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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自２０１２年起设立,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资助体系中人才系列

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培养一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起到了关键的助推作用.
近年来,随着申请量的不断增加,项目的资助率逐年下降,竞争愈发激烈,对于申请人综合竞争力的

要求不断提升,也需要我们在理性看待人才项目的基础上加强组织与管理.本文以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

批准的优秀青年科学基金项目为基础,并以医学科学部为研究重点对项目资助情况及项目负责人

成长特征进行分析,探索加强人才项目组织管理、优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助力青年科技工作者成

长成才的方法,希望能为相关工作提供支撑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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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以下简称“自然科学

基金委”)作为我国支持基础研究的主渠道,聚焦基

础、前沿、人才,注重创新团队和学科交叉,形成了包

括探索、人才、工具、融合四大系列的资助格局,为我

国的源头创新作出重要贡献.其中,优秀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以下简称“优青项目”,将入选者简称“优
青”)自２０１２年开始设立,是人才系列的重要组成部

分,旨在支持在基础研究方面已取得较好成绩的青

年学者自主选择研究方向、开展创新研究,促进青年

科技人才的快速成长,培养一批有望进入世界科技

前沿的优秀学术骨干[１].优青项目作为青年科学基

金项目(以下简称“青年项目”)和国家杰出青年科学

基金项目(以下简称“杰青项目”,将入选者简称“杰
青”)之间的重要衔接,自设立以来便受到广泛关

注[２,３].本文以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批准的优青项目为

基础,并以医学科学部为研究重点,对项目的资助情

况及优青成长特征进行分析,希望能够为优青项目

的申请、组织与管理提供参考.

张楠楠　２０１６年获得清华大学博士学位,
美国哈佛医 学 院 访 问 学 者.现 任 北 京 大

学医学部科学研究处助理研究员,主要负

责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北京市自然科学基

金等科技计 划 项 目 的 组 织 与 管 理.主 持

北京大学科学研究管理课题一般课题、重

点课题各１项.曾获北京市优秀毕业生、北京大学医学部科

研处先进工作者、中华医学会医学科研管理分会优秀论文一

等奖等荣誉.

１　优青项目总体情况

１．１　申请立项情况

２０１２—２０１８年间,自然科学基金委共资助优青

项目２７９８项,每年约４００项.其中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
资助强度为１００万元/项;２０１５—２０１８年,每项资助

强度增加至直接经费１３０万元/项(总经费约１５０万

元/项).
从时间维度上看,２０１２年优青项目设立之初

就得到了科研工作者的踊跃参与,当然也不乏有

申请者抱着“试试看”的心态,首年申请总量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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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３５００项(图１);而通过对优青项目资助要求与

竞争状态的了解,申请者在２０１３年反而相对谨

慎,申请量有所下降.此后,随着优青品牌的逐

步树立和关注度的不断提升,申请量逐年增加,
特别是２０１６年起,自优青项目申请不限项的政

策推行以来,申请量大幅增长,到２０１８年已超过

５４００项.在资助总量保持不变的情况下,优青

项目的资助率逐年下降,２０１８年仅为７．３８％,加
上科研工作者科研水平与综合实力的不断提升,
优青项目的竞争愈发激烈.

图１　优青项目历年申请量及资助率

表１　各科学部优青项目申请立项情况

科学部 A数理 B化学 C生命 D地球 E工材 F信息 G管理 H医学 总计

申请数(项) ３１５２ ４００５ ４１５７ ２６８１ ５１５７ ４３８３ １０２４ ３５２０ ２８０７９
立项数(项) ３３９ ４０１ ４０３ ２７３ ５１４ ４０３ １０１ ３６４ ２７９８
资助率(％) １０．７６ １０．０１ ９．６９ １０．１８ ９．９７ ９．１９ ９．８６ １０．３４ ９．９６

表２　各科学部优青获资助年龄

科学部 A数理 B化学 C生命 D地球 E工材 F信息 G管理 H医学

平均年龄(岁) ３５．７０ ３５．６５ ３５．７７ ３５．６６ ３６．１１ ３５．４２ ３５．６１ ３５．９６

１．２　各学部情况

总体来看,如表１所示,自然科学基金委各科学部

优青项目的平均资助率均在１０％左右,其中申请和立

项数最多的是工程与材料科学部,七年累计批准５１４
项;而管理科学部立项规模相对较小,共批准１０１项.

