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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 度

当前，本科生论文抄袭成风，不少
高校的管理者和教师出于各种考虑，
往往对这一现象持默认态度。作为高
等教育承上启下的阶段，本科生的抄
袭行为对科研工作者、对社会风气有
什么样的影响？本科生毕业论文是否
应该取消？近日，围绕这些问题，《中国
科学报》记者专访了教育部地球科学
教学指导委员会大气科学分委员会委
员、华东师范大学教授束炯。
《中国科学报》：就北京青年政治

学院教师王颖严格要求本科生的选修
课论文一事，您怎么看？

束炯：应该说，这些年来，在全国
不少高校都发生过类似事件。本科生、
研究生乃至部分博士生，都不同程度
地存在随意抄袭他人论文的现象，有
一些学校往往选择息事宁人的做法。
对于王颖的这种做法，我个人表示赞
同。因为对本科生的论文进行严格要
求是很有必要的。当然，他不一定要选
择罢教的这种方式。另外，学校在老师
没有同意的情况下让学生成绩合格，
这种做法欠妥当。
《中国科学报》：有些人觉得本科

生作论文时出现抄袭很正常，不必要
用研究生的标准要求他们。对此您怎
么看？本科生论文抄袭成风有什么危
害？

束炯：我不认可这种看法。本科生
论文抄袭的后果和影响其实很严重。
这个事情，往高处说，是关系到民族存
亡的一件大事。一个民族能否崛起，需
要更多有创造性的、独立思考的人才。
从这个意义讲，如果大学校园内抄袭
成风，民族崛起是很有问题的。
《中国科学报》：论文抄袭和学术

腐败有什么关系？
束炯：学术腐败有很多种。高校本

科生抄袭也应该算是学术腐败的一
种，这个问题不能忽视。因为高校是培
养人才最重要的一个地方。在国外来
讲，本科是一个人接受教育最重要的
阶段。一个人的世界观、价值观的形
成，大部分都是在本科阶段形成的。因
此必须对论文抄袭、研究成果造假、违
背科学道德伦理等行为进行批判。目
前我国学术界浮躁和本科生抄袭成风
也不无关系。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怎么做才

能抑制发生在大学校园内的这种抄袭
成风的学术不端行为？

束炯：学校应该是一个强调道德
教育的地方。但目前的情况是，学生的
人格、道德教育，目前是高校教育系统
中非常薄弱的一个环节。其实，这个应
该是从小学到中学到大学乃至研究生
都要进行的一个基础教育。这就导致
抄袭成风等许多学术不端行为的产
生。

至于这样的行为怎样杜绝？我觉
得有三种途径：第一是要加强人格、道
德的教育，包括学生和老师；第二是自
律，要让学生自觉树立诚信的意识，用
认真的态度面对学术和科研；第三是
学校和有关部门要加强监管，发现问
题要敢于处理。
《中国科学报》：目前有些人认为，

本科生不应该写论文，应该取消。对此
您怎么看？

束炯：目前来看，高校本科阶段让
学生写论文是很有必要的。因为这是
学生走向科研非常重要的一步。本科
阶段一定要做。科研诚信教育是人格、
道德教育的一部分。

如果不让学生写论文，不培养他
们基本的学术规范和逻辑能力，以后
学生走向工作岗位，不管是公务员还
是企业，就可能适应不了相应的工作。
另外，如果不严格要求他们，让其把抄
袭的习惯带到单位，就可能给单位造
成很坏的影响。
《中国科学报》：您觉得教育部门

是否应该做一些工作？是否应该对本
科生的论文规范作出严格的要求？

束炯：我觉得有必要，教育部门必
须旗帜鲜明地提出这一点。就像我刚
才所说的，本科阶段要不要写论文。很
多人，包括高校老师，很多人对这一事
情还存在争议，觉得可以不写论文。我
觉得这个问题根本不需要争论，本科
生是我国后备人才非常重要的来源。
必须培养学术基本写作能力、逻辑思
维能力。论文写作是本科教育非常重
要的一个环节。教育部门必须把这一
点大张旗鼓地进行宣传。

