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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野，决定飞翔的高度
———与王中林“面对面”谈科研

! ! 王中林博士，美国佐治亚

理工 学 院（4567801 93:)0).)5 6;
<52(36/68=）终身教授、校董事

讲席教授，佐治亚理工学院工

学院杰出讲席教授，佐治亚理

工学院纳米结构表征和器件制

造中心主任，中美联合的北京

大学工学院先进材料和纳米技

术系主任，美国物理学会 >5/?
/6,， 美 国 科 学 发 展 协 会

（@@@A）>5//6,- 曾荣获美国显微镜学会 ’BBB 年巴顿奖章，佐

治亚理工学院 $%%% 年和 $%%C 年杰出研究奖，$%%C 年 A08D1
E0 学会持续研究奖，$%%’ 年 A- <- F0 奖金- 在国际一流刊物

上发表了 GG% 篇论文（ 其中 B 篇发表在美国 A205325 和英国

H1).75），CC 篇综述和书章节文章，’% 项专利，G 本专著和 ’C
本编辑书籍- 更多信息参见其个人网页：())*：I I ,,,- 3136?
:205325- 81)52(- 5J. I K/,138 I

$%%# 年 C 月 ’’ 日，笔者在北京大学英杰交流中心第一

次见到了王中林教授- 下午 $："% 他将在这里作一场报告- 离

报告开始还有 ’C 分钟，能容纳 C%% 多人的阳光大厅已座无

虚席- 走廊以及座位后的过道都挤满了学生- B% 分钟的精彩

报告里，除了介绍最新的研究成果外，他还把自己的研究心

得毫无保留地与大家分享- 他的睿智和对人生梦想的追求也

感染了在座的每一位听众- 在笔者的再三邀请下，’’ 月中旬

的一个星期六上午，王中林教授来到《 物理》编辑部，接受了

本刊的采访-

编辑：纳米科学是否称得上是物理学的一次革命？

譬如像计算机一样对人类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能否描述一下纳米科学的前景？

王中林：纳米科学为学科交叉研究提供了新的平台-
纳米科学从概念上改变了我们传统从事科学研究的

文化- 过去，研究物理的人只是在物理这个圈子，研

究化学的只在化学的圈子，生物的研究也只是在生

物圈子，而纳米技术的出现，跨越了多个学科，这是

一种研究文化的改变和革命，必然产生极大的科学、

技术和社会效益，所以它的影响是深远的-
# 年前，我曾提出过，纳米科学的出现有 C 大因

素- 第一，是新工具的发明- 任何重大革命都是从工

具开始的，像扫描隧道显微镜、原子力显微镜、透视

显微镜等等，它们提供了观察微观世界的眼睛和手

段- 第二是技术需要- 微电子技术的发展如果没有微

电子技术的需要，纳米还只是停留在科学上，到不了

技术这一步，所以必须有工业的需求- 第三，近 ’% 多

年来，科学家发现的一系列纳米结构，为人类提供了

一幅蓝图，我们可以用这些结构来制造未来的器件，

设计出比现在性能更高的多性能器件和系统- 第四，

这些独特的结构所拥有的性能，例如量子效应、表面

效应等- 第五，电子计算模拟技术展现了微观世界在

超短时间内的一些物理化学过程- 这五大方面的原

因综合一起形成了现在的纳米科学和技术-
纳米科学的前景是很广阔的，因为它覆盖的面

非常广- 纳米技术短期目标是在 "—C 年内就能应

用，像一些新型的催化剂、新型的能源材料、能源储

存技术、医学上新的成像技术以及新的元件的出现、

复合材料，场致发射材料、生物材料等- 而中期目标

是在 ’% 年内，如药物的靶向投递、细胞级癌症早期

诊断、高性能太阳能电池、新的水制氢技术等- 长期

目标是在 $C 年之后，如单细胞的诊断、全光信息处

理技术、从神经系统来治疗聋哑病技术、从环境中把

热能或化学能转换为电能等-
编辑：您已经在国际上奠定了很高的学术地位，频繁

回国工作、兼职，两头奔波一定很辛苦，是什么信念

一直支撑着您？

王中林：我是 ’BL& 年获得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物理学

博士学位- 我过去一直接受中国的教育，根据当年我

家里的经济状况，我不可能出国留学，而我有幸考取

了中美联合招收的（MNAOP@）博士生，于 ’BL" 年赴

美留学- 留学改变了我的人生，我作为第一代留学生

应该有为国家、民族做事的责任感，有这个义务去

做，责无旁贷- 在我的人生词典里，人的一生被分为

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要向世界证明自己的能力和

才华；第二个阶段尽自己的能力帮助朋友和周围的

人；第三个阶段要用自己的知识来为国家作贡献- 我

认为第三个阶段也是衡量一个人价值的最重要的部

分-
’BB$ 年我就开始回国带博士研究生- 当时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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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科学院电子显微镜研究实验中心，与郭可信院

