威诺

人民邮电出版社出版

加拉帕格斯群岛是太平洋

赤道附近的一个群岛，几百年

前还籍籍无名，甚至很少出现

在航海图上。现在，这个群岛堪

称全世界生物学家心中的圣

地，因为达尔文曾经在他的环

球航行中考察过这个群岛，他

后来所提出的闻名于世的、改

变世界的科学理论——进化论

就是在这里得到了启发。

本书讲述的是美国普林斯

顿大学著名生物学家——格兰

特夫妇在加拉帕格斯群岛的科

学考察故事。他们对岛上的达

尔文雀进行了几十年的研究，

生活在该岛上的这种鸟发生了

惊人的变化，展现了一幅活生

生的演化图，生动说明了自然

选择既不少见，也不是个极为

缓慢的过程。曾获得 1995年普

利策文学奖。

推荐图书3：
《物理世界奇遇记》

作者：[美]乔治·伽莫夫、[英]罗
索·斯坦纳德

科学出版社出版

在这本科普经典名著中，

主人公汤普金斯几乎不懂科

学，却通过聆听科学讲座和梦

游物理奇境而领略了众多现代

物理学和宇宙学主要领域的知

识。该人物后来在英美等国家

喻户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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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创新者的人口特征分析
□武夷山

被誉为现代绘画之父的保罗·塞尚，是一位名满天下的大画家。但是他

的画在一般人眼里，既不像印象派作品那样光彩夺目，也不像学院派的画那

样细腻逼真。那么他的画好在哪里呢？为何说欣赏塞尚，懂与不懂都有收获？

向塞尚致敬

1839年1月19日，保罗·塞尚生于法国南部普罗旺斯的小镇艾克

斯，父亲是当地的一位银行家。塞尚在中学读书的时候，受同学埃米

尔·左拉(后来成为法国大文豪)的影响，对艺术充满了渴望，于是塞尚

说服父亲同意自己去巴黎学画。

塞尚先后在几个学校学画，但是成绩平平。当时欧洲的艺术院校

都遵循许多年传承下来的学院派教学法，对空间透视和人体解剖有

严格的训练，而锐意创新的塞尚不适应这样的教学模式。在此情况

下，他与克劳德·莫奈、卡米耶·毕沙罗等印象派画家走到了一起。他

们一方面去法国巴黎的卢浮宫，临摹古典大师的名画；另一方面走出

画室，用清新明亮的色彩描绘呈现在眼前的鲜活场景。塞尚在绘画早

期受毕沙罗的影响很深，后来觉得画画光凭眼睛看是不够的，还要用

大脑思考才行，于是与印象派分道扬镳。

晚年居住在法国普罗旺斯艾克斯附近的塞尚，常常背着画夹子到

山上写生，美丽的风景让他流连忘返，吸引他画了一遍又一遍。1906年

的一天，他在野外写生时遇到了暴雨，引起了肺炎，于同年10月病故。

许多年后，法国艺术史家约翰·雷华德在塞尚作画的地方拍摄了

照片，与塞尚的作品进行比较，发现两者相距甚远。塞尚画中除了整

体的布局和山峰的轮廓线之外，其他地方都做了很大的简化：原来出

现在开阔视野里的公路、田地、房子、树丛和高架桥都被塞尚简化成

各种几何体，并且用粗糙的色块来表达。

他的作品许多人看不懂，却受到了青年一代艺术家的推崇。法国

画家莫尼斯·德尼的作品《向塞尚致敬》，画中有10位青年画家围绕在

一幅塞尚静物画的周围，由此可见塞尚在画坛的崇高地位。他的画法

颠覆了西方写实主义的传统，后来的西方现代画把个人意识融入绘

画的做法愈演愈烈。从塞尚的画中还可以辨认出事物的本来面目，而

现代的新锐绘画已经到不知所云的程度了。

解开视觉过程的奥秘

塞尚为什么采用这样的画法呢？艺术评论可谓众说纷纭，本文则

从自然科学的角度来讨论。由于绘画作为一种视觉艺术，了解人的视

觉机理便是科学解读绘画的切入点。

早在塞尚生活的年代，科学家已经把眼睛看成是照相机：晶状体

就如照相机的镜头，视网膜就像是照相底片。外界的光线通过晶状体

汇聚在视网膜上成像，通过视神经传递到大脑，于是人就看到了“外

界物体”。那么，在人的视网膜上显示的图像，究竟是什么模样的呢？

19世纪后期，德国海德堡大学生理学教授威利·库恩，发现了动

物的视网膜上有一种感光物质——视紫红质，从而了解了视网膜的

成像过程。视紫红质就像是照相胶片表面的溴化银，感光后发生化学

反应记录下图像。不同的是，视紫红质可以反复地脱色和重新合成，

使视网膜上的图像不断更新。

1878年的一天，库恩使一只活兔子眼睛看向带栅栏的窗，让兔子

看一会儿，然后把兔子杀掉，取出其视网膜并在明矾溶液里定像，得

到了世界上第一张视力图。

