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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科研群体更加多元化”
——访《自然》杂志首位女性总编辑玛格达莱娜·斯基珀

RCEP“大迈步”
利好经济全球化和区域经济一体化

一对俄罗斯母女的中国情缘

“去年大概有 500名中国游客

到我们的旅游基地游览……今年

9 月，我女儿选择去中国学习中

文，然后在中国学习旅游专业知

识。我相信她的选择是正确的。”

在俄罗斯远东堪察加半岛经营民

俗旅游基地的娜斯佳日前向笔者

介绍了她和女儿的中国情缘。

时已入冬，小雨靡靡。人烟稀

少、开发度低的俄罗斯堪察加边疆

区几乎是原始的冻土地带。这里有

30 个活火山，也是棕熊和鲑鱼的

王国。

娜斯佳的旅游基地位于堪察

加边疆区首府堪察加彼得罗巴甫

洛夫斯克郊外。在基地里，游客们

可以体验狗拉雪橇、驾驶雪地摩

托、观看当地少数民族表演、品尝

当地鹿肉或者帝王蟹。“帝王蟹就

是专门为中国游客到来增加的大

菜。”娜斯佳说。

娜斯佳介绍说，2010 年左右

基地迎来首批中国游客。最近5年

间，中国游客人数越来越多，2018

年约有500名中国游客造访基地，

占基地当年游客总数的十分之一。

中国游客的到来让娜斯佳的旅游

基地增加了收入，也让她开始关注

中国的发展。

娜斯佳的大女儿今年 16 岁。

在和自己的好朋友一番讨论后，她

决定走不一样的人生道路——去

中国学习中文以及旅游专业知识。

娜斯佳说，人按照自己选择的

道路生活是快乐的，她支持女儿的

决定。今年 9 月，她带着女儿第一

次踏上中国的土地，无论是女儿学

校所在的秦皇岛还是首都北京，都

给母女俩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娜

斯佳对中国的发展成就赞叹不已，

更觉得女儿的选择是正确的。

娜斯佳说，女儿打算学习结束

后回到家乡。中国游客对堪察加的

认识刚刚开始，而当地几乎没有懂

中文的旅游从业人员，与中国游客

的沟通还有待提高。她相信，女儿

学成归来后这种情形将得到改变。

据俄罗斯教育部门统计，当前

中国已经成为俄罗斯学生出国留

学第一目的地国。圣彼得堡大学东

方系副主任罗季奥诺夫说，俄中两

国领导人奠定的两国友好关系让

两国民间交往日益加深。两国互派

留学生学习的专业范围日益广泛，

也更加务实。

堪察加边疆区副行政长官阿

列克谢·沃伊托夫日前在接受采访

时表示，在 2018 年到堪察加旅游

的外国游客中，中国游客数量仅次

于美国。当地政府已经注意到中国

游客数量迅速增长，并制定了一系

列支持措施。堪察加对中国游客的

到来抱着最真诚的态度。

（新华社 鲁金博 李东旭）

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

（RCEP）15个成员国 11月 3日在泰

国曼谷举行的东亚合作领导人系列

会议期间结束全部文本谈判及实质

上所有市场准入谈判，明年正式签

署协议。这是区域经济一体化取得

的重大突破性进展。

在RCEP数年谈判过程中，中国

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分析人士

指出，在当前全球贸易保护主义和

单边主义升温的情况下，RCEP将有

助于维护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

化，提振市场信心，也将促进区域经

济一体化进程，有利于早日达成建

设东亚共同体的目标。

利好全球多边贸易体系

受贸易保护主义抬头和逆全球

化情绪冲击，当前全球经济整体呈

现放缓趋势，特别是国际多边贸易

体系受到各种力量侵蚀，世界经济

面临的风险和不确定性上升。分析

人士认为，值此关键时期，RCEP 进

展对全球多边贸易体系、经济全球

化和市场都是重大利好。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世界经济

研究所所长姜跃春指出，RCEP 一

旦达成，将有利于应对单边主义，

特别是美国的贸易保护主义的负

面影响，能促进整个国际贸易的良

性循环，给世界经济提供新的强大

推动力。

马来西亚理工大学政治学教授

阿兹米·哈桑认为，RCEP 谈判进展

证明，尽管某些国家实行单边主义，

多边主义依然“充满活力”。

中国驻东盟大使黄溪连日前表

示，RCEP对于促进亚太地区贸易发

展和全球经贸增长，维护自由、开

