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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女博士的 望
本报记者袁一雪

“我的努力逐渐失去了效力……”在第 34
个教师节，一位普通的大学教师在博客里直言
他的“困境”，这甚至让他感受到了职业生涯的
一种失败。更让人遗憾的是，留言参与讨论的许
多老师或多或少都有相类似的体会———对学生
的教学无力。

这些教师并不是只管传授知识而忽视育人
工作的那一类，他们恰恰是真心喜欢这份职业，
有耐心和责任心，愿意花时间教导、督促、感化
学生的老师，才会对学生在大学学业中表现出
的“铜墙铁壁”般的冷淡感到可惜。他们担忧学
生在大学校园的几年时光，无法真正得到知识
和能力的回报，未来遇到现实的考验会让他们

付出昂贵的代价。
更让这位教师博主感到无奈的是，大学时

期是一个个体的思维日渐成熟、自我意识强势
觉醒的阶段，他意识到“学生们并不是不知道自
己在干什么，需要什么。他们自己知道，并且他
们会坚持自己。正因为如此，我们的了解和说教
都变成了无效的”。

这绝不是少数大学教师的庸人自扰。高考
选拔的精英人才在学习能力和主动性方面也许
不存在问题，他们对知识的渴求强烈，对未来的
目标明确，个体自律性也很强。但正如这位博主
所说，国内本科生中的大多数就只在普通城市
普通大学的普通老师手里。他们的学习态度，才

代表了更广大的学生群体。如何影响学生群体
中的大多数，这些教师的责任重大。

常见的观点认为，学生的学习态度主要
取决于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这的确是教师
自身需要提高的能力建设问题。不过，大学生
对知识的淡漠，学习活力的缺失，已经影响到
学生群体人生价值体系的构建，这就并不单
单是教学问题，而是“育人”的困境了。其实，
这个困境的“因”，从基础教育阶段就已经种
下了。

一直以来，功利主义的育人目标让许多学
生的心态从一开始就是被动的，他们少有机会
去体会教育应有的功能。教育最终要让学生们

懂得，获取知识到底是为了什么？学习生涯的完
整过程究竟可以帮助我们在未来成为一个什么
样的人？

如果他们在漫长的校园时光中，能逐渐理
解并且相信，学习是出于人类的好奇心，是为了
让我们拥有开阔的眼界，辨析世界的能力，包容
新奇的心胸，是用来丰富生命的底色，帮助找寻
人生价值的。那么，学业就不容易成为一种负
担，对知识的追求就不会得不到应有的尊重，也
不至于当学生到了相对宽松的大学环境，只想
要尽快逃离和摆脱它。

可见，我们对于“教育”的践行偏差，最终还
是由学生和教师一同承担了苦果。

大学教师的努力为何失去了效力
胡珉琦

周末聊吧

不久前，科学网一篇关于“女博

士的生育困境”的博文引起广泛关
注，尤其引发许多立志成为科学家的

女博士的共鸣和讨论。
职业成功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

一个重要支柱，女性结婚生育更是人
生和人类社会发展、繁衍生息的根本

保证，也是绝大多数女人的愿望和必
然选择。那么，作为女博士研究生，如

何规划自己的人生？如何处理事业和

生育的问题？

科学网博主李晓姣没有想到，自己发表的一
篇名为《女博士的生育困境 为什么我不愿生二
胎》的文章会引来那么多人的关注。

将自己在读博期间的生育经历分享出来，完
全是李晓姣一时兴起的决定。“那几天正逢网上
关于‘全面二胎’‘生育基金’‘丁克税’等消息铺
天盖地，而很多网民都表态不生育。我对于那些
文章中的一些说法有些不太赞同，就以自己读博
期间生育遇到的事情为例，想作为生育大讨论的
一个样本。”李晓姣告诉《中国科学报》记者。

一石激起千层浪

在博文中，李晓姣写道，自己终于在 28 岁时
考上了博士，但在博士开始的第一年“突然开始
有了很难抑制的生育焦虑”，或许是因为周围的
同龄人都开始怀孕生子，或许是觉得自己年纪到
了，该生了，总之在 2013 年，她开始了生育计划。
在与导师沟通后，她开始了“半公开半地下”的怀
孕历程。在文献与网红剧的纠结中，李晓姣度过
了十个月的孕期，四个月产假后，她就“屁滚尿流
地自愿赶回学校”。