士合作& 近 ./ 年来，我与国内多个单位有合作关系&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合作关系呢？因为我为人直率

真诚，待人和善，用心做事，所以朋友很多，我对朋友

是有求必应，所以国内合作单位很多& 我在国内的兼

职并不多& 我在清华大学的长江讲座教授去年已经

结束，国家纳米中心海外主任的头衔马上就要到期，

和北大合作办学今年才正式刚开始& 从网页上可以

查到我是十余所大学的客座教授或兼职教授，这些

都是没有任何待遇和工资同时也没有任何职责的虚

职& 这些大学邀我做个报告，他们就顺便给我发一张

客座或兼职教授的证书& 这些都是朋友们对我客气&
我认为我在国内做了一些实际的事情& 这十多

年来，我在国内做的学术报告不下 .00 场，为国内培

养和送回了十多位科研和管理人才& 每年回国 1 次，

每次停留 2 3 4 周，因此我在国内每年的时间不下

4—5 个月& 我还帮助几个单位共同建立了实验室，

并开始招博士生& 我在国内通过清华大学出版社、高

等教育出版社和科学出版社出版了十本编辑书籍和

一本著作&
为国服务的苦衷是很多人体验不到的也不理解

的& 除去每次坐经济舱的长途旅行，还有强烈的时

差，我一般要吃安眠药来强制自己进入睡眠状态以

保证第二天的正常工作& 200/ 年 1 月，我来北京讲

学，20 多个小时的连续飞行，再加上在一个月内两

次回国，由于时差问题，到了北京后，我就病倒了& 我

的一位博士后把我送到海淀医院急诊室& 我躺在病

床上，看着屋项上的日光灯，心里的滋味难以言表&
我想到了我的家庭，想到了自己的 4 个孩子，最小的

还只有 5 岁⋯⋯今年，就在 . 个月以前，我在国内讲

完学回美国，到了家里，家里没人& 我给太太打电话，

才知道太太和孩子在医院的急诊室，我的小女儿的

胳膊摔断了& 我赶快开车赶到医院，当然太太是有怨

言的，我无话可说，只有低头认罪&
我在国外的待遇非常好& 我在美国的实验室有

.00062，实验室资产达 .000 万美元以上，手下研究

人员加学生有近二十位，在美国称得上大牌教授& 我

回国来，没有什么要求，我追求的是做实事，做科学&
我每天骑着自行车在北大、清华、科学院来回奔跑，

我每次回国住的是学生们住的青年公寓，尽量节省

经费& 我之所以要坚持回国做事，就是希望用自己的

知识和在国外取得的经验和积累，来推动我国的科

研和教学& 我只是希望用我在国际上的研究地位，为

我国的教育、科研做些贡献& 祖国是我血脉相连的

家，我应该为她而献出&
我年初在美国《科学》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我把

北京大学、国家纳米中心作为除美国大学外我个人

的挂靠单位，网上匿名人攻击我“ 贩卖美国研究成

果到北大”& 我是北京大学中美联合的先进材料和

纳米技术系的兼职主任，我是 789:;)* <8+! 派来进

行合作办学的代表，国家纳米科学研究中心海外主

任，我一个人属于几个单位，按照国际惯例，我当然

有权利把这两个单位挂在上面，我有权利选择我的

归属单位，这是国际常规& 我写这篇文章，并没有拿

国内一分钱的奖金或其他任何好处，何谈贩卖？欲

加之罪，何患无辞& 但我不会介意这些事，我靠良心

做事情& 我一直坚持这样的信念：“ 良心归于天地，

褒贬自有春秋”& 每年，国内会有 4—5 位访问学者