另外，教育部门应该对本科生论
文的规范作出更加明确的要求。现在
研究生写论文如果涉嫌抄袭，实行一
票否决制，我看可以把这一措施推广
到本科教育阶段。

应对大学生推行
品格、道德教育

姻本报记者彭科峰一个看似平常的社会学选修课
程，却让北京青年政治学院教师王颖
成为近日科教界的热点人物。一名学
生在 2011 年度选修其课程时连续三
次交来的结业论文均涉嫌抄袭，王颖
出于对学术诚信的坚持判定其不及
格，但该学生的成绩最后却被学校
“篡改”为补考通过。王颖随后通过网
络公开表示自己要以“罢课”表达自
己的不满。

11月 5日，《中国科学报》记者获
悉，在经过与校方的沟通后，王颖的
意见得到尊重，抄袭论文的学生须重
新补考。多名专家认为，当前本科生
论文造假泛滥成灾的现象值得警惕，
亟须学校、教师等多方面加强对大学
生学术诚信的建设。

社工系教师网上“罢课”

在同行看来，年轻的王颖拥有令
人羡慕的未来。在广州求学后，没有
海外留学的经历，却依然能够进入位
于首都的北京青年政治学院社会工
作系担任讲师。2010年 6月中旬，王
颖还远赴香港参加世界联合大会，其
论文获得最佳论文摘要奖（青年学
者）。“学习上不错，教学也挺认真的，
他有什么不满足的呢？”一名同事这
样评价王颖。

但王颖显然对于学术有着自己
的坚持和追求。10月 27日下午 5点
58 分，他在个人的实名微博上发布
了这样的公开信：“我所教某同学期
末考试、补考以及‘第二次补考’连交
三份涉嫌抄袭的论文，成绩居然可以
未经任课教师操作，被学校篡改为补
考通过。学风建设从何谈起？教师职
业道德从何谈起？为表示抵制，本人
从此时此刻起开始罢教，广而告之。”
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他的微博被转发
近百次，开始有好友主动询问“发生
了什么事”。10 月 19 日上午 10 点，
王颖再度在微博“开炮”：“北京青年
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某同学期末考
试、补考所提交论文均涉嫌抄袭，被
我判定为不及格。社会工作系党政联
席会决议可以‘破例’给予该同学‘第
二次补考’的机会，并且认同该同学
在‘第二次补考’时提交的依然涉嫌
抄袭的论文可以认定为 70分。教务
处亦认可此决议。”

王颖的微博连续爆料引发众多
网友的关注。大部分网友对王颖从严
要求学生论文的行为表示赞赏，称其
“捍卫学风与专业”，并对北京青年政
治学院的做法提出质疑。

社会工作史研究者彭秀良直呼
学校的行为“太不严肃了”，北京青年
政治学院社会工作系校外实训基
地———立德社会工作事务所的负责
人也在微博上表示：“联席会的这种
决议十分不合理。只要是抄袭的，不
管是第几次，都不能认定合格，还要
给予 70分，到底联席会负不负责？难
道北青政培养的人才就是通过抄袭
培养的人才吗？”《中国科学报》记者
了解到，多名王颖曾经教授过的学生
也纷纷力挺老师。一名同学表示，王
颖给自己作的毕业设计指导，让他学
到了很多东西，是他在北青政最受益
的一次实习，“严师出高徒”。他认为，
以前觉得王颖老师做什么事都较真，
在社工系的环境中有些格格不入，但
“现在希望社工系能多几个像您这样
的老师。现在的老师都太糊弄事了，
也让学生产生了‘差不多就得’的想
法，导致学生各方面能力都得不到提
升”。

教师称不能容忍学生抄袭

教师缘何对学生的论文如此严
格要求？11月 2日，《中国科学报》记
者联系到王颖本人。对于网上“罢课”
引发的争议，他显得很是谨慎，“现在
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很大。学校方面希
望我不要再多说什么”。
“其实没这么严重，这个学生就

算我的课没有过，也不会影响他毕
业。”对于外界质疑老师让学生“挂
科”是否会影响学生获得毕业证，王
颖表示自己很坦然，“我的这门课是
专业选修课。按照学校的要求，学生
要想毕业，大约需要拿满 18 个选修
学分。实际上根据我的了解，这个学
生选修的课程很多，不加上我的这
门课，这个孩子的学分也快 20 分
了。”

王颖说，自己这门课程选修的人
很多。当事人杨磊（化名）是去年 10
月份左右选择了他的课，到年底教授
的课程结束后，他要求每个学生交上
一份相关论文作为结业作业，自己再
根据内容进行打分。“实际上，我给每