今年，她终于要毕业了。但她写道：“看起来
也许要苦尽甘来了吧。而现在，我已经 34 岁了。
一位老师说，学业重要，生孩子也重要。生个孩子
相当于 3 篇 SCI。就是不知道在找工作时，能不
能按照换算后的论文量写简历呢？”

这篇文章发出后，一石激起千层浪。两日后，
李晓姣更新了博客，发表了《女博士的生育困境
2·我在诉求什么？》，文中对第一篇博文评论区
中的回复进行了整理。她发现，没有生育甚至连
男友也没时间交往的女性，抱怨论调多为：“对博
士来说难道不是一胎都是奢侈吗？”“对女博士来
说难道不是对象都是奢侈的吗？”“很多医院都是
规定怀孕要排队，没轮到你就不能怀。”这样的回
复让李晓姣意识到，如果连“该不该生”还没达成
共识，谈论女博士生育中的问题就言之过早了。

另一部分有相似经历的共情者，回复则令人
心酸。

CYZ：收到博士录取通知书的同时，医院检
查确定怀孕。博士读了五年半，一边工作，一边带
孩子，一边读博士，情绪崩溃无数次，时刻觉得自
己要猝死。答辩当天，秘书宣布同意授予学位的
瞬间，我在答辩台上泪如雨下。五年的奔波和痛
苦折磨，无法向人明说。

A：化工的女博士还要考虑避免有毒试剂
侵害身体，还指望备孕期不接触那些毒物，可
在这之前还要拼命完成科研任务以保证如期

毕业……掐指一算，留给自己做实验的时间已经
不多了，是否该早早滚回实验室了？此外，我已经
可以想象自己怀孕后担心自己肚里宝宝会不会
受化学品危害的心情了……哎！好多无奈。

YY. Du：不光是女博士，女博后生娃也是战
战兢兢，羡慕那些可以正大光明怀孕休产假的工
作。那些孕期出差，熬夜改论文的痛苦都经历过，
哺乳期出差背奶也是难忘的经历，做了妈妈就要
内心强大。

李晓姣甚至还收到另一位博主的私信，要求
她帮忙删除博客下面的评论内容，因为怕实名后
的言论被导师看到。

有人问李晓姣：“你为什么不休学？”对此，她
查阅了高校的相关规定，但是并没有对于女性攻
读博士期间生育问题的说明。比如，在高校的休
学条款中，并没有“因怀孕休学”“因生产休学”这
样的字样。于是，如何处理学习中的怀孕事件就
成为导师与学生之间协商的问题。

不仅如此，李晓姣认为，女博士生育之困绕
不出的一个尴尬就是，博士生“既不是纯粹的学
生，也不是独立的科研工作者”。社会与高校对待
博士生也是双重标准，既认为科研工作与其他工
作是平等的，又不承认博士生的地位。她坦言，在
讨论类似问题的时候，基本上就像是“我跟你讲
道理，你跟我谈情怀”。比如有的女博士生表示自
己也是科研工作的劳动者，应该参考职场女职工
的产假和补贴时，有些人就会立刻反驳道，博士
生只是学生，没有交保险，所以也没有补贴；反
之，当女博士生存在特殊的生育困境时，不仅女
博士生，而且女科研工作者和其他职场的女性劳
动者都一样，大家面临一样的职场生育难题。

面对种种无奈，李晓姣在第三篇博文《女博
士的生育困境 3·终章 群像》一开始就写道：女科
学家都去哪儿了？我不知道。不过这里有很多原
本立志于做科学家的女博士们，在生育这件小事
前苦苦挣扎，狼狈不堪。

导师的无奈

生育这件“小”事，虽然看起来只是夫妻双方
的私事，但是将其放在社会背景下，这件私密

“小”事就与导师的利益也密切相关起来。南京林
业大学森林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李明阳就在接
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表示：“网络上脱离国家
政策与高校政策，只谈女博士生生育是不客观
的。”因为一些国外的院校有着一系列关于生育
的福利，但目前国内却不完善。