为充分了解自然科学基金委各科学部优青的特

征,我们对各科学部优青获批时的平均年龄进行了

统计(表２).从统计结果可以看出,工程与材料科

学部和医学科学部优青获资助时的平均年龄相对较

大,而这两个科学部均具有明显的应用与实践特征.
各科学部中,医学科学部以人为主体,与大众的

关系最为紧密.近年来,医学领域蓬勃发展,广大医

药卫生工作者对于科研探索与科技创新的积极性不

断提升.以２０１８年为例,医学科学部申报的基金项

目数已接近项目总数的３０％.然而,在优青项目等

人才项目方面,医学科学部的体量优势尚未体现,本
文也将聚焦医学领域的优青项目进行重点分析.

２　医学科学部优青项目资助情况

２．１　获资助项目的领域分布

自然科学基金委于２００９年９月成立了医学科

学部,主要资助针对机体形态、结构、功能与发育异

常以及疾病的发生发展、预防治疗等开展的基础研

究和应用基础研究[５].历年来,医学科学部共资助

优青项目３６４项,从代码分布来看,H１６肿瘤学立项

数最多,已经超过５０项,其次为 H０９神经系统和精

神疾病(表３).药学在整体上也占有较大比重,H２８
中药学、H３０药物学和 H３１药理学总计批准了６４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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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　医学部科学部优青分布情况

代码 立项数(项) 代码 立项数(项)

H０１呼吸系统 ３ H１６肿瘤学 ５７
H０２循环系统 ２８ H１８影像医学与生物医学工程 ２７
H０３消化系统 ６ H１９医学病原微生物与感染 １８
H０４生殖系统/围生医学/新生儿 ８ H２０检验医学 ３
H０５泌尿系统 ７ H２１特种医学 １
H０６运动系统 ７ H２２放射医学 ２
H０７内分泌系统/代谢和营养支持 １１ H２３法医学 ２
H０８血液系统 １４ H２５老年医学 ８
H０９神经系统和精神疾病 ３１ H２６预防医学 １７
H１０医学免疫学 １８ H２７中医学 ７
H１１皮肤及其附属器 ４ H２８中药学 １７
H１２眼科学 ６ H２９中西医结合 ３
H１３耳鼻咽喉头颈科学 ４ H３０药物学 ２７
H１４口腔颅颌面科学 ６ H３１药理学 ２０
H１５急重症医学/创伤/烧伤/整形 ２ 总计 ３６４

表４　部分院校获批医学科学部优青项目情况

单位 优青项数(项)

上海交通大学 ２５
北京大学 ２２
复旦大学 ２０
中山大学 １７
四川大学 １６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军医大学 １６
浙江大学 １５
中国科学院上海生命科学研究院 １０
南京医科大学 １０
首都医科大学 １０

而 H１７康复医学和 H２４地方病学/职业病学方向尚

无优青.

２．２　部分院校获批医学科学部优青情况

在创建一流大学的进程中,很多高校在医学方

面加强布局,将医学作为未来发展的新增长点,同时

这也加剧了医学领域的竞争.医学科学部批准的

３６４项优青项目分布于８５家依托单位,其中有１０
家单位获批项目超过１０项(表４).从统计结果上

看,上海交通大学在医学科学部获批优青项目最多,
其次为北京大学.其中,上海交通大学具有相对庞

大的申报体量,形成了基础数据优势;而北京大学在

现有条件下则着力于进一步发掘申报潜力,提升申

报质量.

３　医学科学部优青成长特征分析

３．１　优青项目负责人年龄特征分析

为充分了解医学科学部优青的成长特征,为后

续项目的申报与管理提供参考,我们将申请者获批

优青项目时的年龄进行了统计分析.由于优青项目

的评选要求男性未满３８周岁、女性未满４０周岁,因
此我们将男性与女性申请者的情况分别进行了统

计.医学科学部３６４位优青中,男性２４９位,平均年

龄３５５７岁;女性１１５位,平均年龄３６８２岁,优青

人数与获批年龄的对应关系如图２所示.由结果可

见,无论是男性或是女性申请人,在满足申报资格的

最后两年进行申请,成功率相对较大,这也体现出了

随着优青项目竞争的不断加剧,越来越需要更长时

间的研究积累.此外,在３４岁出现了一个项目获批

的小高峰,也体现出了部分特别突出的申请人,较快

地取得了重大研究成果,在竞争中脱颖而出.
在医学科学部的３６４位优青中,已有２８位“成

长”为杰青,其中男性２５位,女性３位,与获批优青

的时间平均间隔为４．４６年.２８位杰青获批时的平

均年龄为４０．３６岁,而近五年医学科学部杰青获批

的平均年龄为４２．５４岁,也充分体现出了优青项目

对于青年人才成长的关键助推作用.相信随着优青

项目的不断推进,会在优青中产生越来越多的创新

成果和领军人才.

