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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niversity Science Associate, which has dual identity of both university and association for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is the main functional departments of Chinese universities to carry out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The paper systematic 

research University Science Associate using the popular science lectures, competition, and  forming scientific camp to carry out 

the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of science by Case and inductive analysis method etc.In the study, we found University Science 

Associate had, such as the form of a single, talent training is not enough, the lack of innovation. On the basis, the paper ,trying to 

combine the new situation, should take its advantages in the aspects like intelligence, audience, site, organization etc. to carry out 

science popularization work innovatively via innovating concept, broadening thought, cultivating talents, innovating work mode 

and so on under new situation. 

Keywords: University Science Associate, Scientific Popularization, Innovation, Path 

 

新形势下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路径研究新形势下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路径研究新形势下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路径研究新形势下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路径研究    

欧玲欧玲欧玲欧玲，，，，柳会祥柳会祥柳会祥柳会祥，，，，鲁亚莉鲁亚莉鲁亚莉鲁亚莉，，，，陈秀丽陈秀丽陈秀丽陈秀丽，，，，王正伦王正伦王正伦王正伦    

华中科技大学科学技术协会，武汉，湖北，中国 

邮箱邮箱邮箱邮箱    

ouling@hust.edu.cn（欧玲），huixl@hust.edu.cn（柳会祥） 

摘要摘要摘要摘要：：：：兼具高校与科协双重身份的高校科协是中国高校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职能部门。本文运用案例、归纳等分析方

法对高校科协运用科普讲座、科技竞赛、科学营等形式开展科普工作进行系统研究，发现高校科协存在一些诸如形式

单一、人才培养不够、创新乏力等问题。在此基础上，本文尝试着结合当前新形势，提出高校科协应结合自身在智力、

受众、场地、组织等方面的优势，通过理念创新、开拓思路、培养人才及创新工作模式等路径，创造性地开展科普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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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科普活动的目标是向普通大众“普及科学技术知识、

倡导科学方法、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中华

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普及法》明确规定：“各类学校及其

他教育机构，应当把科普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内容，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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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开展多种形式的科普活动”；“高等院校等团体机构

应当组织和支持科学技术工作者和教师开展科普活动，鼓

励其结合本职工作进行科普宣传”。《中华人民共和国高

等教育法》明确要求“发展科学技术文化”列为高等教育

的任务。因此，高校开展科学普及工作法不容辞。兼具高

校与科协双重身份的高校科协，是高校开展科普工作的主

要职能部门，应当在充分发挥高校与科协两方面的组织优

势的基础上，创造性地开展科普工作。 

新形势下，高校科协创造性开展科普工作是实现创新

型国家的建设，中国梦的实现的迫切需要[1]。高校科协

既不能满足在科普方面已取得的成绩，也应该正视存在的

问题与困难，要结合实际，积极发挥高校与科协的组织优

势，进行开创性的科普工作，使高校科普工作创出特色、

创出效果，始终走在科普工作的前列。 

2222....高校科协开展科普工作的现状高校科协开展科普工作的现状高校科协开展科普工作的现状高校科协开展科普工作的现状    

《中国科协、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科协工作的意

见》明确提出，高校科协主要任务之一是开展科学技术普

及活动，其主要内容为：贯彻《全民科学素质行动计划纲

要》，组织师生面向公众开展科学技术普及活动。运用高

校科普资源，开放实验室、标本室、博物馆、实验示范基

地等场所，面向公众普及科学知识。组织师生参与科技周、

科普日、科普征文、科普报告、科普创作等活动。整合大

学生科普志愿者、科普宣讲团、校内科技社团等力量，深

入社区、农村、企业、学校开展科普服务。该文明确了高

校科协开展科普工作的内容及其主要形式。 

2.1.2.1.2.1.2.1.高校科协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高校科协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高校科协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高校科协开展科普工作的主要形式    