放、包容和多边贸易体制，创造有利

于贸易投资发展的区域政策环境至

关重要。早日达成协定有利于维护

经济全球化和贸易自由化，实现各

国互利共赢。

区域经济一体化前景明朗

亚太地区是当前全球经济最具

活力的板块之一。RCEP将使亚太经

济一体化前景趋于明朗，有利于区

域内的贸易平衡、产业创新和就业

扩大。

姜跃春认为，RCEP将对推动区

域经济一体化进程产生重要影响。

亚太区域合作路径一直在探索，应

该说RCEP 是目前较多国家能够接

受的合作方案。协定达成后，将更有

利于本地区贸易交流和投资，以及

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有利于推动

区域一体化进程，进而推动未来的

东亚经济共同体建设。

泰国开泰银行高级副总裁蔡伟

才表示，RCEP将成为推动亚洲区域

经济一体化的重要机制，随着RCEP

的推进，亚洲区域价值链会变得更

加紧密。在RCEP、“一带一路”倡议

驱动下，中国与东盟必将更加密切

展开合作，成为未来全球经济健康

发展的主要动力。

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副院

长余淼杰认为，RCEP 将在商品贸

易、服务贸易、投资等几大领域促进

成员国的经济合作。一旦协议签署，

将有助于RCEP 成员国更好融入全

球经济一体化中。

中国方案助力谈判惠及民众

在RCEP数年谈判过程中，中国

的作用和智慧不可或缺。今年8月，

RCEP部长级会议在北京举行。这是

在RCEP谈判关键阶段举办的一次重

要会议，促成谈判取得了重要进展。

黄溪连说，中方高度重视RCEP

谈判，积极发挥建设性作用，坚定支

持东盟在谈判中的核心地位，秉持

互利共赢的原则参与谈判，得到各

方高度评价。

余淼杰认为，在 RCEP 成员国

中，中国的经济体量最大，中国市场

对其他国家有着巨大吸引力，中国

经济总量以及中国不断扩大开放的

立场，决定了中国在 RCEP 谈判中

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

姜跃春说，RCEP有助于扩大中

国同本地区其他国家的经贸和投资

往来，为中国出口和投资打开更大

空间。对中国消费者而言，有更多优

质外国产品以较低关税进入中国市

场，也能更好满足民众日益增长的

对美好生活的追求。

中国－东盟商务理事会执行理

事长许宁宁表示，多边贸易体制和

区域贸易安排是驱动经济全球化向

前发展的两个轮子。加快实施自由

贸易区战略，是中国新一轮对外开

放的重要内容。RCEP有利于开发区

域合作潜力，推进区域经济一体化

深入发展。 （新华社 林昊 淡然）

“大自然的演出总是推陈出

新，因为她无时无刻不吸纳着新

的观点。”正如 1869 年的这段创

刊词所写，今年迈入 150 岁“高

龄”的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见

证了百年来科学革故鼎新的变

化——科研体系变革、更多民众

参与科学以及信息时代科研成

果迅速跨国传播……

这一知名科学传播平台本身

也随时代不断“进化”，其中就包

括第一次由女性担任杂志总编

辑一职。“《自然》一直在适应这

些变化，或许让我出任总编辑也

能说明这点。但我想最重要的是

这反映了科研群体的深层变化，

即更加多元化了。”该杂志首位

女总编玛格达莱娜·斯基珀近日

接受专访时说。

斯基珀认为，如今科研群体的

多元性已覆盖了性别、地理、种

族、资历等。科学的参与者中有年

轻学者、资深科学家，还不乏普通

民众。比如农民参与农业科学研

究，病患参与医学研究，这也是

“公民科学”的一部分。

2018 年，斯基珀履新《自然》

第8任总编辑，此前历任总编辑均

为男性。这背后的趋势是近年来女

性在科学中扮演的角色越来越被

重视。在斯基珀看来，如今人们开

始更多谈论女性对科学的贡献也

算“珊珊来迟”了。

其实，女性很早就在科学发展

史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比如

“世界第一位程序员”阿达·洛芙

莱斯、苏格兰数学家玛丽·萨默维

尔，只是长久以来她们的贡献并未

获得同等认同。

斯基珀认为，谈论女性在科

学中的角色，推而广之其实是科

学界应有更多不同声音。“听取不

同观点、用不同方式分析同一问

题，能带来更好、更有意思以及更

具创新性的解决方案。因此，多样

性不仅仅体现于在科研中给予女

性机会和支持，更体现在为所有

未被充分代表的群体提供机会和

支持。”

