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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科技领域的进修:学以致用

现在每年有近 1200 名科学家、工程师和专业人员

在 IAEA 支助的进修和科学访问计划名下受到培训

过去的 30 年里，在国际原子能机构 本文从其发展历史、提名国和东道国

(IAEA)的进修和科学访问计划名下，几十 间的合作框架、挑选标准以及未来的规划

个国家的有关人员齐心协力地负责挑选、 与期望的角度回顾该计划。

安排和培训了 16 000 多名工程师、科学家、

专业人员和技师。

如果只看数字，只能了解该计划的一
发展历史和趋势

部分。这项合作培训计划的许多"校友"今

天正管理着他们本国负责将核技术用于各 在这些年里， IAEA 的学员们得到的

种和平应用的许多研究单位和机构。另有 见识，一直在推动着核技术的各种科学和

一些人则在包括 IAEA 在内的一些国际组 理论知识的传播。同样重要的是，许多学员

织中担任高级职务。 成了本国的研究单位和各种组织的管理和

该计划自 1958 年问世以来已经历了 领导人才。对数百名进修人员和科学访问

几个发展阶段。如今的培训更多地面向与 学者的采访证实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

核技术的利用有关的实际知识而非理论研 培训的最重要好处之一是学以致用一一看

究。例如，进修人员的个别培训旨在提供对 看人家是怎么做的，然后将这种知识用于

某一特定技术的深入理解，而科学访问学 造福他人。

者的培训则反映人们对应用核技术的应用 我们身边就有许多这样的领导人员，

与商业化的兴趣越来越高。该计划涉及许 他们在学习和培训时期就曾得到过 IAEA

多学科，诸如物理学和化学、放射性同位素 的支助。大批学员已成为本国和国际社会

在海洋生物学和工业中的各种应用、核动 的高级领导。例如，在 IAEA 本身的技术合

力与核安全、辐射防护、农业和健康。 作司内，相当一部分处长和科长就在 IAEA

在过去的 25 年里，捐助国资助了来自 进修过。 IAEA 的其他技术司也有在 IAEA

95 个以上的 IAEA 成员国的进修人员和科 帮助下受过技术培训的高级官员。此外，各

学访问学者的培训一一总金额达1. 2 亿多 国的原子能主管部门和研究单位的许多领

美元。 导人，在其任职期间也不断得益于 IAEA 的

培训计划。还值得一提的是 IAEA 理事会的

Colton 先生是 IAEA 技术合作司进修和培训
几名理事及其主要助手，他们是进修和科

学访问计划"校友"中的佼佼者。
科科长。 1994 年的((IAEA 年鉴))( IAEA Yearbωk) 

载有有关该计划的更详细的报告。该书可向 IAEA 该计划已经历了几个发展阶段。 50 年

出版处购买。 代末期和 60 年代初期，各国的兴趣主要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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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AEA 支助的科研进修

人员和科学访问学者

正在接受培训的几个

镜头 。培训iI覆盖核能在

诸如电力生产 、粮食与

农业、健康与医学， 以

及工业与地球科学等

领域的多种应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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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地区统计的 IAEA 进修人员

和科学访问学者概况 ，
1989-1993 年

本页和上页的表提供了按地区统计的

lAEA 进修人员和科学访问学者的来 源 固

和培训地的概况。黑体数字表示按地区或

国家统计的lAEA 进修人员和科学访问学

者的人数(即进修人员和科学访问学者来

自何方)。白体数字表示每个地区、每个东

道国(或机构)接待的进修人员和科学访问

学者的人数(即在何处受切iI)。

1989- 1993 年期间，各国共获准派出

4905 名进修人员和科学访问学者.同一时

期内，各国共接待了 5835 名进修人员和科

学访问学者的培训11. (由于各种原因，这两

个数字不等。原因之一是科学访问学者平

均要访问二至三个国家〉 。

以下两图示出了各地区所占的百分

比 。 可以明显地看出，有几个地区的发展中

国家主办了大量培训活动 。

进修人员来自何方

(各地区所占百分比〉

中东
8% 

进修人员在何处受训

(各地区所占百分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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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2'02 