据调查，当前高校科协开展科普工作常见形式主要包

括以下几种。 

2222.1.1..1.1..1.1..1.1.科普讲座科普讲座科普讲座科普讲座    

科普讲座是一种近距离的，面对面的信息传播形式。

一直以来就是高校科协举办科普活动的重要形式之一，每

年高校都要举办多场次不同内容的科普讲座，主要对象有

学生，老师和离退休人员。就讲座的主题，邀请该领域的

老师或专业人员就该领域某一主题，向师生介绍与此相关

的知识。讲座内容主要以自然科技知识为主，如：针对学

生群体的心理讲座；针对离退休人员的保健健康讲座等等。 

2222.1.2..1.2..1.2..1.2.科技竞赛科技竞赛科技竞赛科技竞赛    

高校科协组织大中小学生的科技竞赛也是举办科普

活动的形式之一。如由著名物理学家，诺贝尔奖获得者杨

振宁博士创导，香港亿利达工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

刘永龄先生出资在“四省二市”（湖北、四川、江苏、浙

江、天津、上海）设立了“亿利达青少年发明奖”，这项

活动受到中小学师生的热烈欢迎，每年都收到来自“四省

二市”中小学生数百件参赛作品。再如，有的高校科协，

依托学生社团（如研究生科协、大学生科协等），开展大

学生创新创意作品大赛活动，评选出优秀作品并推荐为参

加中国科协等举办的全国青少年创新创意大赛参赛作品。

还有的高校科协依托挂靠学会组织科技竞赛。如华中科技

大学科协依托挂靠学会——湖北省力学学会参与组织了

中国力学学会主办的“全国周培源大学生力学竞赛”湖北

赛区的工作。这些活动极大地激发了青少年参与科技活动

的热情，有效培养青少年对科学的兴趣。 

2222.1.3..1.3..1.3..1.3.高校科学营活动及其它活动高校科学营活动及其它活动高校科学营活动及其它活动高校科学营活动及其它活动    

举办科学营也是高校科协进行科普活动的又一形式。

如由中国科协、教育部共同主办，中国科学院为支持单位，

全国40余所教育部直属重点高校、各省级科协和省级教育

厅（教委）共同承办的全国青少年高校科学营活动，以及

高校内部相关职能部门、院系举办的夏令营、冬令营等活

动，都取得较好的科普效果。其它诸如支持学生社团开展

学校科技节、下午茶、学术沙龙、学术论坛、组织参观各

种科普展览等活动等。 

2.2.2.2.2.2.2.2.高校科协科普工作存在的问题高校科协科普工作存在的问题高校科协科普工作存在的问题高校科协科普工作存在的问题    

尽管高校科协立足高校与科协的组织优势，采取多种

形式开展科普工作，且取得显著的科普效应，但是高校科

协科普工作的不足之处也是相当明显，迫切需要进一步创

新以完善之。 

2222.2.1..2.1..2.1..2.1.科普形式单一科普形式单一科普形式单一科普形式单一、、、、内容陈旧内容陈旧内容陈旧内容陈旧，，，，影响范围有限影响范围有限影响范围有限影响范围有限    

从上述高校科协开展科普工作形式来看，当前高校科

协囿于所处环境，其主要科普对象主要为在校大中小学生，

加之场地受限，以致于科普形式创新程度与动力皆不足。

传统并被认为有效的科普形式，如科普讲座、科技竞赛和

科学营活动被视为高校科协科普工作的固有模式。这些固

有模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历年难有变化，既不能吸引

更多潜在科普受众，其科普效应也大打折扣。如科普讲座，

据调查，各高校讲座形式基本上是授者讲，受者听 ，尽

管都设有互动环节，但都不够深入，很难发挥受众在活动

中的主观能动性，间接影响了活动效果。尽管科技竞赛和

科学营活动形式是传统的、也是有效的，但由于其受众也

主要局限于小范围的大中小学生，难以走出校园，走向社

会，因而不能达到更大范围传播科技知识，扩大科普活动

影响力的作用。 

2222.2.2..2.2..2.2..2.2.科普人才培养不力科普人才培养不力科普人才培养不力科普人才培养不力    

科普工作是全方位、系统性的工程，其所需的各类专

业人才也是相当广泛，作为高校科普人才，理应包括科普

行政管理人员和传授科技专业知识的专门人员。高校科协

在各类科普人才培养方面还有待改进之处。主要表现为：

（1）科普行政管理人员的培养重视不够。据了解，全国

高校科协通常是挂靠在学校的科技处（科发院），有很多

学校的科协工作都是由科技处的工作人员兼任，没有专职

人员，想要开展科普活动的困难很大。（2）科普知识传

播人才挖掘不够。多数高校科协工作人员主要是行政管理

人员，少有专门的传播科技知识的专业人才。在相当大的

程度上，传播科技知识的人员多是兼职。因此，高校科协

举办科普讲座时只能根据讲座内容邀请相关的专业教师

临时担任。而高校对教师从事科普工作的评价普遍不够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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视，严重影响了兼职教师进行科普活动的积极性。（3）

