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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伴随着我国高等教育
事业的快速发展和“双一流”建设
的全面铺开，国外科睿唯安、爱思
唯尔和施普林格等期刊集团旗下
的数据库也加大了向我国推出各
种期刊论文指数（定量指标数据）
的力度。客观上，诸如 SCI、ESI、高
被引论文等相关期刊论文指标数
据，与对于学者个人的学术评价、
各种大学和学科排行榜、政府重点
建设项目的遴选标准以及国家对
高校经费投入多少等紧密相关。面
对如此现实，也难怪学校要“拼了
命”地追求这些期刊论文指数了。

然而，正如科睿唯安公司创始
人、“SCI之父”加菲尔德博士生前
所言，“永远要记住 SCI的主要功
能是用于检索的”。遗憾的是，国人
在还没有完全搞明白这些期刊论
文指数基本内涵的情况下，却正在
自觉或不自觉地被这些指数“带
偏”了。盲目追捧这些指数，将会把
中国教育科研引入不堪境地。其中
最主要的问题有：

第一，目标偏离。一旦西方期
刊论文指数被视为反映高校办学
质量的绝对标准，学校教育科研的
业绩目标无疑就会异化为发表 SCI
论文，因为构成这些指数的“原材
料”就是 SCI论文。这里暂且撇开
高校还要承担人才培养、社会服务
等职能不谈，单就科学研究而言，
SCI论文不能简单地与科研成果画
等号，顶级 SCI论文（高影响因子、
高被引）也不能简单与顶级科研成
果画等号。道理很明显，即使是被
国人奉为三大国际顶级期刊（简称
“顶刊”）的《自然》《科学》《细胞》，也
不能保证刊登在上面的文章就一
定是“货真价实”的科研成果，“顶
刊”也不时会有“撤稿”现象就是一
个很好的佐证。

此外，不少 SCI期刊的评审是
刚从学校毕业的博士甚至更低专
业资质的人士，由他们来决定学术
论文的价值本就荒唐。前不久在上
海举办的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上，
2013年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得
主兰迪·谢克曼开门见山指出：“由
期刊影响因子来评价我们作为科
学者的工作，这可以说是一种扭曲
现象。”而 2019年获得诺贝尔生理
学或医学奖的威廉·凯林早在 2017
年就在《自然》上发文，批评当下论
文数据“华而不实”，指出论文越来
越像稻草堆砌的“豪宅”，而不是坚
固的“砖房”。说这些，只是想说明国
人不该一厢情愿地神化 SCI论文
（高影响因子、高被引），高校和科研
院所更不该为了把期刊论文指数
“做上去”而把全员工作业绩目标
都定位在唯 SCI期刊论文上。

第二，决策失误。毋庸讳言，
ESI是目前国内反映学科水平的一
个“炙手可热”的指标，客观上，政府
教育主管部门往往把它作为监测
高校学科发展的主要指标，同时
ESI也成为国家对高校教育资源配
置的一个主要依据。那么，ESI指数
究竟是什么？说得通俗点，就是各
学科 SCI论文各种“被引”情况的
综合排名。表面上看，ESI是纯粹数
据统计，从中体现的论文学术贡献
度相对客观、公正，但事实并非如
此。这里姑且不讨论“高被引”论文
是否一定代表高水平学术成果，单
从 ESI的 22个学科分类看，很明显
各学科口径大小十分悬殊，像工程
学、社会科学的学科口径要远大于
诸如生物学与生物化学、分子生物
学与遗传学的口径，进一步溯源，
ESI是美国汤森路透与医疗集团联
合研发而成，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
ESI中的医学、生物学等学科分类
较细的原委了。

事实上，SCI收录期刊的学科
分布也相当不均衡，由此就直接导
致了 ESI、SCI数据对某些类别学

科很有利、对某些
类别学科很不利。
说到底，不同学科
的 ESI、SCI数据无
可比性，有些仅仅
因 ESI指数出色而
设置或扩招的学科
专业，除了教师拥
有发表 SCI 论文
的长处，学生又能
从中学到多少有用
的东西呢？难怪坊
间流行把生物、化
学、环境、材料（简
称“生化环材”）并
称为最“坑”学生的
四大专业，其实明
眼人都清楚这是盲
目依赖 ESI学科排
名的不良后果。

