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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科学理事会与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合并，并宣告成立统一的国际科学联合会，是国际科学发展史
的里程碑事件，标志着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综合研究已成为当代科学发展的潮流。 国际科学联合会的战略定位是成为全球
所有科学的代言人，为解决复杂全球问题的跨学科、跨地域研究服务。 我国科研工作者应以此为契机，深化跨学科交流与跨学
科人才培养，拓展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等跨学科综合研究，为解决我国重大战略需求、提升我国科研国际影响力做出新的
贡献。
关键词：跨学科；国际科学理事会；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国际科学联合会

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是当今人类社会面临的重要挑战。 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人类活动对地球系统
的影响日益深入。 随之爆发出一系列全球性的环境问题和社会问题，威胁着人类的生存与发展 ［１］ 。 现代科

学亟待为解决复杂的全球性问题提供有效方案；同时，随着大数据、数字地球的出现，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
会科学都在向新的研究范式发展，涌现出许多新的研究思维与研究方法 ［２］ 。 面对如此复杂的全球性问题，已

经不能期待某个学科或研究团体独立应对，科研工作者迫切希望加强学科交叉与国际合作，通过融合自然科
学与社会科学多学科的知识与方法对复杂的全球问题开展综合研究 ［３⁃ ４］ 。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２６ 日，在中国台北举办的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ｕｎｃｉｌ ｆｏｒ Ｓｃｉｅｎｃｅ，ＩＣＳＵ） 与国际社

会科学理事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ＩＳＳＣ） 的联合会议上，由两大理事会成员进行了历史性的投
票表决。 ＩＣＳＵ 与 ＩＳＳＣ 两大科学理事会同意合并，并计划于 ２０１８ 年正式成立一个统一的国际组织———国际
科学联合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 新成立的国际科学联合会汇集了 ＩＳＳＣ 和 ＩＣＳＵ 的现有成员，包括

４０ 个国际科学联盟和协会，以及 １４０ 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
１

国际科学联合会的成立背景
国际科学理事会（ ＩＣＳＵ） 成立于 １９３１ 年，总部设在巴黎。 它旨在促进不同自然科学部门的国际科学活动

及其服务于人类福祉的应用。 ＩＣＳＵ 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非政府组织之一，同时也是最重要的学术组织之一，它

在自然科学领域的众多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多年来，它通过建立跨学科研究计划，与其他组织共同探索了
全球性问题的解决方案。 ＩＣＳＵ 过去的重要研究计划包括国际极地年（２００７—２００８） 、国际地球物理年（１９５７—
基金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课题（２０１７ＹＦＡ０６０４７０４） ；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４１７７１１９７）

收稿日期：２０１７⁃ １２⁃ １０；

修订日期：２０１８⁃ ０３⁃ 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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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５８） 和国际生物计划（１９６４—１９７４） 。 目前主要设立的计划包括国际地圈 － 生物圈计划（ ＩＧＢＰ） 、世界气候研

究计划（ ＷＣＲＰ） 、国际生物多样性计划（ ＤＩＶＥＲＳＩＴＡＳ） 和全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ＩＨＤＰ） 等。

国际社会科学理事会（ ＩＳＳＣ） ，是于 １９５２ 年成立的一个非营利性的国际学术组织，是代表社会科学的重

要全球机构，主要包括经济学、行为科学等。 总部位于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楼。 该理事会旨在全球范

围内推动社会科学的研究及运用，并保证它们在国际层面上交流与推广。 ＩＳＳＣ 期望通过加强社会人文科学
的研究，帮助解决全球重大的社会问题。 ＩＳＳＣ 通过其成员和开展的计划，接触了数十万名社会科学家，他们

在广泛的学科中工作，研究着世界各地的社会发展状况。

自 １９９７ 年 ＩＣＳＵ 与 ＩＳＳＣ 两大组织合作设立全球变化人文因素计划（ ＩＨＤＰ） 以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合作

交流。 特别是进入 ２１ 世纪以来，面对威胁人类生存发展的复杂的全球问题，以“ 解决全球重大科学问题” 为

导向的跨学科研究出现，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渐渐形成新的潮流。 ＩＣＳＵ 联合四大计划于 ２００１ 年

成立了地球系统科学联盟（ Ｅａｒｔｈ Ｓｙｓｔｅｍ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Ｐａｒｔｎｅｒｓｈｉｐ，ＥＳＳＰ） ，通过联盟的方式加强自然⁃人类⁃社会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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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的跨学科交叉研究，其中 ＩＳＳＣ 代表社会科学研究组织是 ＥＳＳＰ 的重要成员。 ２０１２ 年 ＩＣＳＵ、ＩＳＳＣ 与联合

