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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言“耸”听

视点

本本期期点点睛睛

铁道部天天天价价价宣宣宣传传传片片片

“人傻 ，钱多 ，速来 ”，
对学术骗子频频来国内学
术界 “淘金 ”的现象 ，有人
这样反讽道。 十天之内，从
厦门大学医学院教授傅瑾
到北京化工大学生命科学
与技术学院教授陆骏 ，连
续被曝光的两起海外高端
引进人才造假事件， 再一
次引发了社会对国内学术
欺诈行为的高度关注。

牵出夫妻巨贪

“海归”教授 疯狂造假
中国绝不是一个冷漠自私的国度 中国绝不是一个冷漠自私的国度， 中华民
族历来是一个崇德尚义的民族。 在我们的血液中，有五千年礼仪之邦的基因；在我
们的心底里，有新时代公民的社会责任；在我们的灵魂里，有不可动摇的道德原则。
对失德败德行为给予猛烈抨击， 对彰显美德的善行义举给予热情赞美———当代中
国人就是以这样鲜明的态度表达着自己的道德追求。
凤姐也开始讲民主 韩寒讨论民主，已经使我们很诧异，可更没想到的是我们看
到凤姐也开始讨论民主，而且讨论得很专业，甚至超过韩寒。 为什么？ 因为她在美
国，她不过是把美国的常识重复了一遍。 而韩寒在中国，韩寒讲的是中国没有见过
的一种东西，所以一个人讲的是见过的东西，讲出来是常识，容易准确；另一个人讲
的是自己都没有见过的东西叫理想，叫梦想，所以多少有点差异。
我们创造的腐败产业 我们创造了什么产业？ 想来想去可能只有一个， 这就是
“腐败产业”。 我们的腐败都是外包的，一些所谓的“咨询公司”就是专业提供贿赂服
务。 大量的咨询公司其实是腐败产业，就是帮助人家行贿。 我们的很多品牌也是与
腐败相联系。 为什么一条烟几千元，一瓶酒几千元，都是与腐败相联系的。 （冯 仑）
入狱“思考人生”？ 南京江宁警方日前抓获一窃贼，讯问作案动机，竟称是为入狱
“思考人生”。但警方调查发现，所言假话。原来，此人姓唐，少时即沾染诸多恶习。年
初，唐某借了 4 万元高利贷，很快挥霍一空。 但借钱总要还，无工作的唐某拿何还
呢？面对债主催逼，唐某想了个荒唐主意—————盗窃，被抓，然后便能躲债了。近年，
类似怪事时有所闻。 去年便有报道说有人冲到派出所打劫，以求躲入高墙内“调整
自己”。 唐某或许是有点幽默感的人， 行窃被抓现行， 竟杜撰出如此 “高雅”理
由—————求入狱“思考人生”。
你是只会比赛的机器人吗？ 16 岁的叶诗文游泳技能世界一流，但她显然没有
接受过任何与媒体交流的培训。 在新闻发布会上，无论记者提出怎样的问题试图了
解这个看起来非常单纯的女孩，她的回答总是只有一句话，“很激动、很兴奋、训练
很苦”。 媒体与叶诗文的交流显然存在明显障碍，以至于有记者最终提出了一个听
起来并不友好的问题，“你是只会训练、比赛和拿牌的机器人吗？ ”中国竞技体育的
成绩正越来越受世界瞩目，但如果运动机器人成为中国运动员的代名词，那么优异
的成绩究竟会是中国竞技体育的荣耀还是讽刺？
这些成就都是由金正日给予我的 朝鲜举重运动员严润哲举起了三倍于其体
重的杠铃。 赛后，严润哲将自己的成就归功于朝鲜前领袖金正日，称“有几个人能够
举起 168KG？ 我相信伟大的金正日在保佑我。 感谢伟大的领袖赐予我力量，让我能
够举起这一重量。 我相信这些成就都是由金正日给予我的。 ”