第三、失去定
力。国内学界对西
方期刊论文指数的
强烈敏感让不少教
育科研机构随着指
数更新的周期，长
则一年、短则两月
就会产生一次“高
潮”。继 SCI、ESI等
论文指数之后，近
年又冒出一个“自
然指数”，这个对全
球教育科研机构一
年时间内在 82本
指定期刊上（生命
科学、物理学、化
学、地球与环境科
学四个学科领域）
发表论文数量简单
汇总的论文指数，
其片面性和局限性
显而易见，然而，却
依然能在国内学界
成为“新宠”，足见
国内学界对这些期
刊论文指数的盲目
推崇程度。其实国
内教育科研机构管
理者也未必不清楚
这些论文指数的科
学性不高，但在强
大的“指数效应”面
前，高校和科研院
所较少有“坐怀不
乱”的。于是乎，各
种类似高校“SCI、
ESI指数大幅度上升”、“ESI进入全
球 1%、1‰、1酃学科”的报喜信息此
起彼伏，各种庆功、奖励也热闹非
凡，而这背后是教育科研机构着力
把指数“做上去”的各种“攻略”以及
大量国家科研经费的投入。

当这些频出的西方期刊论文
指数明里暗里成为中国教育科研
评价的标杆时，不少学者迫于组织
绩效目标的压力，难以保持学者应
有的学术信仰和追求，自觉或不自
觉地追求“短平快”的科研活动、转
向适合发表 SCI期刊的研究领域、
迎合期刊编审“口味”而玩弄概念
和词藻，甚至还有以不法手段来发
文的行为。如此换来的指数上升，
背离了教育科研初衷，更拖了教育
科研的后腿。

需要说明的是，本文不否认西
方期刊论文指数在对某些学科领
域论文统计、分析和评价上的独到
作用，把它们作为一定的科研参量
未尝不可。本文强调中国教育科研
不能落入西方期刊论文指数之
“坑”，是指不能把西方期刊论文指
数作为衡量国内教育科研个人和
集体成果的绝对指标，也不能把追
求指数上升作为教育科研机构的
唯一或主要绩效目标。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大
学评价指标研究”（编号 BI-
AI60125）资助。

“你适合什么工作？”刘鑫点开了一个
网络心理测试。

几分钟后，结果出来了：“专注力较好，
适合做研究类工作。”

刘鑫心跳得有点快。她虽不是个迷信
网络测试的姑娘，可 2013年的这个下午，
这个测试却让她做出了一个重要的选择。

2013年，刘鑫闯过高考的独木桥，走
进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入学时，她收
到了一本小册子，介绍的是一个由河北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和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
所刚刚启动的本科生联合培养项目，名叫
“星辰班”。这个班招的是最优秀的学生，
加入意味着自己比其他同学更早地开启
科研生涯。

报不报？她有点儿纠结。如果报，她将
成为星辰班的第一批“小白鼠”。如果不报，
将坐失良机。

盯着屏幕的测试结果，她心里有数了。

不一样的大学生活

就在刘鑫做出“报名”决定的那一刻，
在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她做出同样
决定的学生共有 160多名。

最终，学院根据成绩排名和报名情况，
在这 160多人中初选出了 50多名候选人。
之后，中科院动物所组织专家组前往河北大
学进行复选，根据候选学生的书面个人陈
述、现场答辩表现综合打分，确定终选者。

经过层层选拔，刘鑫和其他 28位同学
成为星辰班的第一批学生。

进入星辰班之后，刘鑫的宿舍换了。她
的室友都是星辰班的学生。学校之所以把
星辰班的学生安排在一起，是因为接下来
的四年，这些学生将体验一种与众不同的
大学生涯。
“与众不同”最直观地体现在课业压

力上。原本四年修完的基础理论课，他们
两年半就要修完，之后的一年半，他们的
课堂将从保定挪到位于北京的中科院动
物所。学校将这种教学模式称为“2.5+1.
5”两段式培养。