国 发 展 署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 ＵＮＤＰ ） 、 联 合 国 环 境 署 （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Ｐｒｏｇｒａｍｍｅ，ＵＮＥＰ） 、联合国大学（ Ｕｎｉｔｅｄ Ｎａｔｉｏｎｓ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ＵＮＵ） 和国际全球变化基金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Ｇｒｏｕｐ
ｏｆ Ｆｕｎｄｉｎｇ Ａｇｅｎｃｉｅｓ ｆｏｒ Ｇｌｏｂａｌ Ｃｌｉｍａｔｅ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ＧＦＡ） 等 多 家 国 际 机 构， 共 同 推 出 了 未 来 地 球 计 划 （ Ｆｕｔｕｒｅ

Ｅａｒｔｈ） ［５⁃ ６］ ，旨在进一步促进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来解决全球关注的重大科学问题，为实现全球可
持续发展目标提供指引与路径选择。

具有全球影响力的 ＩＣＳＵ 与 ＩＳＳＣ 早在 ２０１４ 年已经意识到国际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机构需要加速他们之

间的合作关系，因为已经没有不需要社会科学参与就能做决策的自然科学问题了 ［７］ 。 ２０１５ 年，ＩＳＳＣ 和 ＩＣＳＵ

两大理事会主席通过信函交流达成共识，成立联合工作组，探讨两个理事会之间更密切的机构联系和合并发

展的可能性。 ２０１７ 年 １０ 月， ＩＣＳＵ 与 ＩＳＳＣ 在中国台北召开联合会议，理事会成员以压倒性的票数同意合并，

并计划在 ２０１８ 年正式成立新的组织：国际科学联合会（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Ｃｏｕｎｃｉｌ） 。 所有两大组织的前成

员自动纳入新的组织中。 这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综合研究发展历程中里程碑式的事件，必将载入史册。 同
时，他们也标志着当代科学界正在发生一场新的革命：综合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来解决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
的重大全球性问题。
２

国际科学联合会的战略定位与核心理念
目前，国际科学联合会的主要工作由过渡工作组和战略决策组两个组织来执行。 过渡工作组的联合组长

为 Ａｌｂｅｒｔｏ Ｍａｒｔｉｎｅｌｌｉ（ ＩＳＳＣ 主席） 和 Ｇｏｒｄｏｎ ＭｃＢｅａｎ（ ＩＣＳＵ 主席） 。 主要负责在国际科学联合会正式成立之前

一切实质性执行工作。 例如为合并组织提出新的法规、推荐新的秘书处架构、提出完成合并的实际程序和时
间表的建议等。 战略决策组的联合组长是 Ｓａｔｈｓ Ｃｏｏｐｅｒ（ ＩＳＳＣ 副主席） 和 Ｊｉｎｇｈａｉ Ｌｉ（ ＩＣＳＵ 副主席） 。 他们主要

负责国际科学联合会的发展讨论和制定战略草案、起草议会章程等工作。 国际科学联合会的战略定位旨在成
为全球科学的代言人。 它设立了美好的愿景，希望促使科学成为全球公益事业。 国际科学联合会发展的核心
理念包括卓越、包容、透明、创新等多个方面。

２．１

全球科学的代言人
国际科学联合会的战略定位是成为全球所有科学的代言人。 它将科学的价值与人类发展、社会决策需要

等相结合，思考在当今时代科学研究的重要性；设置基金鼓励科研工作者针对全球关注的重大问题开展综合
研究；它会提供新的平台，向公众发布全球重大问题的研究成果；它希望向世界各地推广科学的严谨性、创造
性，体现科学对社会生活的重要意义，促进持续性的科学研究以及广泛的科研合作，并在此过程中，捍卫科研
人员进行自由、负责任的科学实践的权利。
２．２

让科学成为全球公益事业
国际科学联合会的发展愿景是推动科学成为一项全球公益事业。 科学研究的知识是人类理解世界和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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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未来的主要部分。 同时也应该是社会决策和公共政策的根本依据。 现代社会人类面对地球上可持续发展
与平等等重大问题，越来越认识到科学对社会发展的重要性。 因此，人类把科学作为一项全球公益事业来维
护是至关重要的。 科学的知识、数据和科研成果应当是以服务人类需求为出发点，科学必须是普遍可及、利益
共享的。 国际科学联合会旨在建立起一个相互支持的全球科学联盟，通过包容、公平的态度鼓励世界各个地
区开展不同学科的研究，注重提高科学教育与科研能力的培养来为科学的长远发展提供根本动力。
２．３

核心价值理念
国际科学联合会在履行其职责时，将坚持以下价值理念。
（１） 卓越性和专业性：联合会将为社会提供高质量、专业性强的研究成果。 明确客观现象的科学理解，包

括其不确定性，严格确保传达的信息反映了当代最好的科学发现。

（２） 包容性和多样性：联合会将促进科学的发展及其价值的体现，拒绝一切形式的歧视。 它将包括来自

世界各地的观点和方法，并提高妇女和青年科学家对国际科学研究的参与程度。

chinaXiv:201806.00049v1

（３） 透明度和完整性：联合会治理和决策过程的默认立场是公开和透明的，除非严格要求保密。 所有代

表联合会行为的人必须表现出完整且正向的人格标准。

（４） 创新与可持续性：联合会将吸引新的人才和新的想法。 鼓励科研人员创新研究方法，提出新的解决

方案，并将可持续性原则植入政策和实践中。
３
３．１

机遇与挑战
国际科学联合会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国际科学联合会的成立充分把握了时代发展的机遇：（１） 国际科学联合会成立于当代科学变革的关键时