到我的实验室，我会把我做事的风范，美国人的先进

技术和管理技巧教给他们，回国后，希望他们把学的

东西传给他们的学生&
编辑：今后您还会与国内有更多的交流合作吗？有

没有想过将来有一天回国定居？

王中林：我对国内教育的信念一直很坚定& 正因为我

们的出现，一些学生才能受益，如果受到一点打击就

撤了，那么，谁来关心中国的发展，中国的教育& 所

以，我要坚定不移地继续做下去，不管别人怎么讲，

我的信念不会改变& 我想，如果长期坚持下去，对国

内会起到一定的作用，我会不断地做下去，那些对我

有负面看法的人，他们最终会了解我，我要用我的成

果，我的贡献来说服他们& 接下来的 .0 年是我做科

学研究的黄金时代，我有许多研究要做，也会做得更

好& 我以后有回国定居的打算，也有回国工作的可

能&
编辑：您在美国经常给小学生、初中生的优秀班讲

课，为什么要花时间给这些孩子们讲课？这是您所

讲的人生第三阶段的具体表现吗？一流的科学家做

这样的工作是不是有些浪费？

王中林：科学教育从小孩子做起，非常重要& 我认为，

一个人的信念是从小开始的，在他们年少的时候，你

的一句话灌进他的脑子里，可能他的一生的人生观

会发生变化，追求也会发生变化，当他在还不知道自

己要干什么的时候，你拍着他的肩臂，对他说：“ 你

做得非常好，继续干”，这种鼓励是极大的，特别是

从不同的人嘴里说出来& 我的学生们都知道，我对他

们总是鼓励，极少对学生说泄气的话，这些话对学生

没有好处& 在我自己眼里，我是平常人，有平常人的

心态，但在别人眼里，我可能不是个平常人，我跟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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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的几句话，可能对他的影响非常大，所以我觉得做

这件事情非常有意义，绝不是浪费时间-
编辑：聪明和勤奋，这两者您都兼备- 许多人都说您

是工作狂，但是要取得一流的科学成果，成为世界顶

尖科学家，是不是天分也很重要？

王中林：我觉得一个好的研究者不聪明不行，蛮干是

干不出来的，但是聪明不勤奋更加不行- 一个成功的

人，有他的灵感，有他的聪明，更重要的是他付出的

血汗- 勤奋，执着，锲而不舍是排在第一位的- 文章是

一篇一篇写出来的，字是一个一个打进去的，多少个

不眠之夜，多少个周末和晚上的付出，别人看不见，

别人看到的只是你的成功，背后付出的辛苦只有自

己最清楚-
我办公室的隔壁就是亚特兰大奥运会的游泳

馆，那是世界一流的游泳馆- ’% 多年来，我没去过一

次，因为没有时间，总想着以后再去，还有机会- 太太

为了支持我的工作，辞了自己的工作在家照顾 " 个

孩子- 像今年，我的研究比以往都繁忙，还回国了 &
趟，一趟 $ 个多星期- 我们今年发表了 4% 多篇文章，

而且都是影响因子不错的，有几个还是原始创新的

东西- 我怎么做？只有挤时间- 早上见你之前，我也

是一直在写文章呢- 我到哪里都随身携带电脑，纳米

发电机文章的第一稿，我是在飞往澳大利亚的飞机

上完成的，我就是在抓紧一切时间做这些事情- 我们

这些从乡下长大的孩子，不敢说比别的孩子聪明，我

们最大的优点就是坚忍不拔- 天道酬勤，这份“ 勤”