个学生交作业的时间都很充裕。我在
第一堂课就已经布置好了考题，希望
学生在上课的过程中不断地思考、加
深认识。到课程结束，同学们随时都
可以交，我随时会查看并批复，觉得
不合格的就会说明原因，并把作业退
回去。学生们可以在修改后再反复地
交过来。”但遗憾的是，杨磊先后交给
他的三篇论文，都有严重的抄袭痕
迹。

“我给学生安排的题目比较独
特，学生基本上没的可抄，只能自己
作答”，王颖说，杨磊交上来的第一篇
论文最大的问题在于，其讲述的内容
和题目对不上，“一开始我只发现他
偏题了。后来一看，他写的东西完全
超乎他平时的水准”，王颖随后上网
查询，发现杨磊所交的论文在网上有
极为类似的版本，“不但抄袭，而且还
偏题，我当然不能给他过”。但论文打
回去后，杨磊并没有吸取教训，此后
交上来的论文，王颖通过各种严格的
论文搜索，均发现他的论文抄袭痕迹
严重，“应该说，他的问题是引用不规
范。就是说，他把别人的东西占为己
有，而且没有注明”。
王颖认为，自己并非针对个人，

而是严格按照基本学术规范的要求，
对杨磊的论文进行认真的审核，最终
判定他的行为构成抄袭，不打算让他
过。但是学校之后的态度却让人有些
意外。
“如果说老师没有说过什么是抄

袭，我在讲课的时候没有清楚地告诉
同学，什么样的论文才是规范的，什
么样的引用才是合理的，应该用页下
标还是用脚注，那就是我的失职。但
之前我已经讲过很多次，告诉过选修
这门课的同学，应该如何认真地写作
一篇论文。当然，每个人对论文的规
范标准的要求可能不一样，但既然你
选修的是我的课，你就应该按照我的
规则来写论文”，王颖表示，在自己已
经多次告知的情况下，杨磊还是交给
他抄袭的论文，委实让人感到不理
解。
“我不能说，我之前的学生中是

否也有人抄袭论文，但我可以说，在
老师对学术规范进行讲解之后，其他
学生都按照要求交来论文。当然，其
中一部分有涉嫌抄袭的论文，我会给
他们打回去，让他们重新规范。”王颖
这样表示。
《中国科学报》记者在北京青年

政治学院进行采访时，大部分同学对
于王颖的态度表示理解。一名同学当
场表示，虽然王颖平时独树一帜，但
他很敬佩这次老师对于学校的反击。
“虽然他很严格，但是他治学严谨的
态度值得尊敬。”

也有同学表示，原来对于社工系
的王老师不太了解，但经过这次的事
件之后，他也决定去选修王颖的课
程，“老师能这么严格要求，对学生来
说其实是好事，可以真正锻炼自己的
能力”。
但对于杨磊，同学们表示不太了

解，“好像今年毕业了，没什么接触”。

学术诚信问题蔓延大学各阶段

在经过王颖的抗争后，北京青年
政治学院终于改变了之前的态度。在
王颖的公开信引发广泛关注后，北京
青年政治学院表示高度重视此事，相
关部门迅速与王颖进行了友善、真
诚、富有建设性的沟通。校方表示，将
进一步改善系部建设，严格执行相关
制度，加强学风建设。至于当事同学
的考核，社会工作系会继续对该同学
进行正确的教育和引导，如果该同学
能够切实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并能够
就与考试论文要求论事的内容重新

写出自己独立思考的内容并达到及
格水准，任课老师、社会工作系和教
务处也不放弃给该同学补考通过的
机会。
这也意味着，北京青年政治学院

放弃了此前让杨磊直接以补考成绩
合格的打算，转而要求其重新进行补
考。王颖的要求终于得到部分满足。
对于校方的这一处理意见，王颖

向《中国科学报》记者表示，他对校方
的处理表示认可，也找到了和校方合
作性沟通的新渠道，以后不会使用罢
课这种对抗性的行动争取对话的空
间。他也将停止罢课行动。之前因为
罢教而没有及时批改的学术作业他
也会加班加点完成。他事实上的罢课
时间只有两天，而这两天他本来也没
有教学任务，所以不会对学术的授课
造成影响。