（综合新华社、《人民日报》等）

超半廉租房空置
问题出在哪儿

近日，由河南省审计厅披露的一项对全
省 6 个省辖市保障性安居工程的审计结果
显示，6 个省辖市廉租房的空置率居然高达
51%，同时还有 4390 户被审计出违规享受保
障房待遇。 现在很多人买不起房，能有一个
稍微好一点的房子居住成了很多人的梦想。
现在政府为低收入群体建设的廉租房怎么
会有这么多空置呢？

廉租房空置率为何这么高？一是有的地
方租金高，让人租不起；二是有的地方设置
申请廉租房的条件苛刻，很多地方没有把常
驻外来人口纳入， 因而申请廉租房者少；三
是一些地方的廉租房建筑质量差，让人不敢
住；四是一些地方把廉租房建设在偏僻的地
方，那里公共设施如学校、医院等建设没有
跟上。 人们住在那里，无论上学、就医的成
本，还是上班成本都很高。考虑到这些生活、
学习、工作的成本，根本不合算，所以没有多
少人愿意在那里住。

超半数廉租房空置让我们看到，我们在
廉租房建设上还有很多工作要做，不是建起
廉租房就万事大吉了。 廉租房不是政绩工
程，而是民心工程、实事工程。

（摘自《广州日报》7.30）

憾失金牌，不必“有愧于…”
北京时间 7 月 29 日， 我国男子举重 56

公斤级别选手吴景彪获得了一枚银牌。赛后
接受采访时，满眼泪水的吴景彪突然鞠躬道
歉 ，并表示 “有愧于祖国 ，有愧于中国举重
队，有愧于所有关心我的人”。

既然是竞技体育， 必然要分出个输赢。
奥组委设置、颁发奥运奖牌，不是为了让人
们的心灵背负起沉重的“十字架”，而仅仅是
为了更好地弘扬奥林匹克精神，促进人类个
体“自由而全面”地发展。动辄采取急功近利
的管理模式，“唯金牌是举”或者“唯金牌论
英雄”， 势必有违奥林匹克精神和体育的本
质，成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尤其是运动员
不可承受之重。

每个参与奥运会的运动员都是独一无
二的。只要展示了自我、突破了自我、践行了
竞技体育和奥林匹克的宗旨，那不论他们最
终获得的是金牌还是银牌、铜牌，拟或是四
强、八强、十六强，都是值得祖国及其人民为
之骄傲和自豪的。

正如“现代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所说：
“对于人生而言， 重要的绝非凯旋， 而是战
斗。 ”战斗本身，往往比凯旋有着更重要的价
值和意义。 （据新华社 7.31)

南都： 你曾说过 ，
现在的你更愿意从“人
如何才能活得好”这个
出发点来谈社会的价
值追求和制度安排。 那

么，在当下的社会里，人究竟要怎样才能活
得好呢？

周保松（知名学者）：在回答之前，我们
需要先了解其他几个问题。 首先，我们需要
知道“我”是什么。 你只有对“我”有了解，知
道人是什么样的东西，才能知道我们需要什
么才能活得有价值；其次，我们要知道“我”
需要怎样的社会条件， 才能实现这些价值。
人不是活在真空之中，而是活在真实的社会
当中。 文化、传统、制度、语言都是我们活着
的背景，都会从出生起就影响我们。

“我是什么 ”跟 “我活得好 ”是相关的 ；
“我活得好”同“我活在怎样的社会”又是相
关的。

南都：在你的理解中，“我”究竟是个什
么东西？

周保松： 我认为， 最重要的理念， 就是
“我”是一个自由的人。人有自由意识、反思意
识和价值意识，有能力思考意义和道德问题，
同时可以对自己的欲望进行评价。 所以在政
治制度上，我们要保障一系列的基本自由。

除了自由外，人作为生物体，过得好还
必须要吃得好、睡得好、住得好。如果这些条
件得不到满足，人就会活在悲惨的状态。 所
以我们的基本需求必须得到满足， 包括食
物、居住、医疗和教育等。这些东西必须由政
府来提供，而不能完全倚赖市场。 市场的逻
辑是优胜劣汰， 如果完全由它来决定一切，
许多在竞争中失败的人就会活得很不好，因
此我们需要一定的社会保障，才能让所有人
有机会活得好。 这是第二个条件。