中东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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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个别科学家接受纯理论培训。援助给了 年为一个周期。这些申请由政府主管部门

正在所有科学领域创建广泛的理论基础， 以技术合作项目形式提交 IAEA。该项目文

但重点放在核动力应用和燃料循环方面的 件由 IAEA 技术合作计划处会同技术官员

那些国家。 (所涉技术的专业人员)和技术合作执行处

在随后的 30 年中，各国的需要和期望 (设备采购及安排进修人员、科学访问学者

逐渐切合实际。今天的培训计划主要集中 及合同专家的专业人员〉一起审查和评

在应用技术方面。这是与 IAEA 要求其计划 价。推荐项目经理事会的技术援助和合作

紧跟各国的目标和要求的总政策相符的。 委员会审议后，提交 IAEA 理事会核准。在

与过去常见的引进一般核专门知识的情况 理事会核准了为期两年的此类计划之后，

不同，许多国家现在感兴趣的是依靠自己 它将每年审批一次项目基金(举例来说.

的力量掌握此类技术。 1993 年 12 月核准 1993一1994 年计划中

实施培训的方法有了较大的改变。过 1994 年部分的经费。)技术合作项目通常由

去的申请表只是一张个人履历表，其中包 专家服务、设备采购、进修与科学访问，以

括一句关于请求哪类培训的话。大多数报 及培训班等方面的援助组成。

名者甚至在请求 IAEA 援助以前.就已被东 就 1995一 1996 年计划周期而言，提交

道机构接受。他们本国的核主管部门在整 了约 1000 份新项目申请，预计约有一半

个提名和安排过程中只起很小的作用或不 申请将获得批准。用于进修与科学访问部

起作用。申请由 IAEA 工作人员组成的一很 分的经费通常占拨给该计划的总经费的

小的小组审查，批准的依据主要是每个报 20%-25%0 1994 年，这一部分的预算约为

名者的个人条件。在少数情况下.由 IAEA 1800 多万美元，包括前几年结转的 800 万

与东道国打交道，在多数情况下，签证、旅 美元。因为进修培训的跨年度性和结转资

行安排或与东道单位联系等事宜都由进修 金的可能性，所以可动用基金大于当年预

人员自己办理。常常出现这种情况，由于报 算拨款。

名者没有得到本国有关单位的认可或支

持，所以他们回国后不能回到原工作岗位，

必须另找工作。 进修和科学访问:挑选与培训

由于各国更加重视土生土长的专门人

才，因而这种状况有了改变。国家主管部门 通过 IAEA 技术合作培训计划提供的

现在积极参与报名过程，确定培训的轻重 援助，在促进原子能的和平应用方面一直

缓急，并通过保留薪水和保证重新聘用等 起着重要的作用。通常采用的培训形式有:

措施表示充分支持。各东道国能较快答复 去学术单位进修，参加研究小组，学习特

培训建议，帮助申请签证，考查和监督东道 定技术的在职培训，短期访问研究设施，

单位能否提供合适和合格的培训，并安排 或这些形式的组合。因此，东道国及其东道

大部分行政事务方面的支持。 IAEA 方面则 单位是这一技术传播过程不可缺少的参与

已经制定出用于审查、评价、挑选、安排和 者。

提供培训支助的新程序。修改后的这些程 在 IAEA 的早期年代，安排进修人员和

序和支助机制，有助于 IAEA 及时、费用效 科学访问学者相对而言比较容易，当时多

益较高和高质量地实现其满足申请国需求 数申请是去大学从事高级研究。不过，随着

这一目标。 发展中国家自身的研究机构和工业部门的

IAEA 处理技术合作的流程。安排进修 成长壮大，培训工作的重心已移向专业性

人员和科学访问学者，是 IAEA 向发展中国 更强的实用培训。现有的大学课程很少能

家提供技术援助这一全过程的一部分。 满足他们对应用技术的兴趣，因此必须同

IAEA 受理各国培训援助申请的工作以两 东道单位一起作出专门安排。尽管这种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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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使进修人员的安排变得更加困难，而且