在国内，一些高校会对导师有绩效考核，对

其所带博士生的论文数量进行规定，当学生在规
定时间没有完成规定数量的科研绩效时，就需要
导师替代，也就是由导师写论文弥补缺口。再比
如，有些专业的博士生导师一次只能招一名博士
生，直到这名博士生毕业后才能招收下一名；导
师同时还要负担学生的一部分补贴。这些硬性的
要求横亘在导师与学生之间。因此，当学生因为
生育而霸占了科研的时间，拖延论文发表时间、
毕业时间时，导师心中的焦急溢于言表。而且，一
些理工专业需要做实验，但是实验过程中接触的
试剂等对孕妇本身也有影响。

除了学业的问题，有些学校对博士研究生
参加国内外大型会议的次数也作了要求，参会
的费用则由导师承担，有些学校积极鼓励博士
生毕业需要留学经历。不论是科学研究过程还
是参会、留学等，都需要投入大量的精力与时
间，这与同样花费精力与时间的生育似乎无法
和谐共处。

北京大学信息科学技术学院教授张海霞也
在接受《中国科学报》采访时坦言，现在读博士的
压力很大，想拿到货真价实的学位需要付出更多
的努力，甚至 100%地投入还不够。导师要对学生
的科研负责，只有达标的学生才能毕业，否则就
是对所有学生不负责任，跟导师的个人信誉和科
研声誉以及学校的学术声誉有关，跟具体的科研
成果无关。

“我个人认为，拿学位是一件非常严肃的事，
不付出足够的时间和精力是无法达到一个合格
博士的毕业标准的。全力以赴读博士跟生育孩子
这事之间确实有一定的冲突，不建议读博士期间
生育，除非跟导师沟通好，做好延期毕业和拿不
到学位等思想准备。读博士前或者读博士后生孩
子都是比较好的选择。”张海霞表示。

鱼与熊掌如何兼得

而作为一名已经成为母亲的博士生导师，张
海霞站在科学研究角度的同时，也呼吁更多人理
解女性结婚生子的过程，她在博客中写道：职业
成功是人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重要支柱，女性结
婚生娃更是人生和人类社会发展、繁衍生息的根
本保证，也是绝大多数女人和家庭的正常和必然
选择。但是作为博士生，尤其是女博士研究生，需
要规划自己的人生，鱼与熊掌很难兼得。

张海霞本人就是在博士后期间生的孩子。
“我怀孕期间一直上班到最后一个礼拜，直到生
产的前两天还在办公室上班。孩子出生后一个月
就又回到了工作岗位，博士后出站工作成绩也是

达到了优秀。”在她眼中，养孩子和工作都是责
任，都要做好。即便有时工作付出比别人多也从
不抱怨，养娃的时候也尽心尽力，“每天 15 个小
时以上的工作时间就是做好工作的保证，每周跟
孩子在一起谈心就是养娃的保证”。

但经历了“鸡飞狗跳”的李晓姣也并不后悔
自己当初的选择：“我享受推导公式和解决问题
的过程，更期待遇到困难时遍寻文献发现宝藏的
惊喜，以及与科学前辈不谋而合时的惬意。而孩
子的到来虽然令我经历了各种意料不到的事情，
但他也让我拥有了更为健康规律的生活习惯，拥
有了人生的另一个维度，让我不愿轻言放弃，让
我更愿意多思考。我甚至由于‘重视家长教育’，
当选了幼儿园的家长代表，真的很自豪。”

兼顾事业家庭不易，张海霞同时提醒，女博
士有了生育打算必须要提前征求导师的意见，意
外怀孕等事后的表述会让事情变得更被动。“总
有人抱怨女博士受到歧视，我认为，客观地说，一
些女性的做法会令人对整个女博士群体心生歧
视，因为不会有单位愿意接受一个不产生效益、
不达标的员工，也没有一个正常的导师愿意放水
给不合格学生学位。一次不情愿的录用，可能就
会影响整个群体。”

北京大学人口所教授穆光宗在接受《中国科
学报》采访时则表示，对高龄女博士来说，她们首
先是女人，做母亲是她们的天赋人权，生育权是
基本人权，怀孕的想法和生育的打算应该得到社
会的尊重，但也应该尽量避免与科研的冲突，平
衡好学业和生育、生活与工作等诸多关系。毕竟
对博士生这个角色来说，学业和科研是第一位
的；当然对人生而言，角色是多重的，所以需要协
调好。在时间、精力和能力有限的情况下，角色的
单一化而不是多重化可能是更明智的选择。

