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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蒋芳、眭黎曦、邱冰清

前不久，南京大学社会学院教授、青年长江
学者梁莹涉学术不端、教学敷衍等问题，经媒体
报道后引发舆论热议。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了解到，近年来多
起抄袭、撤稿乃至师德沦丧的事件，背后都有典
型的“四唯”问题。在相关讨论中，不少青年教师
说出了自己关于学术与科研的困惑：不刷论文
指标，收入降低、考核难以应付；不认真上课，会
招致学生吐槽、举报；兼顾论文数量与课堂质
量，在现有的评价体系下几乎是奢望……

近期，多部委启动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
学历、唯奖项”(以下简称“四唯”)专项行动。业内
人士认为，唯有破立并举，才能让高校评价体系
回归正途，回归教育本质。

当代“青椒”分三派，派派挠头派派愁

刚留校任教的游泳教师，仍然要
完成每年至少两篇 C 刊论文的教研
任务；受到学生欢迎、认真教学的老
师，往往是以牺牲职称晋升为代价的

记者采访了从 985、211 高校到民办三本的
数十位高校青年教师，既有刚刚入职的“嫩青
椒”，也有刚刚评上副教授、教授的学术新星。总
结他们的生存状态，大致可归为以下几类：

第一大派——— 论文派，致力于用论文铺平自
己的晋级路。

武汉某 211 高校体育学院 27 岁的教师田耘
(化名)告诉新华每日电讯记者，作为刚留校任教
的一名“嫩青椒”，他教的是游泳与人体运动健康
课程，但仍然要完成每年至少两篇 C 刊(CSSCI
中国社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的教研任务。

“年终就要考评，我天天愁得头发都要抓掉
了。”田耘说，以自己学术水平、相关资源，根本无
法完成一年两篇 C 刊论文的任务，“但真的没其
他办法，评职称必须得靠论文证明自己的科研能
力，发不出 C 刊就没有未来。”

河海大学一位刚刚入职的“海归”告诉记者，
他入校时和学校签了协议合同，必须在入校 6 年
内申请到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并且评估中要得到
“优秀”才能留下来继续参评职称，否则这几年就
等于白干。“国家青年基金课题其实很难申请到。
青年教师没什么资源，你想搞创新，搞一个国外前
沿的东西，他说你没有前期成果；搞国内选题，又
很容易同质化，评审获得‘优秀’就会相当难。”

南京理工大学的一名“海归”副教授表示，大
家有种共识——— 在国内一年没发论文等于一年啥
都没干。“新教师 5 年或者 6 年非升(晋升职称)即
走的压力很大，大家都是有点东西赶紧写了发掉，
哪怕没有实质进展，也只能硬写。”他无奈地说。

随着学校对青年教师科研指标越定越高，
记者采访的多数“青椒”都表示自己只能努力朝
“论文派”方向发展，即使当下很难完成要求，也
只能“一边抓着头发，一边硬着头皮去码字。”

第二派——— “既要又要”兼顾派，努力在科研
重压下平衡论文数量与课堂质量。

南京一所民办三本学校的教师马康(化名)
说，民办高校与公办的 985、211 相比科研压力要
小得多。所以，他能花更多心思在课堂上，有更多
精力备课，也能多想一些新鲜的教学方式。

“能做到这样完全是因为学校对发论文没有
负向考核。”马康说，不仅如此，发了 C 刊论文后
学校会给予数额不等的奖金，甚至能报销版面费。

而在公办的 985、211 高校，不仅对刊物发表
的要求更高，并且普遍存在负向考核。这意味着，
如果未能完成指标，考评、奖金都会受“牵连”。

苏州一所高校的副教授陈强(化名)表示，将
论文作为大学对教师职称评定的标准之一，本意
是要鞭策教师积极奋进多做科研，但随着大学越
来越机械地追求“科研 GDP”，论文这个评价指标
发生异化，反而成了滞缓科研和教学探索的障碍。

南京大学一位名叫张云开(化名)的同学反
映，梁莹就曾表达出对教学的不屑，“我已经混到
头了(评上教授了)，没什么好怕的了。”多位青年
教师反映，身边的同事评上教授职称后多年不写
一篇论文的情况并不鲜见。

在中国，学术评价依靠 SCI，然而很多国外学
者对 SCI 并不认可。上海某大学商学院教授对新
华每日电讯记者说，大部分高校关注高水平论文、
国家基金等，老师在高压下只能有所取舍。他在今
年上半年评上教授，终于可以松口气下企业调研
做一些产学研转化等一直想做的事了。