王颖还表示，此事已经告一段
落。涉嫌抄袭的学生必须反省自己的
错误，学校也会采纳他的合理化建议
完善各方面建设，教师和学校也愿意
本着教书育人的宗旨给予知错能改
的学生一次亡羊补牢的机会，希望他
自觉、自主地改过，“至于这次补考他
是否能过，就要看他这次的论文是否
有自己的思想。此外，就算补考通过，
他的分数也会注明是在补考后获得
成绩”。
“现在很多本科生的论文都涉嫌

抄袭，有些老师对此睁一只眼闭一只
眼，这种现象委实让人痛心”，王颖表
示，现在社会各界都在集中关注导
师、教授抄袭同行或者学生的论文，
对于大学生的学术不端行为却不够
关注。
实际上，对于选修课或者必修课

的论文不够专注，采取全部抄袭或部
分抄袭的行文试图蒙混过关的大学
生，在现在的大学校园屡见不鲜。这
些人不但有本科生、研究生，还有更
高层次的博士生。上海交通大学生命
科学技术学院教授乔中东就在科学
网博客这样描述了自己的经历：他刚
进入交大不久，接受了一名退休老教
授的生物学引论的选修课。“其初衷
是普及一下生物学的知识，对象都是
博士生，我个人认为，学生们通过大
腕们深入浅出的讲解，一定会学到些
什么。”
但让乔中东没有想到的是，在这

门课程即将结业时，竟然有学生作
弊。其中一个学生交来的作业竟然是
去年的，还有一个学生的论文标题下

写着自己的名字，英文摘要的署名竟
然是第二军医大学长海医院的几个
医生。虽然经过他的举报，作弊的学
生得到了处理。但乔中东仍然对此耿
耿于怀。最后，他为了杜绝学术作弊，
决定进行改革，采取让学生记课堂笔
记的方式，成绩就按照笔记给。“如果
不严格要求，个别博士研究生一样会
放纵自己。”乔中东这样写道。

学生缺乏学术诚信危害大

事实上，在王颖以罢教的方式表
达对于大学生学术不端的不满后，尽
管他获得了学校同事、学生和大部分
网友的支持，但也有一部分人对于王
颖的行为表示不理解。有网友表示，
不过是本科生的选修课论文，既不是
毕业论文，也不是研究生、博士生的
专题论文，老师不应该要求这么严
格，“大家平时不都是这么干的吗？好
多老师还不是都不管？”
面对这些质疑，王颖也坦承在目

前的大学教师圈里，的确有很多老师
对学术要求不严，对部分学生的抄袭
行为不加斥责，“实际上还有一个问
题，就是不同的老师对于抄袭的定义
不一样，他有自己的理解角度，所以
对一些抄袭不以为意”。但王颖坚持
认为，禁止本科生抄袭他人论文，是
对学术的基本要求，并不过分。
王颖回忆，自己在大学本科阶

段时，学校就开始实行班级导师制，
一个班配一个导师。导师主要负责
给班级的学生学术方面的引导、负
责他们班级的老师当时就给他们讲
明什么是学术规范。“我是非常讲究
规则的人，而不是破坏规则的，所以
我一直严格要求自己，尊重学术的
规范问题。我还会主动去了解国际
上通行的标准”，王颖说，他在本科
阶段已经形成了良好的学术规范，
读研的阶段导师要求也很严格的。
“所以我觉得在教师的岗位上，应该
像当年大一的学术导师一样，很好
地教导学生。”
王颖表示，做到论文规范写作，

其实是不难的：“即使引用，我们也主
动的标注，哪怕有些内容没有发表，
我们也应该公开注明，谁在研究。不
管国际国内制度和要求是否严格，我
们都应该严格要求自己。”
造成目前本科生抄袭成风的原

因是什么？对此，王颖觉得，第一个原
因是学生在本科或者研究生阶段受

到的学术训练不够。“你要求他做独
立的思考，但是他训练得不够。”还有
一个原因，是整个教育体制对于学生
独立思考训练得不够，“很多学生从
中学开始就只知道背书，很多老师也
没有一个严格的要求”。当然，目前学
校们检测学生作弊的方法还不够完
善也是重要原因。目前还有一个统一
的数据库把学生的论文归进来，供各
大高校查询。“当然现在有类似的论
文系统，但是光依靠这个系统还是不
够的。它可能会成为学校逃避责任的
一个借口。所以还是需要学校加大力
度。”