第三个条件是，人并不是孤零零地生活
在这世界，而是活在一个社会网络。 我们生
命的意义，相当程度上是这个网络提供给我
们。我们每个人都希望在社会中找到自己的
位置，得到别人的认同和平等的权利。

南都：你强调的自由和社会福利，受一
定的社会制度决定，那作为个体的人，在这
个过程中起到怎样的作用？

周保松：如果我们能把“活得好”所需要
的基本条件，诸如自由，权利，民主，基本的
社会福利保障等建立起来，社会就会比较公
正。 但个体在面对自己的人生该如何过时，
最后仍须自己来回答， 仍须根据自己的兴
趣、能力和人生规划来作决定。

如果没有选择，我们的生命就是由别人决
定的，这个“别人”可以是家长，是党，是一个不
知名的外来者。 在这种情况下，你其实不是真
正活出自己的生命，你不是你生命的主人。

南都：你提及的这个观点，很重要的内
容是有一个自由的制度在保障。但如果你面
对的是一个坏的制度该怎么办呢？

周保松：这点的确让人很苦恼。 当我们
活在一个很不公正的时代，如果只有我一个
人试图去改变现状， 其他人却袖手旁观，什
么都不做，那我必然会付出很大代价。 在这
种情况下，我选择不行动，甚至选择加入现
有体制，难道不是最理性的吗？有人会说，既
然这样，不如独善其身吧。但这是很难的，因
为我们活在社会网络之中。

南都：对大部分人而言，可能随波逐流
让他们感觉更好一些。

周保松：对，如果制度是不公正的，我为什
么要去做个公正的人？做一个公正的人可能还
要付出很大的成本和代价。也有很多人说制度
太强大了，个体太渺小了，我们注定无法改变，
唯一方法就是一起玩这个游戏。虽然游戏规则
不公正，但只要我自己玩好就好了。

这种观点，实际上把“做个公正的人”和

“活得好” 对立起来， 公正意味着对自己不
好，不公正则意味着能拿到更多好处。 很多
人抱这样的观点，我觉得也易理解。 但我们
可以试试换个角度来思考：会不会做个公正
的人，其实本身可以构成你活得好不好的一
个重要部分？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将过一种
合乎伦理的生活，看作一种负担，一种外在
要求，而是将其视为一种有意义的生活。

举例说，如果你的一生，没有真正关心
过其他人，没有好好同其他人建立起互相信
任互相尊重的关系，没试过坚持一些道德底
线，没试过罪疚和羞耻，那么即使你很有地
位很有钱，你的生活却没有信任、关怀、公正
和爱。 这样的生命，称得上美好吗？

南都：但这个是我们可以选的？
周保松：一定程度上可以选。 很多人会

很容易说，人在江湖，身不由己，然后很容易
一直将底线往下调。 问题是，这个下调本身，
也是一种选择。而且，这是一个活着的态度的
问题。如果一个人总是相信生活没有选择，那
么就很易对自己没有要求，而这是不好的。

南都：至少现在我们还是具备这个选择
的空间。

周保松：即使没有，我们也要有意识地
去创造这样的空间。 我们做一件事，无论多
么微小，其实都是在改变这个世界。 好比我
做老师，如果我用心教好一个学生，这个学
生的生命会因此变好，而学生是世界的一部
分，世界因此也跟着变好。难道不是这样吗？

退一步讲， 即使我改变不了其他人，我
至少可以改变我自己。我选择过有道德的生
活，我选择行善不作恶，就会让这个世界变
好一点。

我相信很少人会说，在一个没有自由的
社会，一个没有选择的社会，一个没有基本
物质保障的社会， 一个彼此关系很差的社
会，人会活得好。

（摘自《南方都市报》7.8 周保松/文）

怎样让每个人都活得好

特殊的晚宴
福建“闽江学者”假造博士文凭

7 月 20 日， 学术打假人方舟子在微博上
对傅瑾履历中的“哥伦比亚大学博士”这一说
法提出了质疑， 他说：“我未能找到傅瑾的博
士学位论文， 也找不到她在哥大期间发过第
一作者论文，仅此基本可判定她没有博士学位。 ”