在河北大学学习的两年半里，星辰班
的学生要比其他学生忙得多。每周六，他们
要参加中科院动物所老师们在河北大学主
讲的系列前沿讲座，了解学科领域前沿进
展和专业课内容。

及至大三的上半学期，刘鑫和星辰班
的同学收到了一个通知———选导师。

这是为即将在中科院动物所开始的科
研实践做准备。考虑到学生科研兴趣及课
题组接受意愿，河北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和
中科院动物所启动了“师生互选”工作，先
由学生填报第一轮志愿，确定前往的重点
实验室，接着，动物所确定导师名单，之后
学生填报第二轮志愿，最终确定“师生互
选”名单。

刘鑫选了动物所副研究员王柳作为自
己接下来一年半学习的导师，主攻临床级
干细胞研发及应用研究。

“一年半，他们就很有范儿了”

2016年一开春，第一批星辰班的学生
走进了中科院动物所。

陌生的城市、新鲜的面孔、敞亮的实验
室，他们就像洄游的小鱼第一次游进大海
一样，兴奋、紧张又有些迷茫。从保定到北
京，不到 200公里，但对于星辰班的本科生
来说，却像是到了另一个世界。
“在学校，只要好好上课、好好看书、好

好做题，就能拿到好成绩，但是，做科研并
不是这样。”刘鑫感慨。

在研究组里，星辰班的学生们在导师
的安排下，与师兄师姐交流，熟悉实验室仪
器设备和流程，了解研究组的科研文化、规
矩和传统，学习查阅文献，了解领域前沿和
研究组里师兄师姐们正在开展的研究课题
……总之，本科还没毕业的他们，不仅要参
加研究所的相关课程，还要参加研究组的
所有学术和非学术的活动。

大学的气息淡了，他们切身体会到科
研氛围是怎样的———没有周末双休，没有
白天黑夜，读文献、做实验、录数据。这种
体验也让他们明显地感受到一种压
力———“比你优秀的人比你还努力”。

每周一次，星辰班的学生们被要求和
博士、博士生、硕士生，以及研究员、副研究
员们一起开组会，不仅要参与讨论，还要在
组会上作报告。

刚进研究组的时候，刘鑫惶恐得很，
“组会讨论以英文为主，一开始我连语言都
有障碍”。

这种压力，刘鑫的同学、第一届星辰班
班长杨炳琰也有同感，“听不懂大家在讨论
什么，稍微一走神就跟不上”。

在导师和师兄师姐们的手把手教学
下，大多数星辰班的学生们用一两个月时
间，就适应了科研节奏。

作为星辰班导师，中科院动物所研究
员王德华对这批学生的到来感到欣喜：
“他们给研究所带来了一些新的生气。”

2017年 5月，首届 2013级生命科学

星辰班本科生学位论文答辩会在动物所举
行。答辩专家小组由来自动物所和河北大
学生命科学学院的 8至 9名专家组成，王
德华是专家组成员之一。

王德华参加的答辩组共有 15位学生。
答辩时，5分钟用来汇报，5分钟用来提问。
让他意外的是，这批本科生的答辩效果出
奇的好。从答辩中他看到，学生们大多是在
每个研究组研究方向的基础上，选定小课
题，或一个课题中的一部分。研究过程中，
他们阅读了一定量的文献，对研究背景和
课题意义有一定了解，能够提出科学问题，
提出科学假说，进行相关的实验设计，做实
验，获得数据，然后用统计方法分析数据，
做成图表，最后进行论文写作。
“从学生们交上来的毕业论文看，有模

有样、内容齐全、撰写规范。各个方面都是
从零开始、从头学起。只有一年半的时间，
他们就很有范儿了。”王德华感慨。

最终，刘鑫、杨炳琰等 29名学生均顺利
通过学位论文答辩，获得良好的答辩成绩，
其中 11位学生以出色的演讲、丰硕的科研
成果以及敏捷的思辨能力，获得“优秀”。

回忆起过去的四年大学生涯，杨炳琰
感慨：“这个过程很值得，我们提前感受了
科研氛围，提前了解到未来的研究生生活
是什么状态，也有机会提前决定是否要在
科研的道路上继续走下去。”

