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一篇题为《关于屁的社会
学研究》 的硕士毕业论文在网上流
传，引发争议。 有网友“讥讽”：寒窗
苦读那么多年， 还真是研究了个

“屁”。也有网友读后评论称，看似无
意义的被嗤之以鼻的事物，“深究起
来，是严肃的事”。据了解，该论文写
于 2007 年，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社
会学在职硕士高建伟。彼时，高建伟
不仅凭借这篇论文通过硕士论文答
辩，还被评为“优秀”。

(6 月 16 日 澎湃新闻)
《关于屁的社会学研究》的硕士

毕业论文被传上网后， 招来了不少
网友的讥讽。实际上，网友并没有认
真看这篇论文， 不少网友甚至没有
看论文， 看到的只是这篇论文的标
题、作者名等等一些简单的内容，就
对这篇论文嗤之以鼻。 这篇论文研
究的不仅是“屁”这个生理现象，更
是背后存在的社会现象。 这篇论文
学术态度端正， 没有止于简单的就
事论事， 而是运用社会学的理论对

“屁”进行分析。 高建伟的研究另辟
蹊径， 这篇论文是一篇有创新价值
的论文。正因如此，这篇论文才会被
评为“优秀”。

现实中， 一些学生选择写论文
时，更容易陷入同质化的窠臼，有的
学生是偷懒， 毕竟大家都研究的课
题，更为熟悉，更好上手，有的学生
甚至就是为了方便抄袭， 这也是学
术抄袭成风的原因之一。

这么来看，《关于屁的社会学研
究》就更显可贵。这样的另类论文并
非是学术研究的“浊流”，反倒是一
股“清流”。 这样的创新论文多多益
善， 但从现实来说， 这样的创新论
文、创新研究又太少了。

对此，教育部门、高校等相关方
要能“两手抓”，一方面要鼓励学术
创新，鼓励多一些《关于屁的社会学
研究》这样的创新研究；一方面还要
严把论文质量关， 对于抄袭现象严
惩不贷， 把那些真正言之无物的学
术研究或抄袭之作扫进垃圾堆。

编辑：彭静
版式：姚慧 校对：杨红章

2019 年 6 月 19 日 星期三
电话：0731-84326428��E-mail:kjxb001@126.com 科教新报 师说02

由汕头大学首次推出这一学费全
额奖励计划，而不是其他高校，并不让
人感到意外。 据统计，李嘉诚基金会对
汕头大学捐款已逾 100 亿港元。 汕头大
学也因此成为“中国高等教育改革试验
田”和“广东第一所高等教育体制机制
改革实验示范校”， 一直站在深化高等
教育改革探索的前沿。

就在汕头大学宣布这一计划的当
口，广东省内多所高校也推出了新生奖
学金，用于奖励优秀学生报考。 比如，广
州大学增设“新生奖励金”，给予广东省
文科排位前 0.1%、理科排位前 0.6%或外
省文理前 0.1%的考生奖励 10 万元；深
圳北理莫斯科大学则给予高考成绩在
各省、直辖市、自治区排名前 2%的新生
特等奖 30 万元 / 人。

汕头大学推出的面向所有本科生
学费的全额奖励计划，则与上述高校提
供优秀新生高额奖学金的做法具有本

质区别。 该校在此时宣布这一计划，虽
然也流露了助力招生的愿望，但该政策
是该校教育办学改革的一部分，而非为
了争抢高分生源。

与欧美等国高校相比，我国高校的
奖学金制度还不够完善。 因此，很多人
希望更多高校跟进汕头大学的做法。 不
过，平心而论，大多数学校难以复制汕
头大学的做法。 相反的是，近几年来，一
些高校出现了学费上涨的趋势，相关高
校往往解释称，涨学费是因为办学成本
上涨。

办学经费紧张，一些高校甚至举债
办学，学费因此成为高校的一笔重要收
入。 希望大多数高校，尤其是办学经费
紧张的中西部高校，推出规模宏大的奖
学金计划，显然有些不切实际。

奖学金制度不够完善，也暴露出高
校收入来源单一的问题。 我国社会捐赠
经费占全国教育经费的比例不超过 3%，

其中高校的社会捐赠比例不足 1%，并且
主要集中在少数“名校”。 汕头大学有实
力推出覆盖未来四年所有本科生的学费
全额奖励计划，背后是李嘉诚基金会的
支持。 而我国大部分公办学校办学经费
主要来自政府拨款，社会捐赠收入在其
收入来源中偏低。 这也提醒高校努力拓
展办学经费来源，为高校改革拓展空间。
高校办学经费来源渠道的拓宽，也与高
校的人才培养质量、社会声誉等密不可
分。 比如，校友捐赠是高校接受财产捐
赠的主要来源，要增加社会捐赠，关键是
高校的人才培养能够“产出”有能力、也
有意愿反馈母校的校友。

更要看到，把学生招进来只是第一
步，深化高等教育改革，提高人才培养质
量，才是高校的职责所在。 而学生选择
高校，固然会考虑奖学金、助学金等情
况， 但更看重的终究还是高校的人才培
养质量。

汕头大学学费全免带来什么启示
□ 李一陵

李嘉诚基金会在汕头大学推出本科
生学费全额奖励计划， 该校 2019 级至
2022 级本科生， 将获得与学费等额的专
项奖助学金， 支持他们修读完成本科所
有课程。 该计划将使汕头大学成为国内
第一所对全日制本科生实施学费全额奖
励的公立综合性大学。

