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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融入政策：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素养与作用
——访英国政府前首席科学顾问大卫·金（David King）
李思敏
（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北京 100038）
大卫·金（David King）爵士（Sir David King），英国化学家，皇家学会院士。2000 - 2007年，担任英国
政府首席科学顾问。2013-2017年，担任英国外交部气候变化特使。1993-2000年担任剑桥大学化学系主
任，1995-2000年担任剑桥大学唐宁学院院长，参与创立牛津大学史密斯企业与环境学院并担任院长，
现为剑桥大学气候恢复中心（The Centre for Climate Repair） 创始人并担任主任。

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科技应用已经渗

肺炎疫情。近期，英国前任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大

透至公共生活的各个方面，在最高决策层设置首

卫·金（David King）接受了笔者专访，他结合自

席科学顾问制度成为许多国家从高层统筹配置科

身经验，指出了首席科学顾问应具备的素养以及

技资源的重要做法。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制度

如何发挥作用。

被称为“英国模式”，该制度的特色在于形成了
以政府首席科学顾问为核心、部门首席科学顾问
为支撑的科学咨询网络。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对于
科学咨询的有效性十分重要。在我国建设国家科
技决策咨询制度、提倡培养战略科技人才的背景
下，国外经验能为我国提供有益借鉴。

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应具备的重要素质
您认为担任政府首席科学顾问应具备哪些重
要素质？
大卫·金（David King）：这个问题并没有
统一的答案。在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候选

著名化学家大卫·金（David King）曾担任

人需要有很强的研究背景并且成果卓著。我被任

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时期（1997-2007）

命为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时，已经是国际知名的化

的政府首席科学顾问，他领导的专家小组高效应

学家，名下的出版物数量多达450种，当时还担

对了影响较大的口蹄疫事件，提升了政府对于气

任剑桥大学化学系主任。你必须是一个地位很高

候变化问题的重视程度。此外，大卫·金（David

的科学家，这是成为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第一个

King）还尤为关注科普，于2020年5月组织成立了

条件。

独立应急科学顾问小组（Independent Sage），通

第二，具备较强的沟通能力。沟通是首席科

过讲座、报道、文章等形式，帮助公众应对新冠

学顾问工作的关键部分。许多科学家无法与本领

作者简介： 李思敏，女，博士，助理研究员，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主要研究方向为科技政策、科学咨询。
基金项目：中国科协创新战略研究院院长青年基金项目“最高决策层科学顾问成长路径研究”（项目编号：
2020yzjj-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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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专家之外的人进行交流，他们发现如果不使用

种知识转移机制，即将最新学术研究应用于政

专业术语，不在交流中使用科学知识，交流将是

府当前面临问题的解决。如果在政府中工作的

非常困难的。这使得与一个非科学背景出身的部

时间太长，就无法紧跟最新研究进展。因此，

长交谈变得很困难，所以沟通能力非常重要。

人们对大学在科学、技术、社会科学方面的发

我相信我在与女儿的对话中学会了这种沟

展有一个全新的认识是非常重要的，而不仅仅

通方式。我女儿8岁的时候，她走进我的房间

是关注科学、技术和工程领域，更不要局限于

问我是如何听到她说话的，我必须解释空气如

自己的专业领域。

何将声波传送到人耳、人耳如何对声波做出反

我的专业研究方向是表面科学（surface

应、人的大脑又是如何将其转化为对声音的理

science），我认为我在原子水平上领导了表面科

解的。我们大概花了3年时间才能够完全相互理

学的发展。这意味着，35年来，我只是在这个研

解。在这个过程中，我知道我不应该使用专业

究领域深耕细作。但我可以走出这个领域。我对

术语，一切对话都必须以使用她能理解的语言

阅读有着广泛的兴趣，会关注哲学和政治等方面

为基础。她11岁的时候，我们测量了音速，而

的内容，对周围的世界很感兴趣，而不仅仅是在

且测量得相当准确。这是一个理解的过程。但

本领域埋头苦干。

更重要的是，我学会了如何向非专业人士传递

第四，具备思考未来的意识。虽然人不能预

专业知识，从我的角度来看，这是一种非常苛

测未来，但可以思考国家和世界在未来将面临哪

刻的沟通方式。

些挑战。如果我发现了未来可能面临的巨大挑

沟通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是与公众沟通。当我
与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共事并负责处理

战，我会尽一切可能找到解决办法。我认为我成
功的一个原因在于对未来的思考。

口蹄疫疫情时，我会在电视和广播上向公众解
释我对于政府应对疫情的建议。每一天，我都
会在电视和广播里尽可能仔细地解释我们在做
什么，这样公众才会明白。我觉得我必须获得
首相和内阁对我的信任，但我也必须获得公众
的信任，两方的信任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意味
着我不想让首相告诉我应该对公众说什么。如
果我要得到公众的信任，我必须告诉公众我对
政府的建议是什么。我负责给首相建议，首相
则负责做决定。我必须获得公众的信任，让人