库恩的成功引起了许多同行的模仿，制作成了形形色色的视力

图。据记载，库恩还制作过人的视力图，但是只能在上面看到一些光斑

条纹，无法给以更多的解释。倒是想象力丰富的科幻小说家，很快将此

演绎成一个侦破故事，从受害人的视网膜看到凶手的体貌特征等等。

当然，这些是不可能的。视网膜上的视紫红质，不断更新、激发视

神经兴奋把信息传递到大脑。现代脑科学研究告诉我们，视觉信息进

入大脑后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沿快速路径，将一幅模糊的画面飞快地

传到大脑前额叶皮层中，让大脑能够先有意识地思考起来；另一部分

则沿慢速路径，缓慢地穿过视觉皮层，让视觉皮层逐渐对这部分信息

分析加工。在快速画面抵达额叶皮层50毫秒后，后来的信息也到达了

那里。这些信息再经过大脑快速诊断后，被整合成完整的但未必是正

确的图像，显示在大脑视觉皮层上。

综上所述，人的视觉过程分成两部分，眼睛负责采集视觉信息，

大脑则把这些信息整合成图像。倘若一个人眼睛坏了，当然无法看到

物体；但是一个人如果大脑的视觉皮层出了问题，那么看到的只是零

零碎碎的斑点和条纹，无法构成完整的图像。英国神经学家奥利佛·

萨克斯的一个博士，由于大脑皮质受损，他只能凭借未经处理过的形

象来看待世界——在他的眼中，世界就像是一个光怪陆离的迷宫。

塞尚的实践和探索

作为艺术史上的标志性人物，塞尚对绘画的研究和实践，自然有

他的过人之处。首先，是他敢于标新立异。虽然写实绘画在欧洲流行

了几百年，学院派已经到了言必称“透视法”的程度，而塞尚偏偏要反

其道行之，他的画不讲究透视，只用颜色来区分远近、构造空间，所以

画面比较平。传统绘画里的物（人）都必须符合透视法则，而塞尚却把

不同的观察角度的静物放在一起，居然也构成了和谐的画面。

其次，是他的探索精神。塞尚领悟到“眼见并不为实”，不信，你对

一个物体看上两遍，看到的就会有所差异，说明其中总有一些是不准

确的东西。因此，塞尚不喜欢画传统写实画的“真实”，也不喜欢印象

派画中稍纵即逝的“真实”。

他想要画出更为真实和永恒的东西。因此，他注重物体的空间结

构，把人（物）简化成圆柱体、圆锥体和锥体等等。

塞尚比较成熟的作品都画得十分简略，他似乎想让观察者通过

看画获得一些最基础的视觉信息，接下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从而

“看到”自己最想要的画面。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获得者埃里克·坎

德尔的学生，喜欢跨学科研究 的美国神经科学家乔纳·莱勒说：“这是

塞尚的才能——他迫使我们在同一个静止的画面上目睹自己视觉的

开始和结束，色彩一开始还呈现一组抽象的马赛克，后来却过渡成了

一种真实的描绘。”他还说：“塞尚的大脑无人可敌，他抽象展现了人

类本性构造的奥秘。”

《圣维克多山》是塞尚又一种风格的作品（未完成），把冷峻的圣维克

多山浓缩成几笔粗糙的色块和条纹。这些独树一帜的画法，有一点像速写

稿，留下来不少空白，却受到了学院派评论家的抨击，连他的发小左拉也写

文章讽刺挖苦他，两人多年的友谊也就此画上了句号。塞尚并没有在乎这

些，干脆把这些作品称为“未完稿”，与自己的其他画作放在一起展览。

事实上，人对客观世界的认知，都是由感觉器官获取信息，通过

大脑思考整合产生的。不仅是视觉，听觉、味觉、触觉和嗅觉也都是这

样。太多太杂的信息只能引起混乱，而留一点空白给大脑思考，常常

可以得到意外的惊喜。

我国古代绘画里就有“留白”的传统，这是由于我国先秦哲学家老

子早就以非凡的智慧领悟到人的认知规律，提出了“少则得、多则惑”和

“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的道理。在道家文化的影响下，不仅是

绘画，音乐里也有“此时无声胜有声”“余音袅袅，不绝于耳”的说法。

后来，西方文化也领悟了这些道理。20世纪初，绘画的野兽派、立

体派等登上了历史舞台。同时，朦胧诗和意识流小说也随着超现实主

义的文化在欧洲流行起来了。

（本文摘自《科学画报》，作者系《自然杂志》编审。）

新塞尚：以抽象马赛克展现人类本性构造的奥秘

儿科医生荒是怎样造成的
进入全面“二孩”时代，儿科医生的紧缺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据