科普高层次人才匮乏[2]。目前中国的高校里鲜有培养科

普人才的本科专业。2012年教育部与中国科协联合开展推

进培养高层次科普专门人才试点工作，首批在清华大学、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华东师范大学、浙江

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6所高校先期开展培养科普教育人

才、科普产品创意与设计人才、科普传媒人才三个方向的

试点工作，试点工作培养目标是具有科普场馆及相关行业

各类展览与教育活动等科普产品的设计开发、理论研究、

组织实施与项目管理能力的高素质复合型人才[3]。这无

异于打开了科普人才队伍培养的大门，但对于中国庞大的

科普活动规模，也还是杯水车薪。而对于科普活动中的核

心人员：传授专业知识的人才仍然没有涉及。 

2222.2.3..2.3..2.3..2.3.对与科技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关注不足对与科技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关注不足对与科技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关注不足对与科技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关注不足    

社会发展到当今的互联网时代，热点问题层出不穷，

与科技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也不在少数。2016年才刚刚过

去四分之一，就有很多让公众应接不暇并引起极大关注的

热点事件，如2月的华阴老腔热潮、引力波事件、3月围棋

人机大战、毒疫苗等事件。公众对这些事件给予极大的热

情和好奇，对于大多数人来说，面对这些充满了未知数的

事件，迫切需要了解与此相关的科技知识和人文知识。但

据了解，由于对与科技相关的社会热点问题关注不足[4]，

目前还没有高校科协就这些公众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进

行跟进，更没有进行及时的科普活动。 

3333....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的优势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的优势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的优势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的优势    

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有其得天独厚的优势，主要表

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3.1.3.1.3.1.智力优势智力优势智力优势智力优势    

高校科协是校党委领导下的科技工作者的群众性学

术体，是“科技工作者之家”。而高校聚集了众多拥有各

学科背景的科技工作者，这就为不同主题的科普活动提供

了丰富的人才优势。高校科协作为连接各类科技工作者的

平台，应主动发挥自身优势，使得不同领域人才的专业知

识和技能能够在科学普及工作上发挥最大的优势。 

3.2.3.2.3.2.3.2.受众优势受众优势受众优势受众优势    

高校科协科普活动面对的主要对象是大学生，研究生，

离退休人员等，这个群体受教育程度比较高，科学素养也

相对社会其它群体高，对学习新知识有主动性，对未知事

物比较强烈的求知欲，与科普想要达成的目标有比较高的

契合度。 

3.3.3.3.3.3.3.3.场地优势场地优势场地优势场地优势    

高校拥有校史馆、图书馆、科研设施、众多的实验室

和校园网络。2007年国家多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科研机

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开展科普活动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

科研机构和大学将科研设施、场所等科技资源向社会开放

开展科普活动，科研机构和大学向社会开放要坚持公益性

原则，突出社会效益。因此高校在全国科普日、校园开放

日、科技周等特殊日子向社会公众开放这些场馆和设施，

有利于大力进行科普宣传和科普活动。 

3.4.3.4.3.4.3.4.组织优势组织优势组织优势组织优势    

在科普组织工作方面，高校科协有为数众多的各类挂

靠学会可以依托。挂靠学会是高校科协的一支主力军，学

会里聚集了众多的行业专家，高校科协利用这个平台，与

学会协同作战，强强联合，做强做大做好科普工作。此外，

各类学生社团也是高校较于社会团体而言不能比拟的优

势，高校科协可通过和学生社团合作的方式，打造一支规

模较大的科普志愿者队伍，使得更多拥有专业知识的年轻

学生，通过发挥他们对待科学的热情及思维的敏锐性，积

极地参与到科普队伍当中来，这将对高校科协科普工作的

开展大有裨益。 

4444....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的对策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的对策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的对策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的对策    