不过，在求学期间就结婚生子的女性少之
又少。但穆光宗也建议，兼顾学业与生育的上
策是错时进行，上学和生育分开，该上学时就
上学，该生育时就生育。或者部分叠加，譬如，
上学时怀孕毕业后生产。中策是上学和生育并
行不悖，怀孕初可以继续上学，后期则可以暂
时休学保留学籍，等合适时候返校完成学业。
下策是人工流产。

而就国家而言，在面对一些高知女性、职业
女性和成功女性较低的生育意愿时，虽无法单独
出台权益保障政策，但可以为适龄女性出台类似
生育补贴、休产假等政策和法规，也可以借鉴北
欧一些国家给妻子休产假的同时丈夫也休产假
的很好的做法，目的是让丈夫回家陪伴妻子，共
同照顾婴儿，有利于减轻母亲的压力。

郭刚制图

多国专家共商全球生态安全

在 9 月 13 日开幕的 2018 长白山国际生态
会议上，来自世界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700 余
位政府人士、保护组织代表、专家学者和企业家
纷纷表示，世界各国应加强在全球生态安全领
域的交流互鉴和务实合作。

在为期 3 天的会议里，世界各地自然保
护区的代表和生态保护相关领域专家将就

“自然保护地是人类安全底线”“山水林田湖
草是生命共同体”“世界遗产保护与发展新机
遇”“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之生态小镇实践”等
专题展开深入讨论，分享成功经验并协商开
展国际合作。会上，吉林省长白山国家级自然
保护区与贵州省梵净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
意大利内布罗蒂自然公园、意大利公园委员
会国际公园中心、肯尼亚马赛马拉国家级保
护区签署了合作谅解备忘录。

据悉，长白山国际生态会议自 2013 年以
来已成功举办 3 届。

两艘海洋渔业综合科学调查船下水

9 月 12 日，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两艘
3000 吨级海洋渔业综合科学调查船“蓝海
101”“蓝海 201”在沪东中华造船（集团）有限
公司正式下水。这标志着我国最大的两艘海
洋渔业综合科考船主体建造完成，进入舾装
阶段，不久后将以优良的船舶性能和强大的
科考功能服务海洋渔业资源调查。

据了解，此次建造的 3000 吨级海洋渔业
综合科学调查船，适航性和耐波性较好。建成
后将可满足无限航区和南北两极（除冰区以
外）海域的航行要求，技术水平和调查能力达
到国内领先、国际先进水平，具备海洋渔业资
源、水文、物理、化学、声学、遥感等综合要素
的同步探测、分析和处理能力，具备考察数据
采集、样品取样和现场分析能力，能够开展渔
业资源调查评估、渔业生态环境监测评价、渔
业卫星遥感应用等科学研究任务。

数据显示太湖湖泊物理环境变化

据中科院南京地理与湖泊研究所透露，
由该所研究员张运林等组成的科研团队，新
近对 1992 年至 2016 年间太湖湖泊生态系统
的长期定位观测数据进行了系统研究。研究
发现，25 年里，太湖湖泊物理环境发生了显著
变化：气温、水温和水位显著上升，而风速和
透明度则显著下降，这对未来太湖环境治理
具有重要指导意义。

张运林说，太湖物理环境的这些变化促进
蓝藻生长和漂浮堆积，部分抵消了太湖流域过
去 10 年控源截污对蓝藻水华的控制作用。这也
意味着，未来太湖环保治理的难度进一步加大，
流域上控源截污需要标准更严、坚持更久，才能
产生显著效应。相关研究成果已于近日发表在
水资源领域权威期刊《水资源研究》上。

美药管局严控青少年使用电子烟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 9 月 12 日宣布一
系列严格控制电子烟销售的措施，特别是受青
少年青睐的“香型”电子烟，以遏制其在美国青
少年中使用泛滥的状况。

数据显示，2017 年美国超过 200 万名初高
中学生使用电子烟。美药管局局长斯科特·戈特
利布发表声明说，美药管局已向电子烟零售商
开出 1300 多份警告信和罚单，还要求美国 5 家
主要电子烟生产商必须在 60 天内提交有关阻
止青少年获得电子烟的“强有力”方案。

世界卫生组织曾发布报告称，没有充足证
据表明电子烟有助戒烟，吸烟者只有完全戒除
尼古丁，才能最大程度受益。 （周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