刻。 世界经济政治全球化发展、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的出现，使得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个强大
而可信的声音来倡导科学对社会的价值。 特别是联合国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目标的提出，人们发现在当今瞬息

万变的世界中，可持续和平等的生活依旧面临巨大的挑战，为推动研究从科学到决策提供了巨大需求。 （ ２）

现代科学技术发展为科学研究的交叉融合提供了可能。 互联网云数据库与数字地球等现代科学技术与科研
设备，为综合处理自然与社会的数据奠定基础。 再加上日新月异不断创新和完善的各种科研方法，为国际科
学联合会支持所有科学综合发展提供了可能。 对于科学界而言，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互补性将为当代科学
发展带来巨大的潜力。 这将更有效的发挥科学的作用，为可持续发展、社会决策等提供建议和指导。 （ ３） 国
际科学联合会的前身（ ＩＣＳＵ 与 ＩＳＳＣ） 已经发起的众多国际研究计划、广泛的国际合作和现有的国际组织为国

际科学联合会奠定了良好基础，决定了它在全球影响力、知名度等方面具有巨大的优势。

另一方面，国际科学联合会的成立也面临着一些挑战：（１） 如何让拥有庞大成员的新组织灵活运转将是
一个重大挑战。 需要大量的行政工作来协调成员关系；（２） 如何通过科学研究计划提出和发展综合性的研究
理论方法和技术；（３） 如何进一步推进国际合作，深化全球性问题的研究。 特别是对于不发达的国家而言，如
何听取他们真实的声音并对他们的期望作出回应，关乎能否够实现可持续发展中的区域公平。
３．２

中国科学界面临的机遇与挑战
我国自上世纪 ８０ 年代起已经重视跨学科研究的发展 ［８⁃ ９］ 。 交叉科学是综合性、跨学科的产物，有利于解

决人类面临的重大复杂科学问题、社会问题和全球问题。 我国需要加速发展科学和技术，大力提倡学科交叉，
注重交叉科学的发展 ［１０］ 。 但是我国目前的跨学科研究仅限于自然或社会科学内部的学科交叉，且学科交融
程度也不够，还停留在“ 多学科” 而非“ 跨学科” 研究层面 ［１１］ 。 国内高校中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综合培养的专

业并不多。 而现在，国际科学联合会的成立，结合国际政治、科学发展需求，中国科学界迎来了巨大发展机遇：
（１） 近年来中国的快速发展，尤其是“ 一带一路” 、亚投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国际化战略的提出，

为开展综合科学研究提出了重大国家需求；（２） 中国多样化的自然地理环境和差异化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
为开展综合研究提供了理想的研究场所；（３） 中国科学界研究的积累尤其是近些年中国科学研究快速发展，
ｈｔｔｐ： ／ ／ ｗｗｗ．ｅｃｏｌｏｇｉｃａ．ｃ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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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开展综合研究提供了良好科学基础和平台。
另一方面，对于中国科学界的发展来说，发展自然与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也面临着一系列的挑战：（１） 如
何深化国际合作与全球化研究；（２） 如何发展综合性的理论方法和技术应对中国的实际问题；（３） 如何应对跨
学科研究发展中出现的科研基金申请、学术成果评定等方面的问题 ［１２］ ；（４） 如何培养和建设具有宽广国际视

野、多学科研究背景的综合性人才队伍等。

站在人类发展史的关键时刻，每一位科研工作者都感觉责任重大。 对于中国科研工作者来说，需要顺应
潮流，抓住机遇，积极迎接挑战。 在未来的发展中，我国需要结合国际科学界发展的潮流，推动国内自然与社
会的跨学科研究快速增长，成立新的跨学科实验室。 同时，借鉴其他国家应对跨学科问题的方法，结合我国具
体情况提出解决方案，为学科交叉研究提供适宜的生长环境。
特别是致力于研究地理学、生态学的科研工作者，应对全球变化与可持续发展两个重大挑战，是时代赋予
的使命。 地理学和生态学的本质是研究人类与环境关系的科学，具有综合性、交叉性和区域性的特点，强调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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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交叉研究 ［１３⁃ １４］ ，在当下的科学发展潮流中更是迎来了得天独厚的发展机遇。 当代地理
学、生态学研究强调人地相互关系的耦合机制，充分体现综合性的特点 ［１５］ 。 可以基于全球 １７ 个可持续发展

目标，结合自然与社会多学科的知识与研究方法，关注代际公平与区域公平研究，为政策制定、实现全球与区
域的可持续发展、塑造未来可持续的人与自然关系提供科学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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