傅瑾 2004 年被引进厦大，担任讲座教授。 从
2009 年 9 月起， 被聘全职教授， 同时成为福建的
“闽江学者”特聘教授，该计划全省每年仅几十人
入选。

方舟子断定， 傅瑾是利用中美学位制度上的
差异造的假：“美国医学院毕业生都是医学博士，
可以去做博士后。 所以中国医学院毕业生即使是
学士也在美国自称医学博士去做博士后。 ”随后，
方舟子辗转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学位查询机构的
信息， 该机构称找不到傅瑾获得过哥大学位或曾
经在该校入学的记录。

《厦门日报》 报道称，7 月 25 日厦大经调查确
认，傅瑾应聘时提供的博士文凭“完全是假的”。 厦
大同时表示，将解除和傅瑾的工作合同，做辞退处
理。

北化教授“套牌”同名学者
7 月 27 日下午 3 点多，方舟子又在微博上称，有网友发现北京化工大学教授陆骏

列出的 7 篇高档次论文，全部是冒用耶鲁大学助理教授卢俊的成果。
资料显示，陆骏 2011 年 11 月被引进北京化工大学，并很快成为“青年千人计划”入

选者。 方舟子将两人的资料检索出来比对后认为，两个人的学历、工作经历、长相都不
一样，不可能是同一个人。

在调查中，方舟子还有许多“有趣”的发现：陆骏不仅论文冒用别人的，博士学位也
是冒用同名同姓者的。同时，陆骏在简历中称自己在 2008 年 6 月至 2011 年 7 月间在美
国默克公司担任研发科学家，方舟子调查后发现，默克公司确有一个“Jun Lu”，但是另
外一个人。 他断言，陆骏应是把三个不同“Jun Lu”的博士、工作经历和论文凑成自己
的，“太有创意了”。

7 月 27 日下午 5 点多，“千人计划”官方网站上贴出了取消陆骏青年“千人计划”入
选者资格的告示。7 月 28 日下午，北京化工大学也在学校网站上发出公告，决定给予陆
骏开除处分，解除聘用合同。

随着事件发酵，还有一些内情被披露出来。 北京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教授饶毅就在
博客中称，有国外来信说，陆骏还曾通过用英文名字的电子邮件向一位诺贝尔奖得主
要过推荐信，这位得主并非其导师、也不是卢俊的导师，而是卢俊导师的同事。 陆骏假
扮卢俊要诺贝尔奖得主给推荐信。 “这种做法羞煞了中国人”。

暴露引进人才的审核漏洞
相继曝光的造假事件，暴露出国内在人才引进上存在的严重问题。
在高等教育专家熊丙奇看来，问题出在人才审批过程形同虚设。 从被曝光的造假

丑闻看，要查出造假，是十分容易的，像北京化工大学的陆骏教授，其专业领域为工程
与材料科学，但其提供的 7 篇代表论文全部为
生物医学领域，稍微有学术常识者，都会在审
查时提出质疑，可他却“打了通关”。再如傅瑾，
当年应聘厦门大学，提供了哥伦比亚大学的博
士文凭， 厦门大学只需到认证部门去核查，就
不可能让其漏网，可学校根本就没有去核查。
“打假斗士”方舟子认为，国家“千人计划”目

前的审查程序可谓严格，也找了海外评委，因此
问题主要不在程序，而在执行上，“评审未必那么认真，
存在疏漏的可能”。
上海海洋大学人事处处长郑卫东则认为，经过层层把

关，高校一般较少出现学历造假等情况，但也不排除一些
高校为了抢人才，在还没有调查清楚的情况下签了个别学

历造假的人。
“学术造假”须严惩

两起造假事件被曝光后，两校目前所作出的处理，都是予以开除。 很多声音认为，
这些学术欺诈行为，出了问题就辞退了事，造假成本太低。

在国内科研学者聚集的“科学网”上就有很多相关评论。 有人表示：“这个骗子被开
了，下个骗子还会来，因为啥惩罚也没有。 ”另有人认为：造假者“在职期间骗到的学术
经费和个人收入这部分要没收和追回”。