拥有英国剑桥大学遗传学博

士学位的斯基珀也曾是一位扎根

实验室的科学家，但她坦言期刊编

辑工作更令她着迷，因为可以接触

更多领域的有趣研究，恰好满足了

她在科学上的好奇心。“在科研工

作中，你必须专注于某个主题以解

决问题，无暇关注其他领域的话

题，但我在科学上的兴趣范围太广

了。”她说。

她发现科研领域的另一个新

变化是：跨学科的趋势越来越明

显，不仅是学科间，还有学科内的

边界也正在模糊。奇妙的是，这似

乎又回到了科学诞生之初学科分

支不明显的时代，但这恰恰有利

于形成合力，解决当下全球面临

的共同问题。

斯基珀的兴趣也不局限在科

研成果本身，她还希望推动整个科

研共同体的有益转向。上任后，她

提出了未来要更关注大数据以及

年轻研究人员的工作。

《自然》早年发表的一些重要

论文，很多都只是一页纸的文字

论述，没有数据和其他相关信息，

如今这样的论文根本不可能发

表。斯基珀说，现在很多科研成果

都是基于丰富的数据分析，这就

需要收集和展示大量数据。这对

科学是一个非常好的赋能过程，

也是为什么《自然》需要更关注这

方面的趋势。

斯基珀还致力于帮助更多年

轻科研人员成长，《自然》的年度

“十大科学人物”甚至有20来岁的

年轻学者上榜。“早年的科研体系

层级明显，只有地位显赫的科学家

才会被人们屡屡谈及。我们当然知

道资历能够带来视野、成熟等重要

品质，但我们也不能忽视年轻人的

一些重要特质，比如魄力、敢于挑

战以及用不同视角看待问题的意

愿。”她说。

瞬息万变的信息社会也让年

轻人更易在学术上获得机会。斯基

珀回忆，自己幼时信息传递和沟通

方式比较有限，而如今科研人员会

用社交媒体等多种沟通方式快速

交流想法，这也是她从年轻学者身

上学到的“重要一课”。

未来，科学研究仍会面临许

多重大挑战。斯基珀认为，最大

的挑战之一是应对科学发现中

的“错误传播”。“研究人员和出

版机构需要更好地传播科学，让

科学成果得到准确报道，帮助公

众 更 好 地 理 解 科 学 。这 并 非 易

事，需要时间，需要研究人员、不

同人群共同参与，而《自然》可以

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位女

主编说。

（新华社 张家伟 彭茜）

“怀旧”车展
在阿尔巴尼亚首都
地拉那落幕

新华社地拉那 11 月 3 日电（记

者 章亚东）为期两天的“怀旧”车展3

日在阿尔巴尼亚首都地拉那落下帷

幕，共有包括老爷车在内的 200余辆

车向公众展出。

为庆祝阿尔巴尼亚公路运输服务

总局成立20周年，此次名为“怀旧”的

车展在地拉那市中心斯堪德培广场举

行。展出的汽车不仅包括劳斯莱斯和

奔驰等品牌的老爷车，还有中国生产

的红旗轿车、解放卡车、跃进卡车以及

北京吉普车和长江摩托车等。

今年 54 岁的普雷尼亚西是阿尔

巴尼亚一位小有名气的汽车收藏家。

他告诉记者，他为此次车展带来了一

辆跃进卡车、一辆解放消防车和一辆

北京吉普车。上世纪60年代以后，阿

尔巴尼亚和中国经贸关系发展良好，

中国生产的汽车被阿内政部和国防

部广泛用于运输，北京吉普车深受用

户喜爱并在当地被视为高档汽车。

普雷尼亚西说，1965 年后，中国

是阿主要的重型汽车供应国，大量中

国产的汽车来到阿尔巴尼亚并为阿

的经济建设作出了贡献，这些汽车质

量很好，他如今收藏的汽车还能正常

使用。他最喜欢的是收藏的一辆红色

解放消防车。

德国斥资35亿欧元
扩建电动汽车充电桩

新华社柏林 11 月 4 日电（记者

张毅荣）德国总理默克尔 4日表示，

联邦政府将投入35亿欧元扩建电动

汽车公共充电桩，5万个新充电桩预

计将迅速到位。

默克尔当天视察德国大众汽车

集团设在德国东部城市茨维考的电

动汽车工厂时表示，迄今为止，道路

交通排放了太多的二氧化碳，因此大

规模量产电动汽车非常重要，5万个

充电桩应该迅速建设到位，为车辆充

电提供保障。

默克尔说，预计到2030年时，德

国将拥有700万至 1000万辆电动汽

车以及100万个公共充电桩。此外，德

国联邦政府计划自2021年起，提高针

对部分小型电动汽车的购车补贴。

大众集团首席执行官席赫伯特·

迪斯当天表示，他非常看好电动汽车

的未来，从2021年起，茨维考的大众

工厂每年可生产 33 万辆电动汽车，

成为欧洲地区规模最大、产能最高的

电动汽车生产厂。

根据德国联邦机动车管理局的数

据，截至 2019 年 1月 1日，德国纯电

动乘用车保有量约为 8.3 万辆，插电

式混合动力车保有量约为 6.7 万辆。

德国联邦能源和水资源经济协会今

年8月发布的新闻公报显示，德国电

动汽车公共充电桩数量约为2万个。

“科学突破奖”
举行颁奖典礼

新华社旧金山 11 月 3 日电（记

者 吴晓凌）全球奖金额度最高的科学

奖“科学突破奖”3日在美国旧金山湾

区的美国航天局艾姆斯研究中心颁

发新一届奖项，基础物理学、数学和

生命科学领域的一批顶尖科学家分

享总额超过2000万美元的奖金。

创立于 2012 年的“科学突破奖”