源于对你所从事的专业的无限热爱，源于你对设定

目标的不懈追求-
编辑：您说国内纳米研究不落后于任何国家，但是我

们还有差距，差距在哪些方面？人才情况怎样？您

认为国内的教育和科研环境是否良好呢？

王中林：中国目前的纳米材料方面的研究并不落后

于西方国家，在很多方面，特别是纳米材料合成方面

做了大量的工作- 肯定我们的成绩，展望未来，同时

也找出我们的差距- 首先，国内的领军人物还需要更

宽广的视野，作为一个大国的研究单位的领导，一定

要有这种视野，战略宏图，没有梦想就没有现实，这

点非常重要- 第二，科学要瞄准世界，不是在中国排

你第一，我第二，更重要的是世界排名- 第三个差距

是学风上的扎实- 在国外，发一篇高质量的文章，工

资也不是多提点，更没有奖金和经费提成，但它是你

学术生命的代表，这种无形资产比金钱更重要，是金

钱买不来的- 做研究，必须要扎扎实实，一步一个脚

印，如果中国的学风继续浮躁下去，将来的损失是几

十年补不回来的- 至于在科研设备方面，国内目前许

多地方的设备都很先进，在某些方面可能比国外的

设备都先进，经费也比较充足，关键是有没有创新的

想法和思路，有没有扎实的学风- 做科研没有经费是

绝对不可以的，但创新的思想不是用钱能砸出来的-
“穷者思变”在一定程度上是有道理的- 建立一个公

平、自由、竞争的环境非常重要-
世界承认的是你真正做出来的研究和好的学

风- 学术上的成就，就像一个人的信誉一样，说一不

二- 我历来强调我做人就像我做学问一样，扎实、可

靠、严谨、可信！所以在教育上和研究上要加强人才

的培养，不讲近期效益，轰动效益，而是要立足于世

界，做扎扎实实的科学研究- 科学研究只有世界第

一，没有中国第一- 我参加过许多重大的国际研究会

议，但是看不到多少中国学者- 不参加国际会议何谈

与世界接轨？国家给了他们那么多的经费，有一部

分必须用于国际学术交流上来赢得西方社会对中国

科研的承认和嘉奖- 如果不打世界牌，中国得诺贝尔

奖的路程将很遥远- 另一方面，你的科研成果不错，

但是，一个好的成果不去宣传，不让别人了解你的工

作，人家不会真正体验到你研究的价值-
最后，一个国家科研能否可持续发展和不断创

新，关键取决于人才，特别是青年人才- 取决于有无

激励、培养和支持年青人的机制，有无他们自由发挥

和创新的气氛和天地- 人才是关键，培养青年学者更

是关键-
编辑：您认为目前国内用 567 收录来评估科研成果

是否合理？国际上有无新的考核体系？

王中林：目前国内把 567 论文数的收录和期刊的影

响因子作为一种评价体系- 强调 567 论文有助于鼓

励中国学者到国际期刊上发表论文- 但是一旦把

567 论文做为评职称、评院士、申请科研基金、评价

学校学术成绩的一项重要指标，甚至用发表一篇

567 论文奖励数千到万元的物质刺激来鼓励，这种

过于简单化的评价方法便很快被滥用了，例如，有些

科研人员挖空心思地增加自己的 567 论文数，或一

稿多发，或将一篇论文拆成几篇发表，或专门找一些

被 567 收录、但是发表门槛很低的期刊投稿-
要评价一个科研人员的学术成就，光是看其发

表的论文总数并不妥，还要看这些论文的质量，但是

简单把期刊的影响力视为论文的质量指标也是不妥

的，必须具体地看其论文的情况，总体地衡量其论文

的被引用情况- 一种常用的简单方法是统计一个人

发表的所有论文的被引用总次数- 这也不是一种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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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的方法& 如果某人曾经发表过一、两篇被引次数很

高的论文，即使其他论文被引次数低，他的总体成就

也会因此被夸大，特别是如果被引次数高的论文有

多名共同作者的话，其水分就更多了& 而且，有的综

述文章的被引次数会比原创论文高得多，但是它并

不代表作者的学术成果&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物

理学家赫希（./012 3& 4)05+!）提出一种定量评价科

研 人 员 学 术 成 就 的 新 方 法 ——— ! 指 数（ 论 文 见

!""#：6 6 *07)8& /01 6 9: ; +*+!2 6 #!<5)+5 6 #=> 6 ?@?A 6
?@?A?B@& #=>）& 这个方法立即引起了广泛的注意，英

国《自然》、美国《科学》杂志都立即做了报道& 该论

文在去年 B??@ 年 CC 月份正式发表在《 美国科学院

院刊》上，网上有人已经介绍过了，并已经开始被许

多人采用& 现在评选美国科学院院士的定量化指标

之一就是 ! 因子&
赫希将这种方法称为 ! 指数（!D),=27）& 一个人

的 ! 指数是指他至多有 ! 篇论文分别被引用了至少

! 次& 要确定一个人的 ! 指数非常容易，到 :EF 网

站，查出某个人发表的所有 :EF 论文，让其按被引次

数从高到低排列，往下核对，直到某篇论文的序号大

于该论文被引次数，那个序号减去 C 就是 ! 指数&
赫希还计算了在最近 B? 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