记者发现，傅瑾作为“闽江学者”特聘教授，聘期为三年，每年奖金为人民币 10 万
元，傅瑾在厦大也有分配的住房。 “青年千人计划”奖励方式则是：“中央财政给予‘青年
千人计划’入选者每人 50 万元的生活补助、3 年 100 万～300 万元的科研经费补助”。 目
前，厦大和北京化工大学都未公布对两人获得的上述奖励作出何种处置。

而在傅瑾博士学位造假事件被认定后，还有一种声音认为，看人才，应更重视其能
力而非学位和学历。 据报道，厦门大学在公开回应中表示，傅瑾在过去三年时间里表现
优秀。 傅瑾由此获得了不少“同情分”，有人甚至认为对她应该“不拘一格降人才”。

这种看法也遇到了反驳的声音，有人表示：“学历造假是诚信问题，关乎职业道德。
我想一个教授不光要有合格的科研能力，也要有良好的职业道德，所以即使学校不辞
退她，她自己也应该辞职。 ”方舟子对记者表示：“每次出现这种伪造文凭的事件，总有
人说能力比文凭重要，其实这里涉及的不是能力的问题，而是诚信的问题。 对不诚信行
为如此宽容，也是导致造假泛滥的原因”。

加拿大蒙特利尔大学工学院教授嵇少丞告诉记者，匈牙利总统因论文抄袭被取消
博士头衔，同时丢掉总统宝座，与之相比，国内对待学术欺诈的容忍度太高了，处理方
式令人寒心。 （综合《中国青年报》7.30、《上海青年报》7.31 叶铁桥等/文）

5 分钟宣传片制作费达 1850 万元
《中国铁路》形象宣传片是 2010 年第七届世界高铁

大会开幕式影片，导演为张艺谋。该片回顾与总结了中国
铁路近几十年的成就。 根据审计署报告， 全长 5 分钟的
《中国铁路》宣传片花费 1850 万元，审计署强调称，该铁
路宣传片未达到预期效果。影视从业人士表示，该片十几
万元便可完成。

记者了解到，2009 年， 铁道部拟邀请张艺谋导演拍
摄名为“和谐铁路”(后改名“中国铁路”)的宣传片，并通过
北京新时刻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找到张艺谋。 同年 9
月 9 日， 张艺谋同意委托北京新时刻影视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拍摄制作这部宣传片。

据参与该片拍摄的北京新时刻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
司内部人士透露， 该公司未经投标便从铁道部获得宣传
片的投资款，“点名让张艺谋拍摄， 便通过我公司直接找
到他”。

经记者核实，张艺谋共收取 250 万元税后酬劳。 张艺
谋说，他多次参加宣传片创意会，提出了意见和建议，最
终的交付完成片未经他审改便在高铁上播放， 播放效果
最多达到他最初构想的三分之一。

那么，除张艺谋收取 250 万元酬劳(税后)和 117.8 万
元税款外，其余 1482.2 万元的投资到底去向何处？ 据北
京新时刻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内部人士透露， 除张艺
谋的酬劳外，该宣传片的实际制作费用 (含税 )也就六七
百万，剩余的 700 余万元有人拿了回扣。

记者 7 月 28 日从检察机关了解到，检方已查实“铁
道影视音像中心” 向北京新时刻影视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先后共转账三次，总金额为 1400 余万元，与合同约定的

1850 万元不符， 其余 400 余万元去向正在追查。 7 月上
旬，曾担任铁道部宣传部宣传处处长、现任铁道部文联副
秘书长的陈宜涵进入检方视线。 7 月中旬，陈宜涵与其丈
夫、 铁道部运输局车辆部副主任刘瑞扬被相关部门带走
调查。

涉案金额超过张曙光
据知情人士透露， 不论是陈宜涵事发前任职的铁道

部文联，还是之前的铁道部宣传处，相比铁道部其他实权
部门，“油水没那么大”，有关部门在陈宜涵家中发现超过
1000 万元的巨额现金和至少九张房产证后，纯粹是陈一
人受贿所得可能性不大， 随即将调查矛头指向职务更高
的刘瑞扬，同日在其办公室发现大量存折和购物卡。