第三派——— 教学派，顶着压力操心学生。
江苏某高校的一名 30 岁的青年教师王飞(化

名)表示，当时进入校园时也是抱着教书育人的理
想，可终究扭不过现实。“人的精力毕竟有限，一旦

操心班里的学生，真的就很难再顾及科研。”
王飞说，他入校时就和学校签了合同，6

年时间内必须完成科研指标，论文发不出来就
得出局。一边是自己教书育人的理想，一边则
是跟自己能否保住饭碗直接相关的指标与要
求。“在这样的评价体系里，作为同事的老师是
缺席的，作为教学对象的学生也是缺席的。很
多受到学生欢迎、认真教学的老师，往往是以
牺牲职称晋升为代价的。”

培养自己挺认真，培养学生太马虎？

“说句不好听的，上课过程中要
是突然停电，有些年轻老师恐怕连
课都没法上，因为他只会读 PPT”

梁莹事件虽尚未尘埃落定，但其折射的“高
等教育存在重科研轻教学”问题，值得继续讨论。

韩愈的《师说》曰之：“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
惑也。”所谓老师，就是传授道理，教授学识，解决
疑惑的人。老师的职责与“教”“授”“答”有关，但
放眼当下，高校“师者”却出现了另一副面孔。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采访国内多所高校的学
生梳理后发现，不重视教学的老师在课堂上主
要有以下几种表现：

——— 堂堂课都是“注水猪肉”。杭州一大学
的毕业生朱珠(化名)，回忆大学期间选修的一
门电视剧赏析类课程时说，一学期老师放了好
几部国内外影视剧作品，但都是只赏不析，最后
交一篇论文了事。泰州学院一位学生则告诉记
者，他们的钢琴专业课老师迟到是家常便饭，
40 分钟的课几乎要迟到半小时。

——— “翻转课堂”，美其名曰让学生成为课
堂的“主角”。上海某大学学生李延(化名)在校
期间上过一门课，一学期一共 18 节，老师将班
上 32 人分为 16 组，每组负责一堂课的内容；一
头一尾两次课，一次由老师解释这门课的上法，
一次则为期末考试。该课程老师从不点评，学生
上完课，老师拎包就走。

——— 借课堂之便行利己之事。南京某大
学毕业生章韵(化名)告诉记者，曾有老师将
自己的课题项目化为学生的课堂作业来写，
完成后整理一下就当作自己的项目成果。“老
师会说这个作业和课堂有多么多么大的关
联，实际上我们没有从中得到学术训练，知
识、方法、技能上都没有提升。”

扬州大学一位副教授说，20 多年前自己
刚当老师，学校会每周三组织一次教研活动，
大家商讨课程内容，集体备课。“如今这种活
动早就没有了。说句不好听的，上课过程中要
是突然停电，有些年轻老师恐怕连课都没法
上，因为他只会读 PPT。”

如今，“PPT 老师”在高校确实不少见。南
京某大学学生张幼之(化名)保送读研后，研究
生期间上的一门课与本科期间课名相同，只多
加“研究”二字。不仅如此，同一位授课老师用着
同一份 PPT ，3 年过去连数字都没有更新。

有网友总结，下课比谁走得都慢的是高中
老师，下课比谁跑得都快的是大学老师。一定
程度上，正是有了部分专心培养自己、敷衍学
生的老师，也才有了一些吊儿郎当的学生。

“好多大学老师行踪都是谜。”师范专业学
生徐静好(化名)正处在完成毕业论文的阶段，
她说部分老师在学生论文上有“三不”：不催、不
帮、找不到。“好不容易‘抓’到老师人了，就简单
说两句：你这题目太大了。我自己知道题目大，
需要具体意见，才去找老师的啊。”徐静好说，特
别期望能有更多对学生负责的老师。

评价体系重论文，制度导致轻教学

高校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评价
指标定得很弱，几乎不用努力就可
以完成，科研的指标却定得很高

是什么让“上课还是写论文”成为两难？记
者采访了解到，一方面“学术 GDP”压力层层传
导，学校奖惩手段花样百出；另一方面，学制设
计偏教学与教师考核重研究存在冲突，导致高