一名优秀的科学家如何转型为科学顾问
您当时为何选择接受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职
位，而不是在大学里从事纯粹的学术研究？
大卫·金（David King）：我选择进入政府工
作是想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所作为。作为一个学
者，我对气候变化做出改变的能力是有限的。但
如果我进入政府，认识首相和他的内阁，那么我
就有真正的机会产生影响。这是我接受这份工作
的唯一原因。

们看到我对待公众的态度是公开、透明、诚实
的。我认为沟通能力是成为政府首席科学顾问
应具备的关键品质。
第三，具备广阔的视野。英国政府首席科学
顾问的任期一般只有四年，该职位的功能是一

如何保障科学家能够成功转型为科学顾问？
大卫·金（David King）：这个问题很难回
答。从我的经验来看，在我得到担任政府首席
科学顾问机会的时候，我的研究事业已经非常
成功，我非常渴望在大学里继续我的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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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接受这份工作对我来说比较困难。我首先思

大卫·金（David King）：我是化学家。我

考的是，如果我接受这个工作，我能做什么、

的前任罗伯特·梅（Robert May）是生态学家。

改变什么。我想到了气候变化，当时还没有考

化学家和生态学家是不同的。我举一个我和罗伯

虑口蹄疫事件的应对问题，我认为气候变化是

特·梅（Robert May）存在分歧的例子。

我进入政府之后的工作重点。我想，好吧，如

英国曾面临牛群感染肺结核的问题，主要

果我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有所作为的话，离开

原因在于饲养牛的农场里有许多野生獾。野獾

我的研究领域是值得的。

很大，像一头小猪，它们生活在地下，很难被

我在担任政府首席科学顾问之前，从未参与

消灭。因为野獾感染肺结核后，会把它传染给

过政府工作，不知道政府是如何运作的，刚进入

牛，因此过去常常射杀它们。野獾在农场间流

政府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该怎么操作政府事务，

窜，就会扩散结核病的传染。所以，应支持农

我和别人说自己就像是“盲人”，一无所知。

民继续射杀野獾。但是，政府却颁布了禁止射

每个政府首席科学顾问都需要“创造自己的

杀野獾的命令，罗伯特·梅（Robert May）当

角色”，这是英国政府运行的特色。在这个职位

然支持这一点，因为他是生态学家。我不是生

上，需带入自己的经历、知识和专长，必须自己

态学家，我想要摆脱牛群结核病，我是希望杀

参与创造过程。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工作是由政

死野獾的。所以我和生态学家观点上最大的不

府科学办公室支撑的，这个办公室很大，有150

同在于，如果人需要养牛场，那么，这些农场

人，所以不是一个人在完成这项工作，需要想办

里不能有野獾，不然的话，农民就需要屠宰患

法最高效地利用这个办公室的资源。

病牛。当时的处境比较奇怪，我们可以宰杀患

政府科学办公室靠近内阁办公室，我可以很

有结核病的牛，却不能杀那些传染肺结核的野

容易地出入内阁办公室。坦白说，我没怎么利用

獾。虽然最后我关于击杀野獾的建议被采纳

这个渠道。我大部分时间要么和首相在一起，要

了，但是花了很长时间。

么和其他内阁部长在一起。因为作为政府首席科

我不是生态学家，但是我非常欣赏中国政府

学顾问，向首相和内阁部长提供建议，是一项重

提出的“生态文明”一词。我认为生态文明是一

要的职责。每个政府部门的职能都是完全独立

个非常重要的概念。气候变化问题实际上也是生

的，它们之间交流很少，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作

态系统对人类重要性的最大证明。

用是加强部门间对话，也就是跨部门协调功能。
这是一个重要的发现，我在进入政府之前并不了
解这点。

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主要工作
可以介绍一下您担任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时的
日常工作情况吗？您当时是否还同时继续您在大

学科背景对政府首席科学顾问提供科学建议的
影响

学中的研究工作？
大卫·金（David King）：我担任政府首席

英国政府首席科学顾问会延续上一位任职者

科学顾问前和首相托尼·布莱尔（Tony Blair）

的做法吗？不同学科背景是否会影响任职者对问

谈过，我说放弃科学研究对自己来说是很困难

题的理解？

的事。他说，“好吧，你可以每周为我工作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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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每周五的时候可以回到剑桥大学继续你的