21世纪作为信息爆炸的互联网

+

时代，与公众息息相

关的科学、文化、艺术等领域的热点问题层出不穷，公众

环境与公众关注的焦点也在不断变换。面对如此众多良莠

不齐、似是而非、真伪难辨的信息，公众群体难免应接不

暇，无法分辨。高校科协在新形势下，面对复杂的受众环

境，开展科普活动要创新理念、开拓思路、培养科普人才、

创新模式，才能让科普活动更有活力和吸引力。 

4.1.4.1.4.1.4.1.创新理念创新理念创新理念创新理念    

创新理念是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的关键。当前科普

不仅是科学技术的传播，还有社会科学知识的传播，更重

要的是向公众传播科学方法、科学思想、科学精神。高校

科协要从理念上摒弃科普就是科技知识的传播的观念,扩

大科普活动主题范围：人文、社会、历史、哲学、艺术等

等。这样既有利于科普对象在接受科技知识的同时，也加

强对人文知识的学习，让科普工作从主要以传播科技知识

为主转变为既传播知识也传播文化，把“倡导科学方法、

传播科学思想、弘扬科学精神”的理念始终贯穿于科普活

动中。 

4.2.4.2.4.2.4.2.开拓思路开拓思路开拓思路开拓思路    

开拓思路是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的突破口。当前开

拓思路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 

4444.2.1..2.1..2.1..2.1.结结结结合热点问题开展科普工作合热点问题开展科普工作合热点问题开展科普工作合热点问题开展科普工作    

当前高校科协除了做好传统的科普工作，更应积极关

注当下的社会热点问题，结合热点问题开展科普工作[5]。

因为热点问题可以为科普工作提供鲜活而丰富的素材。如

“引力波”事件，可以提供科学史、物理学、天文学的知

识；“民间科学家”引起的争议，除了可以提供科学与伪

科学甄别的知识，还可以提供心理学的知识；“华阴老腔”

则可以提供中华民族历史、民风、民俗和民族音乐的知识；

2016年由人工智能系统AlphaGo，挑战世界围棋冠军李世

石的人机世纪大战提供的不仅是围棋知识，还有人工智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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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器人、人类未来等方面的知识；而毒疫苗事件则可以提