王颖还觉得，造成抄袭成风的深
层次原因还有文化原因和教育环境
的原因。
“中国人向来规则意识不强，凡

事都讲人情”，王颖表示，这导致很多
学生挂科之后，不是反思自己是否论
文有问题，而是会觉得自己是否得罪
了老师。在教育环境方面，目前的大
学阶段有一种“一手交钱，一手交学
历”的恶习。“学校层面我收到钱了，
我也没有必要加大力度去管学生。对
于自己的责任管理得比较少。没有想
到这些不合格的学生到社会上会带
来什么危害。还有，抄袭多少算抄？没
有明确的规定。有些老师会觉得，抄
得少一点就算了。其实抄袭一点也是
抄袭。但有些老师不这么想。”王颖
说。

王颖认为，任何办法不会有立竿
见影的方法，要杜绝本科生抄袭的现
象，树立科研诚信，应该是教育者采
取潜移默化的方式进行教育。“比方
说教师在上课的时候进行知识的灌
输，培养他们的独立思考能力。第二
个要加强学生的学术训练，而且要提
高教学的质量，如果提高了他的能
力，他可以出成绩，学生就不需要抄
袭。”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王争艳对王
颖的观点也表示支持。她向《中国科
学报》记者表示，本科生论文抄袭泛
滥，确实是一个值得重视的问题，“我
们求学的时候也存在抄袭，但那是极
少数，而且大家都把抄袭当成耻辱。
但是现在，好像很多大学生觉得抄袭
是很正常的事情”。她认为，要想彻底
解决这一问题，需要整个社会作出努
力，“实际上学生的这种心态，来自社
会上各种不良风气的影响。重建社会
的道德体系，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
观，势在必行”。

从论文抄袭到学术不端
———教师罢教折射大学生科学伦理道德缺失

姻本报记者 彭科峰

本科生抄袭？事情说大不大，说小
不小。有很多人甚至会不以为然，“我
将来又不搞科研，那么讲学术规范干
什么？”其实不然，千里之堤，溃于蚁
穴。本科生的论文规范看似是一件小
事，实际上却是影响科研诚信、影响学
术创新的一件大事。试想一下，如果一
个抄袭成风的人日后混进博士生队伍
最后侥幸毕业，他从事科研会不会坚
持认真的态度呢？如果科研和教育行
业都充斥着这样的人，那么谁来承担
科研创新的重任呢？

单纯从王颖这件事来说，我个人
是赞同并欣赏的。偷东西是偷，偷别人
的观点也是偷。按照王颖的说法，论文
抄袭对于民族的危害极大，因为它阻
碍了我们独立思考的能力。而独立思
考对于科研人员乃至政府管理者来
说，都有深远的意义。

回顾一下今年科教界的新闻，诸
如不讲科研诚信、肆意造假的行为屡
见不鲜。青年千人陆骏科研成果造假，
厦门大学教授傅瑾简历造假……不妨
大胆揣测，这些造假者在本科阶段很

有可能也是论文抄袭高手。他们在学
术的早期阶段屡屡造假得手，才有侥
幸成名之后的胆大包天。正因如此，重
视本科生论文抄袭事件，将科研诚信
的关口进一步前移，在关注博士生、教
授的造假行为的同时加强对于本科生
论文的监管，有着积极而现实的意义。

窃以为，在本科阶段，有关部门应
该更加注重规则的教育，让学生树立
规则的意识，净化我们的学术环境。另
外，学术规范的教育越早开展越好，要
让学生明确什么样的论文才是合乎规

范的论文，为他们未来的科学研究打
下坚实的基础。另外，与之配套的惩罚
措施也必不可少，要让屡教不改的造
假者得到应有的处罚，让规则产生相
应的威慑力。自律和他律并举，才是杜
绝论文抄袭之风的唯一途径。

科研无小事，学术诚信更无小事。
就其本质，本科生论文抄袭和院士造
假二者并无差别。唯有把好人才培养
的基础关，未来才会涌现出更多的创
新人才。纠正本科生的学术不端之风，
应当得到全社会的重视。

观点观点

要将科研诚信的关口进一步前移

记者手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