(6 月 16 日新华社)

近日， 哈尔滨地铁里感人
一幕在网络热传：小男孩目不
转睛地盯着报站器， 手里还
举着一张纸提醒周围的人小
声点， 想让快递员爸爸多睡
一会……小男孩小轩称，地铁
里有的叔叔阿姨打电话或说
话声音很大，他担心会吵到爸爸
睡觉，所以拿出练习册，撕下一
页纸写下了上面的那句话。

（6 月 16 日《北京晚报》）
小男孩尽管没有将“爸爸，

我爱你”大声说出来，却用自己
的行动进行了一次无声的情感
表达。 当许多孩子乘地铁都需
要父母照顾的时候， 这名小男
孩却主动承担起了照顾爸爸的
责任；“让爸爸多睡会” 不仅传
递出他对父亲的关心， 也传递
出他对父亲艰辛与不容易的体
谅。

开放、 流动的地铁车厢作
为一个公共空间， 部分乘客权

利意识高涨，规则意识和边界意识却“慢了
一拍”，这种“文明的剪刀差”，对于其他乘
客而言是一种打扰。 而“让爸爸多睡会”在
本质上也是一种逆向的社会化， 小男孩在
无形之中对成年乘客们进行了一次关于规
则、边界与公共文明的教育。

千姿百态的社会流动， 让人们拥有不
同的生存状态。 在一些不良心态的裹挟下，
有的孩子非但不能理解和体谅父母的艰辛
与不容易，反而抱怨、指责认为正是由于父
母的无能与失败， 才会导致自己 “低人一
等”，没有过上好日子。 根据媒体报道，小男
孩的父亲是一名普通的快递员， 领孩子去
上学前班时在地铁上睡着了。 “爸爸是个超
人， 要工作还要照顾我， 我想让他多睡会
儿。 ”

父亲节作为一个“舶来品”，为人们的
情感表达提供了一个契机。 对于许多父亲
而言，与感恩相比，他们更希望得到孩子们
的体谅，体谅他们的局限、体谅他们即便不
成功却已经为了更好的生活付出了足够的
努力。

上紧了发条的快递员， 很少有机会能
够“慢下来”。 小男孩的“让爸爸多睡会”读
懂了普通劳动者的不易， 体谅了父亲的艰
辛，也见证了他精神世界的健康与丰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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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要期末考试了， 一位 8 岁
男孩小冯就语文课本里的《羿射
九日》发问引发网友热议。 课文
中，前一段刚提到“江河里的水被
蒸干了”，下一段又提到“他蹚过
九十九条大河，来到东海边”，羿
怎么蹚过大河？ 小冯的质疑引发
不少家长和网友思考。

（6 月 14 日澎湃新闻）
有人说，后羿射日本就是神

话故事，所以出现一些夸张的修
辞手法不足为奇。也有专家认为，
应该感受神话中的先民智慧，而
不是纠结于其中的逻辑错误。

这些说法都有道理，但也都
不具备十足的说服力。 既然连出
版社也表示，“全国已有不少地方
反映该问题，会请专家判断，明年
9 月，教材可能会有更合理、更严
谨的修订”，那么我们只需要期待
更正即可。

但该事件的意义远不止于
此。自然，我们有理由欣赏和鼓励
那位孩子的质疑精神。 发现错误
就及时提出，不管他说得有没有
道理，至少我们都能感受到，新的
一代已经不满足于单向的灌输式教育了。

语文教学、 语文学科的尴尬恰恰就在
这里。一方面，语文课文要向学生传递某种
“正确”的答案。另一方面，诸多语文课文经
不起推敲，又是不争的事实。单说课文中的
逻辑错误、 知识错误， 早已不是什么新鲜
事。

或许更应该追问的是， 语文学科的定
位到底是什么？是工具性（教会学生识音认
字），还是文学性（教会学生鉴赏文学）？ 现
实情况是，目前的语文教学两头都沾，却都
是浅尝辄止。 回到 8 岁孩子提出的问题。
《羿射九日》这篇课文的教学目标何在？ 是
理解神话的主旨精神， 还是学会分析叙事
和文本的结构？

语文教材该怎么选、该怎么编，这显然
是个太过宏大的问题， 根本无法在本文中
得到解答。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只要语
文是什么、 语文应该教什么还没有一个明
确的答案， 广大语文教师和教材编写者就
始终处于云里雾里的状态。 而那位提出质
疑的孩子， 不是第一个， 也不会是最后一
个。

博士逃票 40次的背后

博士霍某携女友忻某从 2018 年 12 月 1 日至今共逃票 40 次。 目前，霍
某已被行政拘留 10 天，忻某也被处行政拘留 5 天，同时两人都被铁路部门
纳入失信名单。

由于其高学历和逃票的“小聪明”所形成的反差过于鲜明，此事成了热
点新闻。一定程度上说，这也成了一个负面典型，相信对于那些冒着侥幸心
理逃票的人而言，是个不小的警示。

不过，舆论对此事的围观，不能仅仅盯着当事人的博士学历。 “博士居
然也逃票”的怪诞背后，更应该看到逃票行为所对应的某些检票漏洞和规
则漏洞。 朱昌俊 郑宏

研究“屁”是可贵的学术创新
□ 戴先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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