供医学、防疫、危机管理等方面的知识。更重要的是这些

热点事件是公众关注的焦点，他们对层出不穷的新鲜事充

满了疑惑和求知欲。所谓兴趣是最好的老师，公众对热点

问题有着强烈的好奇和浓厚的兴趣，高校科协要顺应时代

潮流，把握公众心理倾向，回应公众关注的焦点，及时传

播公众急需的知识，解答他们的疑惑，满足他们的求知欲，

只有这样才能更好提高公众的科学素养。 

4444.2.2..2.2..2.2..2.2.精准把握科普契入点精准把握科普契入点精准把握科普契入点精准把握科普契入点    

在当今互联网+的时代，高校科协科普工作可借鉴新

闻报导形式，注重时效性，影响力和显赫度[6]，同时，

要精准把握好科普工作的契入点。这要求高校科协及时了

解受众环境，有针对性地开展科普活动；要敏锐抓取一些

公众当下关注的社会热点事件，适时组织专业人员，撰写

与此相关的科普文章，通过校园网和科协网站等线上媒介

平台，第一时间把相关的科技知识传播给大众，以便于在

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增强高校科协科普活动的影响力。 

4444.2.3..2.3..2.3..2.3.着力培养科普人才着力培养科普人才着力培养科普人才着力培养科普人才    

科普人才是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的强力支撑。长期

以来，高校科协科普工作一般只提及科普资源整合、科普

资金投入、科普场馆建设，而科普人才队伍的建设这个最

核心的问题往往被忽略。具体到高校科协，科普专业人才

除了科普行政管理人员，还应理解为包括专门从事科技知

识传授的具备专业资格的人员[7]。因此高校科协着力培

养科普人才，首先，依托“科技工作者之家”这个平台，

逐步建立、完善科普专家库，打造一支“招之即来，来之

能战，战之有效”的兼职科普人员队伍。其次，大力促成

高校建立一支专职科普队伍，培养专业化的人才，打造职

业化的队伍。可以考虑把一些致力于科普事业的各门类专

业技术人员转为专职的，在职称评定、福利待遇等方面为

他们争取应有的权益。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培养科普专

业的后备人才，建议教育部出台政策，在高校新增科普传

播和科普教育专业，文理兼招，课程应涵盖理工农医管以

及哲学社会学心理学新闻学等，为高校日益繁荣的科普活

动培养一批有各学科门类知识背景的专业人才。 

4.3.4.3.4.3.4.3.模式创新模式创新模式创新模式创新    

模式创新是高校科协创新科普工作的主要载体。有了

新的工作理念和工作思路，还要有新的工作模式，才能适

应当下公众的科普需求。 

4444.3.1..3.1..3.1..3.1.高校科协要对传统的科普模式注入新的元素高校科协要对传统的科普模式注入新的元素高校科协要对传统的科普模式注入新的元素高校科协要对传统的科普模式注入新的元素    

如科普讲座要处理好授者与受者的关系，改变授者灌

输，受者被动接受的简单方式，授者除了传授专业知识，

也要允许受众提出质疑，因为真正的科学是经得起质疑的，

而质疑是培养科学精神的核心。授者与受者的良性互动会

对科普知识的传播带来更好的效果。与此同时，高校科协

还可以简报的形式向公众发放讲座内容，以扩大受众面，

增强科普效果。科学营除了传统的参观科普场馆、动手制

作科技产品、聆听大师讲座等形式外，也可以考虑把科技

和人文知识融入歌舞、戏剧、书法、绘画、音频、视频等

丰富多彩的、让青少年更乐于接受的形式之中。 

4444.3.2..3.2..3.2..3.2.高校科协要善于高校科协要善于高校科协要善于高校科协要善于““““借势借势借势借势””””    

首先，高校科协要紧跟时代潮流，借助互联网+，充

分利用校园网的优势，进行形式多样的科普活动。比如，

除了传统的讲座、科学营、科技竞赛、参观科普场馆等模

式，还可以采用公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如音乐、歌曲、舞

蹈、书法、绘画等，把科普内容融入其中，让科普知识更

快更好更大范围的传播出去。其次，采取请进来，走出去

的方式，将社会各届专业人士请进大学，请进课堂，请进

高校科普活动场所，以帮助学生更好地开拓视野，扩大知

识面；组织校内的专、兼职科技人员和大学生科普志愿者

走出校门，深入社区、农村、企业、中小学等，把“象牙

塔”里的知识，以通俗易懂的方式，面向社会公众开展科

普活动，帮助公众提高科学素养。 

4.3.3.4.3.3.4.3.3.4.3.3.高校科协要大力倡导高校科协要大力倡导高校科协要大力倡导高校科协要大力倡导纸质阅读纸质阅读纸质阅读纸质阅读    

相对于互联网、电子书等新媒介，传统的纸质出版物

对科学精神、科学思维和科学方法的传播也同样有着不可

比拟的作用。“倡导全民阅读”三次写进政府工作报告[8]，

高校科协“倡导全民阅读”有利于引导公众将阅读“深”

起来，有利于科学家把科普工作当作已任，有利于组织专

家把他们的研究成果用科普文章的形式记录下来。中国著

名科学家、科普作家高士其写下了数百万字的科学小品、

科学童话故事和多种形式的科普文章，引导了一批又一批

青少年走上科学道路[9]。英国理论物理学家霍金撰写的

《时间简史》自1998年首版以来，已成为全球科普的里程

碑。它被翻译成40多种文字，销售了1000万册，成为国际

出版史上的奇迹[10]。他们都是知名科学家参与科普活动

的典范，为科普工作做出了巨大贡献。 

结语结语结语结语    

社会总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而向前发展的，而推动

社会向前发展的核心动力是科学技术，而科学技术发展的

核心是创新，创新的基础是民众的科学素养。而科学素养

的培养除了学校的知识传播以外，主要依托校内、外的科

学普及工作，因此高校科协在科学素养的培养中发挥着不

可替代的作用。对此，高校科协在日益繁荣的科普工作中，

应发挥其智力、受众、场地、组织的优势，紧跟时代潮流，

通过创新工作理念，工作思维和工作方式，丰富高校科协

科普工作的形式，全方面培养各类人才，为逐步提高中国

公民科学素养做出应有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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