据该人士透露，根据初步统计，刘瑞扬夫妇涉案金额
已经超过原铁道部运输局局长张曙光，“有关部门对张曙
光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张涉案金额 4250 万元，刘瑞扬
夫妇的金额加上北京的房产价值，已经超过张曙光。 ”

对刘瑞扬的意外东窗事发，目前官方并未公布其涉案
的具体情况。 业内人士分析，刘瑞扬今年 4 月才从北京铁
路局副局长任上调回铁道部，在运输局车辆部副主任任上
时间尚短，其巨资财产可能是来源于其之前的任职期间。

业内猜测， 刘瑞扬任货车处副处长时主要负责铁道
部各铁路局货车处的设备采购。 当时货车处经常直接给
下面车辆段货车处发电报， 要求采购某家公司的特定设
备，下面铁路局车辆段敢怒不敢言。一位供货商认为，“刘
瑞扬的问题说明，铁路系统不止动车存在腐败。 ”

据记者了解，检察机关的调查也涉及到 2010 年底召
开的第七届世界高铁大会的资金运用。

这是世界高铁大会首次在欧洲以外的国家举办，由

中国铁道部与国际铁路联盟（UIC）共同主办，中国铁道
科学研究院承办。然而，它实际上的承办方是高铁传媒广
告有限公司（下称高铁传媒）。 高铁传媒由山西商人丁书
苗的博宥集团全资持有，2011 年初，丁书苗被查。 消息人
士称， 当时各铁路局及路内大企业联合出资约 2 亿元上
交到铁道部，铁道部还以财政资金等出资，而高铁传媒却
从大会承办中拿走 1.2 亿元。

宣传资金监管须加强
“天价宣传片”和高铁大会意外打开铁路广告宣传领

域隐藏的一角。 铁路广告收入是铁路局多种经营收入的
主要来源之一，包括车站大屏幕广告、灯箱广告、车上刊
物、座套广告等等。 和铁路系统其他产品一样，外人要想
打入这个市场并不容易。 在业内人士看来， 由于利润丰
厚，铁路广告代理领域也极易滋生关联交易。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认为，这次未经招标的“天
价宣传片”事件，从根本上暴露出宣传资金等政府消费中
存在的问题：一是预算不够细化，政府报给人大审议的预
算里只有“类”和“块”，而真正体现资金流向的“项”和“目”
基本没有。 二是预算外资金太多，资金的体外循环过多。

中央财经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徐焕东表示， 现在不
少地方和单位在拍宣传片， 完全凭借官员个人的意愿和爱
好，指定给某一个公司或个人。 相关部门对此应加强监管。

受访专家还指出， 政府部门搞形象宣传片的冲动必
须得到遏制。 政府请明星拍宣传片，用公款追星，实际是
给自己脸上贴金，这种华而不实的行为让老百姓很反感。
政府工作不能自吹自擂，而要由群众说了算。

(综合《经济参考报》7.30、《法制日报》7.31、《新世纪》
等 周宁、谷永强等/文)

� 近日， 媒体曝光铁道部在未按规定公开招标的情况下投资 1850
万元制作片头署名“张艺谋导演”的《中国铁路》宣传片一事，引发社

会强烈关注。 铁道部宣传处前处长陈宜涵因此被查，调
查人员在其家中查获超过 1000 万元的巨额现金和至少

九件北京市房产证， 随即牵出其夫铁道部运输局
车辆部副主任刘瑞扬。 “本来是想抓个小虾米，没
想到捞到了一条大鱼。 ”知情人士称。

背景 7 月 30 日
晚 , 央视主持人崔永元
邀请 152 位农民工一起
吃饭。7 月 21 日,北京遭
遇暴雨 , 在京港澳高速
受灾最严重的南岗洼路
段, 这些民工兄弟用 30
个救生圈 、 麻绳救了
170 多名被困者。 随后,
崔永元在微博中发起
“请民工吃饭”活动。

点评 正如崔永元所说：“农民工救人不是到游泳池游泳， 他们并没有多高的学历，
有的只是一种内心向善的动力。 ”崔永元“请吃饭”的意义,在于提醒这个社会对农民工兄
弟的亏欠。 （摘自《新京报》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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