校重科研轻教学成风。

一是评价体系的功利。

“大到一个学校能获得多少财政投入，一个
学院在各个层面能得到多少支持，小到一个学
者能不能评上职称、获得多少科研经费，都与发
表的论文数量、影响因子相关，身在其中很难不
被裹挟。”南京大学的一位副教授举例说，填写
教育部的学科评估表，不是 SCI(科学引文索
引)、SSCI(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中国社
会科学引文索引)论文，无法录入；不是青年长
江人才计划，无法录入；不是教育部这个奖那个
奖，不算成果……

所以，当类似梁莹这样的“一个人就能刷掉
半个系的学术指标”的人出现，即便她的论文比
较水，也不妨碍被计入学术成果。对此，校方也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

华南师范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褚蓥
说，大部分的高校以“帽子”为引进人才条件
的依据，并以大额的资金以及配套的资源奖
励来激励学者发论文，根源在于考核指挥棒。
“但人文学科的建设是一个漫长的接力过程。
老一代积累了一批成果，新一代在老一代的
基础上通过刻苦研究取得新的成就。主管部
门注重推动老中青的代际接力，将资源相对
平均地分布在各个年龄层次的学者身上，而
不是将大量资源集中在头部。”

华东交通大学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一位
副教授说，与人文社科类专业不同的是，理工
科需要做产学研对接的工作。即便如此，学校
对老师的考核仍然能够看出孰轻孰重。“我自
己有一个项目，完成技术转移给学校挣了
300 万，拿了一个国家青年基金 30 多万，学
校奖励哪个？后者。”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调查了解到，一些学校
也为学生保研制定了论文加分政策。一些学习
成绩并不是最好的学生，却能通过发论文来提
高总分排名，获得保研的资格。例如，一些学科
成绩很差的学生，到了年底突然冒出来好几篇
论文，加了很多分，从班里十几名一下子到前
三。但那些所谓论文，内容是上网买的，发表是
交了版面费的，学校对此并不认真审核。

二是制度导致的轻慢教学。

“除个体师德问题之外，高校现有的评价体
系和学制设计是导致整体轻慢教学的根源。”一
位高校讲师说，高校对大学教师的教学评价指
标定得很弱，几乎不用努力就可以完成，但科研
指标定得很高，科研项目的级别、数量，论文发
表的数量、刊物级别都要求得很高。高校之所以
这样做，是因为国家对学校的要求就是如此。

还有所谓“非升即走”的制度。该制度源
于美国，上世纪 90 年代由清华大学率先引
入，目的在于通过刚性的制度设计鼓励竞争。
非升即走的核心是，在规定期限内拿不出相
应的科研成果即须离职。某高校甚至规定，青
年讲师几年内不准上课、专心科研，到期升不
到副教授自动离职。

不少青年教师吐槽，几乎将全部精力花在
科研上后，因科研达标升上副教授，就一定能熟
练地授课吗？“研而优则教”的逻辑何其怪哉！尤
其是文理有别，人文社科领域学者科研成果的
井喷期，至少都在 40 岁以后，迫使他们在刚毕
业时就大量发文出书，不啻为透支未来。

“中国大学教师重科研轻教学不是现象，而
是现象级！”南京某 985 高校的团委书记严斌
(化名)说，我国高校虽进入高速发展阶段，部分
名校进入世界一流大学建设序列，但学制设计
仍处于“教学型”而非“研究型”大学。在这些学
校，课时设计太满，高校教师科研和教学研讨时
间被大量挤占。但客观上，高水平大学教职又要
求教师拥有前沿的视野，高水平的研究能力。这
二者之间的矛盾，导致了整体性的轻慢教学。

三是人事制度的懒惰。

多位教师提出，“四唯”问题的实质在于人
事上的懒惰症，了解一名老师不应该只停留在
表格上、框框里，不应该因为“老鼠”短时间内比
“马”跑得快、反应敏捷，就选择“老鼠”，不应该
医生救人一命不如文章一篇，这就简直是本末
倒置的制度笑话了。

“什么都推给评价标准是推诿。问题不只是
标准问题，而在于人事安排和执行者，有没有伯
乐之心和伯乐之能？难道真的就调查不清楚

吗？”浙江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沈华清说。

坚持“四个回归”，以新标准破“四唯”

一些“青椒”认为，问题的实质
不在“四唯”，而在“唯”的标准是否
是真学问、真权威、真创新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
谓也。一校精神所在，实在老师。