奖的物理学家的 ! 指数，平均值为 GC& 美国科学院

物理学与天文学部 B??@ 年当选的院士的 ! 指数平

均为 GG，而生物医学部当选的院士的 ! 指数平均高

达 @H& 很显然，! 指数的高低与从事科研的时间长

短有关& 对于年轻科学家来说，由于发表论文数量太

少，论文的数目成了其 ! 指数的上限，计算其 ! 指数

没有多大的意义& ! 指数比较适合用于衡量已从事

科研多年的资深科学家的总体成就& 一个人的 ! 指

数不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减少，只会增加或保持不

变&
通过研究许多位物理学家的 ! 指数，赫希认为

如果一个人在从事科研 B? 年后（ 从发表第一篇论

文算起），! 指数能达到 B?，就算是一名成功的科学

家；能达到 G?，则是一名杰出的科学家，很可能只能

在名牌大学或研究所才能见到；能达到 I?（或 J? 年

后达到 K?），则是首屈一指的大科学家了& 赫希并

提出，美国研究型大学的物理学家要获得永久教职

（副教授），! 指数一般为 C? 到 CB，晋升为正教授则

大约为 CA& 成为美国物理学会会士的 ! 指数一般在

C@ 到 B?，而成为美国科学院院士则一般在 G@ 或更

高&

我认为中国在对资深研究人员的评估上，! 因

子的定量评估方法应该是可取的方法之一，因为他

是衡量国际学术界对该科学工作者工作的认可程度

和他的研究的影响程度& 如果一个人在高档次期刊

上发了一篇文章，但该文的引用一般，而另一位学

者，他的文章发在档次不是非常高的期刊上，但文章

的引用很高，这时 ! 因子就可以评估出到底谁的研

究影响大& 我们知道许多好的工作还是发表在本专

业重要的期刊上，! 因子的比较当然也要考虑不同

专业间的差别&
编辑：:+)2,+2 杂志介绍您在美国取得成功的文章

中讲到您早年工作中遇到的挫折，您认为是语言还

是文化的差异导致的？对国内学生有何建议和忠

告？您认为交流技巧特别重要吗？

王中林：是的，交流技巧非常重要& 一个好的科学家，

不仅能踏踏实实地把东西做出来，更重要的是把你

所做的交流给别人，美国人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他

们善于把自己的东西讲给别人& 比如，开大会，你的

邀请报告 J? 分钟，你把你的视野讲出来，你做事的

风范讲出来，这代表你的研究水准的最高极限，J?
分钟就是你的舞台& 你的文章发表在 :+)2,+2 上面，

别人不一定有时间看，但你在大会上一讲，他就听得

清清楚楚，哪有比这样的机会更好的？我的每一场

报告，我之前都做了充分的准备& 我的信念是，这场

报告，我要把它做成世界上最精彩的一场报告，把我

的成果讲出来，把我内心做事情的一种热情体现出

来，感染给会场上的每个人& 所以，我认为交流能力

非常重要&
我早期在美国工作上受到的一些挫折，一方面

是文化上的差异，对西方文化了解得不足& 更重要的

是，我每走一步都是自己一点点摸索出来的，没有一

个人在我关键的时候，在我处于困难的时候，提醒我

应该怎么做& 只有当我自己掉进陷阱里往上爬的时

候，才知道有多辛苦& 那个艰辛不是一年能爬上来

的，有的甚至 @ 年，C? 年都爬不出来，如果当时有人

提醒我，不要那样做，我会避免走许多弯路，所以有

人引导非常重要& 因此，我经常跟我的学生说的不是

我成功的一面，而是我曾经失败的一些经历，我什么

地方受过挫折& 我为什么讲给他们听，就是避免他们

再犯我曾经犯的错误，不希望别人再走同样的路& 我

在国内给学生们作报告的时候也讲我的研究心得&
编辑：您选择学生的标准是什么？

王中林：第一，必须对我们的研究感兴趣；第二，必须

自主性很强；第三，必须工作很努力，每个星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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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小时-
编辑：您说对所做的研究一定要有兴趣，那么这种兴