３．２　优青项目负责人主持基金项目情况分析

为了更好地为优青项目申请提供支撑,我们将

申请者获批优青前主持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以下简称“基金项目”)情况进行了整理,研究获批

优青的项目基础.由于自然科学基金委系统内尚未

对２０１８年优青主持的项目情况进行更新,因此本部

分以２０１２—２０１７年医学科学部的优青项目为统计

依据.
通过数据分析得知,占比最多的是在获批优青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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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医学科学部优青年龄分布

图３　医学科学部优青获批前主持基金项目情况

主持２项基金项目(图３),其中最普遍的是主持１项

青年项目和１项面上项目.而有３５位申请人主持

的第一项基金项目便是优青项目,占比１１％.此

外,统计中也发现有四位申请人在获批优青前主持

基金项目高达５项,其中一位申请人主持了１项青

年项目和４项面上项目;另外三位申请人主持１项

青年项目、３项面上项目以及１项国际(地区)合作

与交流项目或者重大研究计划培育项目.
从时间角度看,２０１２—２０１４年获批优青前主持

基金项目的平均数在１．６项左右,而近年来,该均值

已达到２项左右(图４),也反映出申请者的积累在

不断加深,优青项目的竞争也在不断加剧.

４　讨论与建议

医学作为自然科学与实践科学的结合,具有培

养周期长、实践性强、多学科融合等特征,其人才培

养需充分考虑学科特点与发展规律.一方面需要我

们为医学人才的培养与发展提供良好平台与支撑,
另一方面也需要营造有利于医学创新的内在环境.
主要考虑如下:

图４　医学科学部优青获批前主持基金项目变化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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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１　加强组织管理,助力人才成长

人才项目在科研人员的成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作为科研管理人员,首先要理性看待人才项目,充分

认识其学术性,而不是“头衔”或“荣誉”,在此基础上

对人才项目进行组织和管理.对于医学科学领域来

说,人才的培养需经历相对较长的周期,尤其对于临

床医学来讲,从学历学位教育再到临床实践过程中的

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专业医师培训和继续教育等,
在同样的年龄条件下,取得突出科研成果的要求更

高、难度更大.在人才项目的申请过程中,一方面需

要我们进一步加强组织管理,提供精准服务;另一方

面也希望在同等条件下能够给予临床医生优先支持.
４．２　加强学风建设,优化评价体系

医药卫生工作者往往承担着非常饱满的工作任

务和较大的工作压力,需要用有限的精力来兼顾治

病救人与科研探索.而医学领域的很多科研数据就

是需要通过临床实践来获取,需要一定时间的积累,
这就需要使医学科研工作者能够静下心来进行原创

性的、引领性的科研探索.«肿瘤生物学»等撤稿事

件已敲响了警钟,从内在而言,需要我们去进一步加

强学风建设,营造健康有序的学术生态,坚决查处学

术不端和违背科研伦理的行为;从外在而言,需充分

考虑医学的实践性特征,探索与医学发展相适应的

评价体系,助力医学人才成长.
４．３　打破学科壁垒,加强学科交叉

科技创新和学科交叉是医学和健康发展的两个

明显特征[６],不仅是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更是推进

人才成长、催生重大原创成果的重要抓手.医学本

身即是以多学科为基础,并与社会学、心理学、伦理

学等学科交叉融合.在此基础上需进一步拓展医学

的“朋友圈”,使其与光学、材料学、信息学等学科发

展的资源进行充分整合,一方面推动医学本身的发

展,另一方面也为相关学科提供技术转化落地的出

口,从而更好地发挥多学科协同积累的优势团队与

杰出人才的带动作用,为人才成长提供沃土.
«“健康中国２０３０”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健康是促

进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要求,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

条件.在新时代,国家发展对医学人才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需要我们进一步强化责任意识,为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的健康基础,在健康中

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的建设中作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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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NationalNaturalScienceFoundationofChina(NSFC)ExcellentYoungScientistsFundwas
establishedsince２０１２．ItisanimportantpartofthetalentseriesintheNSFCfundingsystemandplaysa
keyroleincultivatingoutstandingacademicleaders．Inrecentyears,withtheincreasingofapplications,
thefundingrateoftheprojecthasbeendecliningyearbyyear,thecompetitionhasbecomefiercer,andthe
requirementsfortheapplicantscomprehensivecompetitivenesshavebeencontinuouslyimproved．Inthe
managementofscientificresearch,weneedtofullyunderstandtheacademicnatureoftalentprojectsand
provideagoodenvironmentforinnovation．Basedontheprojectsapprovedfrom２０１２to２０１８,andtaking
themedicalsciencedepartmentasaresearchfocus,weanalyzedtheoverallsituationandthegrowth
characteristicstoexplorewaystostrengthentheorganizationandmanagementoftalentprojects,which
mayprovideareferenceforrelatedwor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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