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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23日 星期一 海归创业

海归需要入乡随俗吗？《人民日报》在
6 月 13 日刊发的名为 《海归需要入乡随俗
吗》的评论中做出了这样的回答：“入乡随
俗”没有错，但前提是要看这个“俗”是
良俗还是陋俗。如果是前者，自应“顺而
随之”；如果是后者，就该“拒而改之”。

该文肯定了海归科学家们敢于直面、
批评“陋俗”——中国科研体制机制问题
以及阻碍创新的文化积弊。

科研创新离不开健康的“土壤”。

入乡改“俗”少不了海归一份力

“引进高端人才的目的不只是加强研究
实力，更需要他们与国内科技人员共同努
力改善科研和人才培养的环境。”中国工程

院院士、中科院计算技术研究所首席科学
家李国杰在一次引进高端人才得失的讨论
会上如是说道。

评论中同样提到，国家大力实施“千
人计划”也希望海归能引进先进的理念和
做法，保持改革创新的锐气。正如清华大
学教授施一公所说：“对科技体制和发展提
出建设性的意见和建议，是每一位海归科
学家对国家、民族义不容辞的责任。”

相对于“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的国内学者，海归仿佛更多了一项入乡改

“俗”的使命。而这改俗的压力可不小，一
方面，对国内科研环境的担心已造成很多
人才滞留海外，与此同时，一些海归也很可
能“适应”科研气候，并将不健康的文化延续
下去。但是，还有像施一公、北京大学生命科

学学院教授饶毅这样的海归，不断
地反躬自省且坚定地为科研改革
大声疾呼并锐意践行着。

“软”环境越来越健康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和对科研创新的重视，经费不
足、仪器设备落后、科研人员
待遇差等硬环境已经得到了
很大的改善，主要问题逐渐
落脚在科研软环境上。

2011 年上半年，中组部
人才工作局、海外高层次人
才引进工作专项办委托专业
调查机构对“千人计划”的
实 施 情 况 进 行 了 问 卷 调
查。根据调查结果，创新
人才对国内科研环境的评
价并不高，49%的人认为
国内“研究风气不好，把
很多时间花在学术之外的

‘公关’活动上”。
为了积极改善这种软

环境，被誉为国内科技体
制改革“试验田”的北京
生命科学研究所应运而生，走上
了一条不同于国内其他科研体系
的路子。在那里，美国科学院院士、
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所长王晓东积
极推行与国际接轨的聘任制度、不
受行政干预的所长负责制，形成平
等开放自由的科研风气，使研究人员
能够心无旁骛地搞科研，更不用为跑
项目、拉经费、发论文而“走火入魔”。

在短短的几年间，生命所就集
聚了众多优秀的青年科学家，取得了
丰硕的科研成果。由诺贝尔奖获得者
担任主席的国际专家委员会这样评价
生命所：世界上没有任何其他研究所
能在如此短暂的时间里，在国际科研
领域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

而像这样的科研“小环境”在全国
尚属少数，其健康的科研“软环境”亟待
推广。近年来，除了海归在改革及净化风
气方面身体力行，各级政府、科研机构在
体制机制的创新上也相应地进行了一些
有益的尝试，科研软环境已越来越健康。

6月12日，中国人民大学启动“百名海归
挂职计划”，首批30名海外留学归国教师将被
派往 16 个合作单位，分别以联合培养博士
后、挂职行政岗位、受聘经济学家或研究员
等形式开展实践锻炼。与此同时，其它地方
也有相应的挂职计划，如湖北省统筹实施人
才柔性流动“双聘双挂行
动”，江苏、四川等地也开
展“产学研合作”项目，大
力促进人才资源转化和区域
人才协调发展，推进人才科
教资源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带课题上岗 在实践中“接地气”

据了解，人民大学“百名海归挂职计
划”在全国高校当中还是首例。本次参与挂
职的 30位海归教师从 12个学院遴选而出，以
讲师为主，研究方向涉及经济学、行政管
理、法学、新闻学等 10 多个领域，他们将带
着研究课题走上新岗位。

中国人民大学党委书记靳诺指出：实施
“百名海归挂职计划”，是为帮助海归教师
“接地气”，增进对国情、民情、社情的了
解，提升教学和科研水平，从而提高教师队
伍的整体素质和人才培养质量。30 名海归教
师的挂职时间为一年。在这一年里海归教师

将与合作单位共同努力，进一步拓展和延伸
合作领域，形成优势互补、互利共赢、共同
发展的新格局。

“洋为中用” 向现实生产力转化

海归教师作为高校人才的一个特殊群
体，掌握先进的研究方法，具备突出的研究
能力，但是相当一部分教师，特别是青年教
师，缺乏对中国国情的了解。选派海归教师
到校外挂职，便可以帮助其实现国际化和本
土化相结合、先进研究方法与现实应用案例
相结合。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表示：“我校有
300多名海归教师到校外挂职，作为一种制度

安
排 ，

从 2012
年以后引进

的所有海归教
师都要参与这项计

划。”此次计划实现
了理论和实践的结合，

使海归教师可以丰富教学案
例、为科研收集数据，做到

“洋为中用”，学以致用，将科学
理论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成都为促进人才科教资源向现实生

产力转化，加大对科技创新企业的扶持。
西南财经大学教授及博士生导师段江是高动
态范围图像技术领域的专家，为响应国家

“产学研相结合”的号召，他在2009年创办了
成都恒图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并担任执行总
裁。如今，成都恒图科技推出的多平台“好
照片”已经取得了多个傲人成绩：好照片苹
果系统英文版由苹果官方选入为全球摄影师
推荐的摄影软件短名单；好照片苹果手机
版，攻入苹果应用商店中国区总榜第 3 名，
分类榜第1名等。