每年颁发一次，这次颁发的是“2020

年科学突破奖”，其中包括1个“基础

物理学突破奖”、1个“数学突破奖”和

4个“生命科学突破奖”，每个奖项的

奖金都是300万美元。

“基础物理学突破奖”颁给“事件视

界望远镜”项目，该国际合作项目今年

4月发布人类获得的首张黑洞照片；

“数学突破奖”颁给芝加哥大学的亚历

克斯·埃斯金，表彰其在阿贝尔微分模

空间的动力学和几何学上取得的革命

性突破；“生命科学突破奖”颁给洛克菲

勒大学的杰弗里·弗里德曼等5人，其

中有2人分享1个奖项。

此外，还有 3 名数学家和 9 名物

理学家分别获得面向年轻学者的

“2020 年新视野数学奖”和“2020 年

新视野物理学奖”，其中包括来自加

州理工学院的数学家朱歆文和物理

学家陈谐，这 12 人将分享总额为 60

万美元的奖金。

当 天 还 颁 发 了 特 设 奖 项 ——

“2019 年基础物理学特别突破奖”。

欧洲核子研究中心的塞尔吉奥·费拉

拉等 3 人因超引力理论方面的研究

获奖，他们将分享300万美元奖金。

“科学突破奖”是目前全球奖金额

度最高的科学奖，被誉为“科学界的奥

斯卡”。其奖金捐助者包括谷歌公司创

始人之一谢尔盖·布林、脸书创始人马

克·扎克伯格、互联网投资公司 DST

Global创始人尤里·米尔纳等人。

日本政府表示
将全力支持
冲绳重建首里城

新华社东京 11 月 1 日电（记者

姜俏梅）日本首相安倍晋三 1日在首

相官邸表示，首里城是冲绳县民的骄

傲，也是极为重要的建筑，政府将全

力以赴支持早日重建首里城。

日本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当天也

在记者会上指出，首里城是冲绳极为重

要的象征，属于国营冲绳纪念公园设

施，政府将全力支持首里城重建。据悉，

日本政府正在就将首里城重建经费列

入本年度补充预算案进行讨论。

冲绳县知事玉城丹尼10月 31日

表示，必须重建首里城，并要求政府

给予合作。

首里城 10 月 31 日凌晨发生火

灾，消防部门耗时 11 个小时才将大

火完全扑灭，首里城 7栋主要建筑化

为灰烬。日本警方和消防部门约 80

人 1日进入首里城火灾现场，开始就

起火原因进行现场调查。

建于500多年前的首里城是琉球

王国历史象征，曾经在二战中被毁。

1992年，经过重建复原了首里城正殿，

其他建筑也逐步落成。2000年，包括首

里城在内的琉球王国都城遗址被联合

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

新华社巴黎11月4日
电（记者 胡雪）2019年度法

国龚古尔文学奖和勒诺多

文学奖 4日在巴黎德鲁昂

饭店揭晓。法国作家让-保

罗·迪布瓦凭借小说《所有

人生存在世界上的方式都

不同》获龚古尔奖，法国作

家西尔万·泰松凭借作品

《雪豹》获勒诺多奖。

龚古尔文学奖设立

于1903年。19世纪法国作