悉，国家卫计委已将此列为 2016 年的工作要点之一。这意味着从

1999年起停招的儿科学专业将有望时隔17年后恢复本科招生，各界

对此高度关注。事实上，近日就有多名四川省政协委员联名致信教育

部，请求恢复本科专业目录中的儿科专业，增大人才培养力度，以缓

解儿科医生荒的社会问题。

儿科医生荒究竟是怎样造成的？是因高校停招儿科本科专业？还

是因儿科专业毕业生的就业很困难，导致医学生不愿意从事儿科工

作？如果原因分析不清就冒然针对当前儿科医生匮乏的现状，要求高

校招收儿科本科专业，很可能出现的问题是，考生报考儿科专业并不

踊跃，学生毕业后也不愿在儿科就业而转向其他专业。

此外，更重要的问题是，高校开设什么专业，究竟应该由谁说了

算？此前全国“一刀切”停招儿科专业是行政指令的结果。可以说，儿

科医生荒很大程度是行政手段制造的，现在恢复招收儿科专业如果

仍旧用行政手段，不是陷入行政治理的悖论吗？应对儿科医生荒，应

该摆脱行政治理思维。

按照《高等教育法》的规定，高校本应有自主设置专业的权利，但

在具体办学中，高校却没有此项权利，这也是我国高校会在1999年后

全部停招儿科本科专业的原因。

1998年，教育部为拓宽专业面，决定在新本科专业目录中不再设

儿科本科专业，而各高校设置专业需要依据该目录，因此儿科本科专

业也就从招生计划中消失了。对此，教育部门可以解释，这只是拓宽

了专业面，要求高校用临床医学专业统一招生、培养，并不是说高校

就不再培养儿科人才了。然而，这一措施带来的实际结果就是各高校

不再培养儿科专业学生。这足以说明按行政计划设置专业的弊端，某

些专业会一哄而上，某些专业则会一夜间消失，不是由各学校根据自

身的定位、条件，自主决定设置什么专业。

事实上，政府在高校设置专业时，可以提供社会需求信息服务

（如某行业、专业需要多少人才）、政策引导（对社会紧缺专业给予扶

持），由高校自主根据扶持政策、需求信息决定是否开设某一专业，却

不能代替学校做主，直接介入办学。

然而目前恢复高校儿科专业招生，走的还是行政路线，不是由各

高校根据自身办学条件和社会需求设置专业。四川政协委员要求教

育部恢复儿科专业，暴露的问题就是高校想开设儿科专业，可是如果

本科专业目录中没有儿科专业就比较困难，最多只能采取临床医学

（儿科方向）这样的做法，然而即使如此，也需要报教育部审批，因为

这不在专业目录之内。

用行政方式可解决快速在高校中恢复建设儿科专业的问题，却

不一定能保障培养质量和培养特色，而且还存在严重的隐患——高

校的人才培养和社会需求能真正接轨吗？

行政部门要求高校恢复儿科本科专业招生的理由是，我国儿科

医生缺口达20万之多，单从数据看，培养儿科医生极为紧迫，但国内

医院真需要那么多儿科医生吗？现实情况是，我国不少综合性医院的

儿科不断萎缩。据上海媒体报道，上海的二、三级医院儿科萎缩现象

严重，很多医院5—10年没有招过一个新的儿科医生。一些医院关闭

儿科是因为实在开不下去了，儿科医生都辞职了。从中可见，儿科医

生荒和现有的医疗资源配置有关，患者都要把孩子送到优质的专科

医院看病，综合性医院不待见儿科，带来儿科看病难，这和儿科人才

培养关系并不大。

假如不解决这一现实情况，加大儿科专业人才培养力度缓解不

了儿科看病难，反而出现另一难——儿科专业学生就业难。反之，如

果儿科医生很抢手，实际上儿科人才培养也不太可能萎缩，因为在临

床医学这一专业基础上，很多学生可以转儿科，或者专注儿科。

当然，行政部门的设想是，一方面要求综合性医院开设儿科；另

一方面要求高校招生儿科本科专业，这就形成“对接”。可是，这仍属

于用计划手段调节，市场买不买账还有待观察。计划手段可以让综合

性医院开设儿科，也可让高校开设儿科本科专业，但最终要办好儿科

门诊、儿科专业，还需要医院和高校充分结合自身条件和社会需要，

而不只是从形式上解决问题。要解决实质问题，需要针对综合性医院

儿科不断萎缩的现状，采用市场机制配置医学资源。同时，要把包括

专业设置自主权在内的办学自主权，交给高校，这才能形成人才培养

和社会需求的良性互动。

（本文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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