不脱产挂职 提升“造血”功能

“百名海归挂职计划”包括海归
学术带头人挂职实践和青年海归教
师挂职锻炼两部分，支持对象为
在海外取得博士学位或具有长期

海外工作经历的本校在职
在岗海外归国教师。挂职教

师 可 根 据 需 要 脱 产 挂 实 职 锻
炼，或以联合培养博士后的身份不

脱产挂职实践。合作方式多种多样，
在推进“产学研合作”的同时，也促进

人才的培养，提升“造血”功能。
湖北省整合拓展省级部门博士服务团、

科技副职、重点产业创新团队、院士专家科
技创新地方行、高校青年教师深入企业行动
计划等项目，注重向基层一线倾斜，向革命
老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地区和边远山区
倾斜，建立高校和科研院所科技人才到企业
受聘技术带头人、科技型企业家到高校和科
研院所受聘兼职教授的“双聘机制”，建
立科技人才到基层生产一线下挂服
务、基层人才上挂学习锻炼的

“双挂机制”。探索人才柔性
流动双向选择的竞争机
制，强化企业加大支
持配套措施，培养
优秀人才。

越来越多海归走入传统行业

别无选择

还是更好的选择？
林馥蕾 孙彤昕

为“双师型”点赞
齐 心

只要有心
小土包也是大金矿

一些海归发现互联网、高新技术、金融、投资
等方面的创业市场竞争激烈并且市场份额正在趋于饱

和，于是他们选择转变视角，独辟蹊径，从事小领域。
“高端人才卖煎饼”、“‘高知’创业炸排骨”等标题开始频

频出现在媒体的视线中。毕业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韩
飞早在5年前就于家乡烟台开了当地第一家网络送餐公司。当被问

及“海归还要给人送盒饭，会不会觉得别扭”时，他说：“文凭不是
主要的，苦干、实干才是最重要的。我从没把自己当作海归，那只是一

段普通的学习经历。”
创业成功的海归刘林说：“海归的创业路越走越宽，要看自己怎么走，往

哪方面走。”并非只有传统大行业、高新科技才能有一番作为，从小处着手也能
找到“金矿”获得丰收。

良性互动 品牌塑造也要大学问

海归创业小生意，看似简单毫无技术含量，但实际上小店面的每一处设计甚至路边摊儿的每句广告
无不让海归费尽心思。“黄太吉”是丹麦留学归来的赫畅创办的一个餐饮企业，店内，赫畅设计的每一
个细节都是经过认真考究的。例如引导线的布局、绿植与挂饰的组合、墙上具有“80后”童年回忆的
插画、顾客取餐机打小票的箴言。“黄太吉”打出的口号是：在这里吃煎饼、喝豆浆、思考人生。赫
畅注重品牌的建立与塑造，而非简单的一买一卖的模式，然而这也是国内传统企业所欠缺的一点。

在成都卖包子的留美海归卢怀抒和回国开豆花店的易成龙也注重运用微信、微博等线上平台宣
传自己的品牌，与顾客形成良好的互动，通过对“用户体验”的关注让传统的餐饮业更精细化、人
性化。

利用所学 迅速打开行业市场

在大连一间10平方米的店里，3位贴有“博士”、“海归”标签的“高知”在里面炸排骨。有
市民认为：博士生寒窗苦读多年，却在毕业后放弃专业做小生意，是一种学历浪费。然而面对
这样的质疑，炸鸡排团队笑称这是误会：“其实我们的生意能迅速打开局面，离不开我们所受的
各种教育。”这个团队里的赵洋洋说，自己所学的专业是市场营销，小店的开张、选址和客户
定位，她都充分利用了掌握的营销知识。

社会学家柳中权认为：“炸排骨和‘北大高材生回家穿糖葫芦’等现象一样，不需要大惊
小怪，每个行业其实都需要知识，也不必因为个案而高呼‘教育失败，读书无用’。”

创新离不开“土壤”

海归如何入乡改“俗”
孙彤昕 林馥蕾 牛俊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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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媒体报
道了毕业于英国莱
斯特大学的海归硕
士王熙博开办网上
订 餐 公 司 “ 送 外
卖 ” 的 创 业 故 事 ，
作为东北三省首个
移动餐饮平台，其
公司的交易总额已
达到 150 万元，引
起 社 会 关 注 。 至
今，海归创业于传
统行业、服务业的
例子不断涌现，逐
渐打破了海归就业
理应“高大上”的
旧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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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 双聘双挂行动
●四川 产学研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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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海归挂职实践从海归挂职实践 看人才柔性流动看人才柔性流动

外派外派““接地气接地气””
让海归教师让海归教师内外兼内外兼修修

林馥蕾 牛俊梅

为了更好地适应社会经济发
展的需求，选派海归高校老师到
企事业单位挂职，“双师型”人
才的教学模式发展起来，不仅增
强了师资力量，也提高了教学水
平。同时，高校教师在挂职的过
程中，能不断丰富教学案例、为
科研收集数据，真正做到了“洋
为中用”，学以致用。

高校在选派教师到企业服务
的过程中，自身的学科建设、专
业设置也得到了丰富。高校教师
也主动完成了向政、校、企合作
的角色转变，充分发挥自身的专
业特长和人脉资源，把高校、院
所的人才优势、科技优势与企业
的机制优势、产业优势、环境优
势紧密结合了起来。在高校的产
学研合作下，科研项目数量明显
增多，高校研究的科研成果也不
再束之高阁，而是如同管道疏通
了一样源源不断地转化为项目，
并得以推广应用，成果转化情况
蔚为可观。

本版绘图本版绘图：：雷叶婷雷叶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