家埃德蒙·德·龚古尔在遗

嘱中将全部财产拿出设立

一个文学奖，面向当年在

法国出版的法语小说。此

奖是法国久负盛名的文学

大奖，获奖作品的销量通

常至少可达40万册。

《所有人生存在世界

上的方式都不同》讲述了一

个囚犯在加拿大蒙特利尔

的监狱中回忆其一生的故

事，以优美的方式描述了有

关悔恨和失落的主题。

迪布瓦 1950 年出生

于法国西南部城市图卢

兹，曾在《新观察家》周刊

做记者。2004 年，他凭借

小说《法式生活》获得费米

娜文学奖，此后专心写作。

获得勒诺多奖的《雪

豹》讲述了作者泰松接受野

生动物摄影师樊尚·米尼耶

的邀请，一同拍摄雪豹的故

事。泰松 1972 年出生于巴

黎，是记者兼旅行家，至今

已出版10多部游记。

勒诺多文学奖是法国

五大文学奖项之一，由 10

位记者兼文学批评家于1926年在等

待龚古尔文学奖评选结果时酝酿产

生，以法国记者泰奥弗拉斯特·勒诺

多的名字命名，每年与龚古尔文学奖

同时颁发。

新华社惠灵顿 11 月 2 日电
（记 者 郭磊）据 新 西 兰 环 保 部

通 告 ，从 今 年 11 月 1 日 起 ，新

西兰著名的汤加里罗国家公园

高 山 步 道 将 设 置 警 示 牌 ，以 减

少缺乏经验的游客徒步旅行的

风险。

按照环保部的规定，在下列

条件时，将设置警示牌，不建议

游客当日穿越高山步道：当山区

风速达到每小时 65 公里或以上

时；当山区风速达到每小时 50

公里或以上，并伴有 10 毫米以

上降雨时；当晴天体感温度降至

零下 10 摄氏度以下时；当体感

温度降至零摄氏度以下并伴有

降雨时。

汤加里罗国家公园工作人员

查普曼说：“很多游客毫无户外经

验，对新西兰高山环境瞬息万变

和一天四季的天气情况没有正确

认识。要知道，即使在晴天也可能

突然刮风下雪，即使在夏天高山

上也会降温至零度以下。因低温

症和恶劣天气迷路是高山救援接

触最多的案例。”

汤加里罗国家公园位于新西

兰北岛中部，是世界自然和文化

双遗产，以壮丽的高山风光著称，

沿着高山步道可一路饱览森林、

雪山和绚丽多彩的火山湖风光，

成为最受全球徒步者欢迎的步道

之一。由于天气转暖，每年从 11

月到次年 4 月是汤加里罗国家公

园的旅游旺季。环保部官员表示，

很多没有户外经验的国际游客慕

名而来，却完全不了解高山徒步

穿越的潜在风险。

据不完全统计，自去年 9月以

来，至少已有5名游客在这条步道

上殒命。据新西兰登山安全委员会

调查，新西兰超10%的户外救援与

这条步道有关，高居所有户外救援

之首。

查普曼说：“希望通过我们的

警示牌，让游客及时评估天气和

身体状况，做出对自己最适合的

选择。”

新西兰著名高山步道将设警示牌以降低游客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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