一年半的科研实践，让杨炳琰和刘鑫
爱上了动物所。第一批星辰班的 29名学生
中，有 23人考上了清华等顶尖大学和研究
所的研究生，其中，杨炳琰、刘鑫等 8名学
生成为动物所的研究生。

两处苦恼 一份协议

回到最初，2013年，就在刘鑫从小册子
上了解到星辰班时，这个特殊的班级还只
停留在纸面上。但当时的她不知道，这个班
的诞生，源于学校和科研院所更深远的谋
划。

就在第一批星辰班学生进入河北大学
的前一年，中科院动物所分管教育工作的
副所长乔格侠，带着研究生部主任和招生
工作主管来到了河北大学，向学校提出了
一项合作意愿———联合培养本科生。

这不是一时冲动。2012年 8月 29日，

乔格侠刚上任中科院动物所副所长后不
久，就代表动物所参加了中科院“科教结合
协同育人行动计划”的启动仪式。而这次仪
式得到了时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
委员刘延东的重视。
“实施‘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

划’，使高校育人传统和学科门类齐全与
科研院所丰富的科研资源和高水平科研
队伍优势互补，这是改革人才培养体制、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的积极探索……”刘延
东在启动仪式上说。

几乎就在同时，远在保定的河北大学
生命科学学院，正经历着一场转型———由
教学型向科研教学型转变。

当时，作为生命科学学院首任院长，任
国栋在与乔格侠的交流中感受到，中科院
的“科教结合协同育人行动计划”与学院的
转型思路不谋而合。

开发利用各种优势社会资源的强烈意
愿，和创建一流学科、一流学院的强烈追
求，让任国栋产生了“合作”的念头。在与乔
格侠反复沟通合作细节后，任国栋向乔格
侠发出了见面邀请。

2012年 9月，在中科院动物所时任所
长、中科院院士康乐的支持下，乔格侠一行
来到河北大学，双方签下《“科教结合协同
育人”协议书》。可以说，这份协议是在河北
大学与动物所尝试解决各自发展难题的过
程中诞生的。

对于动物所来说，优质研究生生源一
直难求。由于很多大学都愿意把优质生源
留在本校，动物所一直很难找到最优秀的
应届毕业生。合作则意味着动物所可以把
人才培养的链条延伸到本科阶段，把吸引
优秀生源的时间向前推。

之所以想到与河北大学合作，是因为
“动物所和河北大学一直有着良好的合作
基础”。康乐说，“从动物所的招生工作中，
我们发现河北大学本科生素质很好，是不
错的生源。”

对于河北大学来说，这份协议的分量
更重。

一直以来，河北大学虽地处京津冀腹
地，又冠有“河北省唯一的综合性大学”之
誉，却“命途多舛”。历史上，它曾在五次更
名、四次搬迁中元气大伤。进入新世纪以
来，它又因未能进入国家“211工程”建设序

列而错失发展机遇。
一些教育评论类文章提及河北大学，

时常扼腕：“有一批大学不是‘985工程’，也
不是‘211工程’，但是每年录取分数线都不
低，得到了社会大众的普遍认可；且无一例
外都有着不菲的成绩和足够的实力。河北
大学就属此列。”

与中科院动物所的合作，意味着河北
大学能够把课堂搬进科技国家队的实验
室，借助京津冀地区最前沿的科研资源和
力量，提升自身科研实力和人才培养能力。
因此，动物所提出的合作意向，很快得到了
河北大学校领导的积极反馈。
“双方联合办学是河北大学办学历史

上的一个创举，它冲破闭门办学的传统思
维和办学定式，在全国高校学科建设和人
才培养千帆竞发、百舸争流之中独辟蹊
径、独立潮头。地方高校与国家一流科研
机构联合办学是我们思想观念的一次大
解放，是创建一流学院和一流学科的大手
笔，这在河北省没有，在全国也很少有。”
任国栋说。