比较费时，但从技术传播角度看这种培训

更有价值。

挑选标准。 IAEA 进修计划的申请者必

须完全合乎条件且富有进取心。此外，IAEA

要对申请书进行评价，以确信培训目标已

明确列出，想要的培训类型已解释清楚，

建议的东道单位已明确列出，国家的支持

性承诺已给出;并确信报名者及其国家主

管部门都已保证将在申请国内使培训的好

处落实。另外还要审查语言的合格证明。经

验表明，在约 1/3 的事例中，语言是使培

训成功的关键。语言能力如此重要，以致

许多国家规定了自己的最低语言要求。他

们只接受满足其语言要求的报名者。

在审查、挑选和安排的过程中，约 40%

的报名者将落选或退出该过程。典型的原

因是不符合要求，申请人的现状已改变或

未找到合适的东道国。主要的具体原因包

括:缺乏必要的专业和语言基础;在本国可

以获得同样的培训1;要求与技术合作计划

无关;和要求超出机构的责任范围。

由于远程通讯能力的改进，通讯在挑

选过程中变得越来越重要，这是不足为奇

的。这个情况增加了提名国的作用，因为它

必须关注其申请人的现状，并准确及时地

通知 IAEA，防止浪费时间和资摞。举例来

说，过去在安排某些报名者时曾花费了许

多精力，后来却发现他们或者已接受了其

，他的培训机会，或者他们的专业方向已经

变化，因而不再适合拟议中的培训。

一旦进修资格获准和可接待的东道单

位表示它准备提供所申请的培训， IAEA

就会立即通知申请国的主管部门和进修人

员。 IAEA 随后会向报名者寄去任命书，提

供与拟议中的学习有关的资料，以及生活

津贴、补助和保险内容等细节。同时寄去的

还有关于旅行和签证的安排以及如何为在

东道国逗留作准备等指导性意见。

从总体上看，从 IAEA 收到提名书到实

际做出安排的时间间隔已大大缩短。收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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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到批准申请的平均时间(以进修得到

成功安排为准) ，已从 1990 年的 8 个月缩

短到约两三个月。同东道国的安排谈判平

均时间已从 1990 年的 6 个月缩短到 4 个

月。这样，从收到申请到培训开始的平均时

间大约为 10 个月，明显低于 1990 年的 18

个月。

发展中国家作东。发展中国家越来越

多地作为进修和科学访问的东道国。许多

发展中国家建立了提供高质量培训所需的

技术基础。这种培训常常只需较低的费用

就能完成。此外，发展中国家的培训条件往

往更接近于学员本国的条件。

未来的规划和期望

到 2000 年，估计会有 100 个 IAEA 成

员国申请技术援助，其中包括进修和科学

访问。在 IAEA 成立不久的 1958 年，得到技

术援助的只有 11 个国家。如今这样的国家

已达到 85 个。

按照预测的申请数增长速度，到本世

纪末，每年接受培训的 IAEA 进修人员和科

学访问学者将增加到 1400一1600 人。如果

这些预测成为现实，则 2000 年时接受过

IAEA 培训的进修人员和科学访问学者的

总人数将达到 25 000 人以上。培训方式将

继续突出短而精的特点并包括应用性的在

职培训。对于来自欠发达国家的进修人员，

将继续提供高级的纯理论培训，因为那里

需要建立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以支持工艺

技术的开发。

如果把过去看成一个开端，则由

IAEA 给来自发展中国家的科学家、工程

师、专业人员和技师提供培训机会的这种

支持，今后仍将是有效地传授原子能的许

多和平应用知识的种种努力的宝贵组成部

分。在这个过程中，这种支持定将有助于

培养出将来领导核事业的大批国家和国际

领导人。 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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