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来自黑龙江大庆市的官员子弟韩公子和

张公子，本科 3 年多门功课不及格，在“用脚

趾头也想得出来这样的人根本拿不到毕业证

和学位证”的情况下，竟然顺利登上了保研的

榜单。 而北大经院本科生教务部称，他们被保

研，绝对符合规定。

普通百姓一直对招生公平充满期待，对

“比爹”的潜规则早有微词。 虽说成绩好的学

生不一定素质优秀，但是，全班成绩倒数一二

的学生，竟然被顺利保送读研，文化素质与综

合素质的反差如此之大，显然难言公平。

面对“两人是否有功课不及格”的质疑，

北大经院本科生教务部以学生个人隐私为名

拒绝回答。 北大经院对于公众迫切期待了解

的相关信息闪烁其辞，拒绝回应，难以自证清

白，消除公众心目中的疑问。

成绩倒数第一的学生为何能离奇保研？

报道给出了答案： 两位公子的父亲分别是某

地级市的市委书记和另一市的实权局长，北

大某副书记则来自该地级市。原来如此！离奇

保研背后似乎闪动着权力的魅影。

官员子女享有超保研特权， 破坏了社会

公平，伤害了招考公信力。 公众自然有理由提

出质疑，校方也有义务回应质疑、作出纠正。

不能以“符合规定”的模糊回应蒙混过关。 对

此，一方面北大经院应该回应质疑，详细公开

研究生保送细节。 主动接受公众监督与评判。

两位公子的官员父亲与涉事副书记也应主动

自证清白，给公众舆论一个交代。

北大“保研门”背后是否闪动权利魅影

□ 胡艺

辩诬

聚焦

热议

□ 叶金福

辣语

□ 林矣

保送博士为何心能仅及幼儿

据报道，武汉南湖一出租屋内，住着来

自襄樊、53 岁的王女士和她的女儿。女儿是

生物学专业的博一学生， 王女士来汉陪她

读书已快 4 年。 谈起女儿，王女士充满了担

忧：“博士女儿老大不小了， 我从相亲会上

相中的几个男孩子她都看不上眼。 她对将

来的工作也没什么计划，洗衣、做饭都得我

来服侍，真是操心啊。 ”

真是“可怜天下父母心”啊！

尽管早在 2008 年，我国拥有的博士生

数量已居全球第一，但相对于一个 13 亿人

口的大国，相对数量还是非常有限的。 博士

是我们国家最高级别的学位之一， 更是国

家倾心培养的专业人才，是国家的栋梁和希

望，是社会的中坚和精英。可看了这则新闻，

我对博士生的敬仰之心顿时受到了极大的

打击。 一个堂堂的博一学生，不仅连基本的

生活都不能自理，而且还不愿意自理。 这样

的博士能算国家的人才吗？

我无法考量这位女生的智力水准，但我可

以肯定的是，这是位心灵幼儿。我曾经戏称胡润

百富榜的一些落马富豪为“金钱上的富翁，心灵

上的贫民”。 而今，这位博士女生则让我见识了

“智能上的博士，心灵上的幼儿”。 除了读书，这

位女生似乎什么都不会，不但不会，而且还不愿

意。 心甘理得地享受母亲的照顾———没有愧疚

之心，没有回报之愿。

可问题是，这样的一位心灵的幼儿，怎

么就成了我们国家的博士，而且是保送？ 这

不仅再次证明教育机制的迂腐和僵化，证

明我们家庭教育的无力和无奈， 更折射出

我们社会价值观的严重错位：重智力，轻心

灵。“心者，道之主宰”，没有心灵的成长，拥

有再高的学识都是枉然。 甚至，如果心灵出

了问题，智能越高对社会危害越大，那些因

心灵变态而铤而走险的知识罪犯， 已是举

不胜举。

须知，头脑知识不如心灵智慧，智能高

莫如心能高！

眼下，正是各学校举行运动会的好季节。

校运动会本应是孩子们最喜爱的一项文体活

动，但据了解，眼下，有不少孩子却不喜欢学

校举办的运动会，甚至害怕校运动会。 这是为

什么呢？

据某小学四年级一位学生相告， 学校每

次举办一个活动，老师就要大家写作文，像春

游、秋游、运动会、艺术节、演讲比赛等等活动

之后，老师都要布置一篇作文。 由于活动内容

年年大同小异， 许多小孩拿着笔不知从何下

笔，一些小孩甚至急得哭个不停。 笔者不禁要

问： 难道学生的作文一定要靠学校举办的活

动为体裁吗？ 除此之外，学生就没有什么作文

可写了吗？

诚然， 老师通过学校举办形式多样的活

动，让学生利用亲身经历和感受，写成文字，

这对提高学生的写作水平是有一定好处的。

但倘若年年老调重谈，没有新意，老是逢春游

写春游的感受，开运动会写运动会的感受，这

对学生的作文水平的提高肯定会大打折扣。

怪不得一些学生每次校运动会之后， 写出来

的作文往往像记流水帐，年年差不多.不但没

有新意，没有进步，反而挫伤了孩子们写作的

兴趣和积极性.也难怪很多孩子怕学校举办春

游、秋游、运动会之类的文体活动。

但愿我们的语文老师不妨屏弃原来陈旧

的作文教学，大胆创新，与时俱进，紧跟时代

步伐. 多布置些适合当代学生特点的作文，让

孩子 wu�真正喜欢我们学校开展的一些文体

活动，而不会因为要写作文而“怕”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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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用欣赏的眼光来对待昔日熟视无睹的生活，你才能有一种感恩的胸怀。 ———桃源县双溪乡热市镇中学教师李霞