那样。世卫组织撰写了一份名为《国家准备

研究”。有时他会对我说，“真的很抱歉，星

与相应行动方案指南》（Operational planning

期五我需要你”。每次他总会在（工作）之后

guidance to support country preparedness and

手写一封信感谢我星期五过来（工作）。这意

response，发布于2020年5月22日）的报告来

味着我每周五和周六可以在剑桥大学做研究。

指导各国如何应对新冠疫情，该报告是以我们

所以我在担任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时候，我的

2006年预见报告《传染病预见分析》的研究为

研究一直在进行。我在第一个四年聘期结束之

基础的。

后，又续签了第二个聘期，所以我在政府工作

您最近组织成立了独立应急科学顾问小组

了8年。这个时间很长，但我的研究一直在同时

（Independent Sage），为政府提供应对新冠疫情

进行着，没有间断。

的建议。这个小组的工作情况如何？

我的日常工作安排很满，可以说我是一个工
作狂。周一到周四，我会在伦敦工作。我在伦
敦有一套公寓。我每天从早上8点工作到晚上9点
或10点。每天都有巨大的挑战和机遇摆在我的面
前，很多时候我都不知道这些材料是由谁送来
的。但政府里的人明白，他们可以带着问题来找
我，好像我能帮上忙似的，我会看一看，他们知
道，我不会对问题置之不理。因此，我在担任政
府首席科学顾问期间，能够不断推动工作取得新
进展。
举一个例子：我在政府任职期间对原有的
预见计划进行了改革。一项关于世界传染病的
未来的预见项目，我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345
名专家，并于2006年发布了《传染病预见分
析》报告。报告中，研究人员预测了类似今天
新冠肺炎这种疫情大流行的发生，这份报告今
天在政府科学办公室的网站上仍然可以找到。
我给布莱尔提建议的时候，布莱尔很信任我。
因此，我们的《传染病预见分析》报告发布
后，英国政府开始加大对医院的投入，并培训
医护人员，为新一轮的传染病做准备。然而，
大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成为首相后，
这些工作就中断了。因此，当英国出现新冠肺
炎疫情时，政府的反应就像他们从未预料到的
4

大卫·金（David King）：英国政府有专
门 应 对 突 发 事 件 的 顾 问 小 组 —— 应 急 科 学 顾 问
小组（Scientific Advisory Group for Emergencies,
SAGE），该顾问小组中并没有包含来自公共领域
的成员。除非首相在场，小组的成员不能接受媒
体的采访，也不能回答公众的提问，所以英国政
府应急科学顾问小组的建议和建议的形成过程是
秘密的，不对外公开的。为了更好地从第三方的
视角向政府提供建议以及与公众对话，我在2020
年5月建立独立应急科学顾问小组（Independent
Sage），与政府的应急科学顾问小组不同，我们
的建议都是公开的，既为政府提供建议，又与公
众开展对话。
我和布莱尔在一起共事的时候，我可以随时
上电视和广播。他从来不会说不，但是对于大
卫·卡梅伦（David Cameron）来说，首席科学
顾问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是不允许上电视的，他
很少给予许可，现任首相鲍里斯·约翰逊（Boris
Johnson）也是如此。所以，当我建立独立应急科
学顾问小组（Independent Sage）的时候，我们希
望能够在公共领域发声。顾问小组自成立以来，
我们每周都有一次在线公开会议，通常有大约
35000人参加，接受公众的提问。顾问小组收到
公众的问题后发布相应的报告，所以一切都是通

大家访谈 Scientist Interview

过与公众的互动来实现的。我的这个团队只有12

这段经历中有什么难忘的事情吗？

人，平均每天都会收到5个媒体的采访请求，因此

大卫·金（David King）：我担任政府首席

我们在努力向政府提供建议的同时，还满足了大

科学顾问期间与中国的互动很多，其中一大高光

量来自公众的信息需求。

时刻也与中国有关。我在温家宝总理2006年对英

成为政府首席科学顾问之后您的生活有什么
不同吗？您对这段经历是否满意呢？
大卫·金（David King）：我不得不说，我
担任首席科学顾问的那段时间可能是我一生中
最重要的时光。因为需要应对口蹄疫，我每天
都要去见首相，这持续了大约3个月。如果不是
我负责控制疫情，这样的会面两个月都未必有
一次。由于每天都见面，所以我对首相非常了

国进行国事访问时见过他。我和他进行了交流，
我想那是我作为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一大亮点。
他向我咨询中国科技政策的事情。我不得不对他
说，我是英国的政府首席科学顾问。他表示，这
可以是非正式的建议。所以我真的这么做了。这
大概是2006年吧。我现在与中国高校也有较多的
合作，包括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所以我
很喜欢中国，我对中国有很深的记忆。

解，首相也信任我，这给了我很多发挥作用的
机会。
在气候变化工作方面，我领导英国外交部进
行了全球气候变化的谈判，并在气候变化问题上
推动所有党派达成了一致意见。虽然英国政府在
不断改变，但我们唯一不变的就是对于应对全球
气候变化的承诺。我担任布莱尔时期的政府首席
科学顾问的时候，帮助英国政府在世界各地的大
使馆任命了165个气候专员。气候专员是大使馆的

英国政府前首席科学顾问大卫·金（David King）
接受本文作者专访

气候变化专家。当我处理全球气候变化事务的时
候，可以对气候专员进行调动。例如，我代表英
国政府和中国政府签署了三份备忘录，然后我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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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名气候专员调入了我们在北京的大使馆开展工
作。并且，我们与中国政府讨论了我们关于碳定
价、碳限额和碳交易的见解。总体来说，接受布
莱尔政府让我担任政府首席科学顾问的提议，是
我做出的最艰难决定，也是最好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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