双方各自的“苦恼”使得这份协议签得
十分顺畅。之后，河北大学与动物所的联系
越发密切，半年里，双方就学生遴选、培养
方案、学生管理等联合培养的诸多细节做
了一次又一次的沟通。

2013年 3月，就在刘鑫入学的半年
前，动物所与河北大学签署了《生命科学
星辰班、联合培养研究生协议计划实施方
案》，宣告星辰班正式成立。

让学生成为最大受益者

星辰班创建的这些年，乔格侠发现，虽
然动物所和河北大学在合作中各有各的诉
求，但合作中最大的受益者是学生。

这一观点得到了康乐的认可。“最早，
动物所办星辰班就是从解决生源问题的小
切口着手的，但是之后我们发现，在这种尝
试中，学生受益是巨大的。他们看到了科研
工作的真正面貌，也由此开阔了眼界。”

目前星辰班已连续办了 6届，在已经
毕业的 3届 78名学生中，不少人都找到了
自己的科研兴趣点，其中 30人考取了中科
院的研究生，28人考取了清华大学、南开大
学等国内一流大学的研究生。这些年里，星
辰班的本科生们还出版了专著 1部，发表
SCI文章 10篇，中文核心期刊文章 7篇。此
外，由于星辰班的学生走进了动物所，学校
教师和动物所科研人员间的合作也变得更
加密切。

星辰班当前的顺利发展，有人事层面
的偶然性。

2013年，就在星辰班诞生之初，动物所
时任所长康乐受聘为河北大学兼职教授。
2017年 6月，康乐出任河北大学校长。而就
在康乐离开动物所半年后的 2017 年 12
月，动物所新任所长周琪带着队伍来到河
北大学，提出要深入推进与河北大学的协
同育人，坚持高标准、高要求建设星辰班。
这看似巧合的“接力”，为星辰班的发展一
路保驾护航。

不过，康乐认为，即便没有这样的人事
巧合，星辰班也会顺利发展下去。

目前，京津冀协同发展和雄安新区建
设，为河北大学带来了发展机遇，但同时，
也为这所位于三线城市的大学带来挑战。
“如果河北大学不能在短时间内获得快速
发展，便很可能会受到北京、天津、雄安的
虹吸作用影响，出现资源流失。”康乐说，面
对这样的局势，能否抓住机会、找准定位，
决定着这所学校的前途。

身在校长之位的康乐，对于星辰班的
未来有了新的打算：“把星辰班发展成一个
更加交叉的联合培养平台，生源不局限于
生命科学学院，也可以来自物理、化学、数
学等专业，目标是培养生物成像、化学生物
学、生物信息学等交叉学科人才。”

而除了与动物所合作建立生命科学星
辰班之外，河北大学还与中科院微生物所、
军事医学科学院国家蛋白质科学中心等单
位合作组建了“菁英班”“凤凰班”等十几个
试点班。

这些做法，为河北大学的人才培养工
作提供了更多高质量学术资源，也为学生
们创造了更多“走出去”的机会。
“如果把中学教育、大学教育、研究生

教育看成一个完整的链条，那么，大学教育
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大学阶段不仅是要让学
生们掌握更多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帮助学生
回答‘你适合干什么’‘你喜欢干什么’，引导
学生做出适合他们的选择。”康乐说。

如今，正在中科院动物所攻读博士学
位的刘鑫，继续做着她喜欢的干细胞研究
工作。想起六年前自己做的那道网络心理
测试，她自嘲地大笑起来。她明白，自己最
后走上科研道路，不是因为那次测试，而是
因为母校为她创造的学习和实践机会。
“学生们应该从成熟的大学教育中找

到人生的答案。”刘鑫觉得自己很幸运，因
为在星辰班，她找到了科研的兴趣点，而
更幸运的是，母校为她，为更年轻的师弟、
师妹们打造了更广阔的平台。

一直以来，河北大学虽地

处京津冀腹地，又冠有“河北省

唯一的综合性大学”之誉，却

“命途多舛”。

与中科院动物所的合作，

意味着河北大学能够把课堂搬

进科技国家队的实验室，借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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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力量，发展自身科研实力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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