孩子为何怕学校“开运动会”

师说

直言

9 月 17 日凌晨 2 点，从美国芝加哥市“海

归”的青年才俊、今年 6 月才作为“1311”人才

引进计划被浙大引进的博士涂序新跳楼自杀，

年仅 32岁。

一位前途无量、 风华正茂的年轻学子，就

这样匆匆辞世，本已令人惋惜。 他所留下的遗

书中感叹“当初的决定下得草率”、“事后的发

展完全没有预计”，以及国内学术圈“残酷、无

信、无情”等等，更令人怵目惊心。

怵目惊心之余，一些人开始抨击国内的人

才环境、学术氛围。 认为涂序新的死，是“社会

杀人”；另一些人则认为，“海归”水土不服，心

理素质低下，适应能力差，大事干不成，小事不

愿干。 大张旗鼓地引进他们，既无补于国内机

构、单位，也白白耽误了这些人自身的发展。 事

情果真是如此么？

诚如某些人指出的， 国内的人才环境、学

术氛围，的确有许多不尽如人意之处。 但这些

问题对“海归”存在，对其他人才同样存在。 基

于“外来和尚好念经”的思维定式，“海归”们碰

到的麻烦，通常要比国内同行少得多。 别的不

说，“1311”给予“海归”的特殊政策倾斜，国内

同等人才就只有眼热的分。 可见，将涂博士的

不幸完全归咎于社会不公，是没有多少说服力

的。

以涂博士的不幸广而化之，推出“海归都

不行”的结论，进而主张对他们关上大门，就更

缺乏依据了。 许多报道都指出，虽然少数“海

归”存在水土不服、适应能力差的毛病，但绝大

多数“海归”回国后却适应得很好。 据不完全统

计，中国现任大学校长中，“海归”占了 80%以

上。 即使在工作、生活条件和开放度大不如今

天的过去，不少“海归”也同样在极其困难的情

况下建功立业。 我国航空、航天、光学、高能物

理等高科技领域的骨干专家，许多都有“海归”

经历。 笔者是学外语的，母校北京外国语大学

从创办至今， 差不多每一位师长都可算“海

归”。 他们中的绝大多数人，不仅交出了令人赞

叹的工作、学术答卷，也留下了不平凡的人生

轨迹。 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如何能以孤证、孤

例，就将“海归”从整体上一棍子打倒呢？

从目前媒体的披露看，涂博士在短短几个

月的归国工作过程中， 遇到了一些不如意的

事。 如职称评定争议，以及其他工作、生活琐事

等等。 这些不快和疙瘩，每个人都可能碰上，即

使在其他国家也未必就碰不上。 在美国，许多

科研工作者需要看心理医生， 也正是因为工

作、生活的压力太大。

生命最可贵。 只要有健康的心态、积极的

人生态度，就没有过不去的坎。 涂博士选择了

一条令人痛惜的不归路， 固然有各方面的原

因，但他本人心理健康状态欠佳，才是问题的

关键。 人们可以、也应该为一位“海归”青年才

俊的去世而惋惜和悲痛，也应该深刻反思学术

界和中国社会存在的问题。 但不应将特殊的问

题，当作普遍性、规律性的现象。

勿把海归跳楼

的个例普遍化

旅加学者 陶短房

古有世

说新语 ，今

有 师 说 新

语， 本版欢

迎广大读者

建言立说。

继 15日正式发文明确本科毕业论文 (设

计)多样化、各种体现真材实学的实践成果也

可以代替论文后， 四川大学日前又出台研究

生培养新方案，“计算机科学与技术”、“信息

安全”、“软件工程”学科今后不再将硕士生公

开发表学术论文， 作为申请硕士学位论文答

辩(学位授予)的必备条件。

取消论文发表硬性指标的消息一传

出，不少研究生连呼“轻松了”。 确实，研究

生必须发表论文的硬指标一直是悬在研究

生头上的一把利剑， 让众多学生不得不放

弃做一些实质性的成果， 而将时间和金钱

大量花在了无用的学术论文上。 由于研究

生课程紧任务重， 为了短时间内写出一篇

达到要求的论文， 学生们不得不大量抄袭

作假，由此还产生了一条“代写论文”的产

业链， 学生可以花钱买到质量高的原创论

文。 至此，论文发表的目的已经离当初制度

设计的初衷越来越远。

长久以来，我国学术界都陷入了一个“以

论文论英雄”的误区，以发表论文的数量、期

刊级别来决定老师的职称评定、 科研经费的

划拨， 以论文发表与否来决定是否给予研究

生论文答辩的机会。 这可以说是中国高等教

育的“硬伤”。 我们期待着其他高校也能探索

出学术水平评价的新形式， 共同治疗中国高

等教育“以论文论英雄”的“硬伤”。

取消论文硬指标直指高等教育“硬伤”

□ 文志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