趣是从小就培养的吗？

王中林：由于“ 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我初中高中没

学太多东西- 我许多的基础知识是在大学里积累起

来的，但是我从小就对科学感兴趣- 读研究生的时

候，我就特别喜欢搞研究，我从来就没打算去公司工

作- 我觉得做研究是我人生的一大乐趣，是幸运的选

择- 如果一个学生做事是被动的，老师在，你就会在

实验室，老师不在，你就不去实验室，那么，你再聪明

也不会做好研究的- 所以兴趣是很关键的，兴趣是一

切的推动力-
我学物理专业不是自己选的- 我上大学时想学

工程，像计算机一类的，后来我被分配上了物理专

业- 因为我喜欢思考，什么东西都想把道理搞清楚，

所以我能学物理是我的幸运- 另外，我做研究的思路

比较开阔，现在学的东西并不一定是你未来要做的

东西，它实际上是对你的一种基本训练- 我要做的东

西，我们现在可能并不是很懂，但是有了这个基础，

慢慢地会转过去，有了这个基础，你可以逐渐地转化

出许多不同的东西- 几年之后，世界的方向就转了，

所以，如果你想引导这个方向，必须不断变化，在别

人没有注意到的时候，你就注意到了- 一个优秀的科

学家，思路必须是开阔的，必须是有远见的人- 等别

人都在做，你也跟着做的时候，这个东西实际上就快

要过时了，是该改方向的时候了- 就拿我们的研究作

个例子- $%%4 年 # 月我发表的论文的总引用次数是

九千- 到 $%%# 年 ’’ 月引用次数达一万四千次以上-
我的 5 因子（( 6 03789）是 4#- 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们

的引用次数增长如此之快，秘诀何在？我告诉他，这

是我们 ’::: 年发现纳米秤，$%%’ 年发现纳米带，

$%%" 年发现纳米环，$%%4 发现纳米螺旋，$%%# 发明

纳米发电机等一系列原创性工作的结果，而且这些

工作是开辟了纳米技术研究的新领域，它们过去在

$%%% 年时是“冷门”，而现在已成为了纳米材料研发

的热点之一- 我们的秘诀就是走在了别人的前面-
编辑：有成就的学者不可避免要与媒体打交道，您认

为这是否很重要，还是浪费时间？

王中林：同媒体打交道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把真

正的科学研究成果介绍给社会，它的影响非常大- 用

通俗的语言写给大众，对年青学生的教育非常重要-
然而，在有些情况下，你讲许多正面的话，记者

都不录用，就像美国《科学》杂志的一个报道人员有

一次采访我关于科研创新方面的一些问题，;4 分钟

的采访，你可以说 ;% 分钟的好话，最后说有什么不

足呀，可能提一、二个，他就摘你的一、二负面的话，

这叫“断章取义”- 所以，媒体要如实地报道，更重要

的是，在发表之前要得到被采访人的同意- 有些记者

不征求被采访人意见就把稿子发出去了，这样做可

能会出错，出笑话，且有不良影响-
编辑：工作和事业给您带来无穷乐趣和成就感，生活

中其他的乐趣和爱好是什么？做科学家是否经常要

牺牲很多的生活乐趣呢？

王中林：我的生活还是很有乐趣的- 在美国的日子很

有规律，每天早上起床，看一下 8<10/，然后去跑步锻

炼半小时；下午 &：%% 回家吃饭；晚饭后，继续工作到

深夜- 我的乐趣就是陪家人散散步，与学生一起喝杯

酒，谈话交流，最高兴的时候请朋友上家里来，一起

唱卡拉 =>-
编辑：最后，请您给国内年轻的物理学者一些建议

吧-
王中林：第一，必须要有做研究的兴趣- 当你对某个

研究领域感兴趣时，你就可以为它废寝忘食，甚至半

夜醒来，想起了新的方案- 二，必须要有热情，必须是

自发的，自觉的，要有崇高的理想，设立近期目标，远

期目标，然后，找到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踏踏实实

一步一个脚印去实现它- 捷径很多情况下是没有的-
第三，做科研，要瞄准世界，要有新的思维方法，想别

人没做的去做- 在科学发现中只有金牌没有银牌- 工

作中，要通过阅读大量的文献，参加学术会议等方式

了解信息，了解整个科学界和自己的“小领域”的最

新进展，长期坚持这样的积累，就能够把握研究方向

和重点，知道什么是新的或最重要的，并提出自己的

独特见解，达到从量变到质变再到概念上的飞跃- 最

近我总结了我们几年来的科研成果以及对未来的展

望，从纳米发电机，压电三极管到压电二极管等，我

提出了纳米压电电子学（ 313? 6 *08@?)A?302B）的概

念-《C1).A8》网站还报道了我提出的这个新领域- 第

四，自己应该对自己的前途负责，不要荒废青春，虚

度年华- 第五，做研究不能自满，取得一点成绩不要

骄傲自满，要虚心，“ 不要吃老本，要立新功”- 世界

之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 最后，一个人的成功取决

于个人才智，天时，地利，人和- 抓住一次次机遇是最

重要的-

（本刊编辑 王进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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