必须看到，即便在当前“唯论文、唯职
称、唯学历、唯奖项”现象广泛存在的大环境
下，仍有退休返聘授课，因家中老母亲过世
不得不中断课程，事后给大家鞠躬道歉的老
师；有收到得意门生婚礼邀请，却因两天后有
课要认真准备而放弃出席的老师；也有对跨
院系旁听的学生都能认真征询意见，及时回
复邮件的老师……这些，恐怕才是中国高校
大师精神的灵魂所在。

“必须坚持把‘四个回归’作为高等教育改
革发展的基本遵循。”教育部高等教育司司长
吴岩近日在 2018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强
调，一是回归常识，学生要刻苦学习，高校必须
围绕学生刻苦读书来办教育，引导学生求真学
问、练真本领，成为有理想、有学问、有才干的
实干家。二是回归本分，教师要潜心教书育人，
老师是第一身份、教书是第一工作、上课是第
一责任，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
平高超、方法技术娴熟。三是回归初心，高等学
校要倾心培养建设者和接班人，用知识体系
教、用价值体系育、用创新体系做。四是回归梦
想，高等教育要倾力实现教育报国、教育强国
梦。高等教育最重要的不是把自己做强，而是
把国家做强，回归梦想要落实到建设一流本
科、做强一流专业、培养一流人才。

10 月 23 日，科技部、教育部、人力资源
和社会保障部、中国科学院、中国工程院联合
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称、唯学
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这次行动的清
理方向有三，其中包括“对部门和单位政策文
件中涉及‘四唯’的规定进行修改；对本部门和
单位牵头执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涉及‘四
唯’的规定，提出修改建议”；“对各类考核评
价条件和指标中涉及‘四唯’的内容进行调整，
具体表现形式包括但不限于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手册、评审细则等”。

采访中许多“青椒”认为，中央进行“反
四唯”的专项整治行动势在必行，但用什么
样的方式来替代、完善现有的科研评价体
系也很重要。

一些“青椒”认为，问题的实质不在“四
唯”，而在“唯”的标准是否是真学问、真权威、
真创新。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城市经济与公共
管理学院教授刘业进说，按照理想状态，文科
学术评价本应是结合科学的量化标准和学术
同行评价而产生，但现实中往往是不懂行的
行政人员主导，导致好制度难落地，最终还是
成了简单的量化考核。强调论文本身没有问
题，但既要重视“小同行”的意见，也要辅之“大
数据”的手段，准确评价一篇论文或一篇研究
成果的真实影响力。

还有一些“青椒”提出，要警惕借破“四唯”
虚化标准，变成特权当道、学阀当道、没有标准
的改革。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彭
峰反映，中央提出破“四唯”之前，在替代方案都
还没有的情况下，有的单位已经开始打着改革
的名义降低标准、虚化标准。许多青年教师担忧
地说，硬性标准虽有缺陷，但好歹能打通人才上
升的渠道。如果依赖同行打分，科研之外可能还
需要和领导、行业权威搞好关系，更加助长关
系、圈子、权力对学术的渗透。

采访中很多人呼吁破立并举，一些高校已
经在积极探索。据了解，南京大学已经出台了

《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科研成果分类评价方
案》，提出将成果评价范围扩大至：学术论文、学
术专著、文献整理、决策咨询报告、学术译著、优
秀案例创作、文化艺术创作等。其中后四类成果
在成果认定和绩效评价时，参照标准折合计算
为论文绩效，相应评价结果在绩效考核和职称
评定中给予同等认定。

“青椒”之困：只要能发论文，会不会讲课都行?
破“四唯”可谓抓住了牛鼻子，但还需“破立并举”，才能彻底解放高校青年教师的生产力

10 月 23 日，科技部 、教育部

等五部门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

论文 、唯职称 、唯学历 、唯奖项”专

项行动的通知》。这次行动的清理

方向有三，其中包括“对部门和单

位政策文件中涉及‘四唯’的规定

进行修改 ；对本部门和单位牵头

执行的法律和行政法规中涉及‘四

唯’的规定 ，提出修改建议”；“对

各类考核评价条件和指标中涉及

‘四唯’的内容进行调整，具体表现

形 式 包 括 但 不 限 于 评 价 指 标 体

系 、评价手册 、评审细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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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

近期 ，多部委启动清理
“唯论文 、唯职称 、唯学历 、唯
奖项”专项行动。新华每日电
讯记者调查发现 ，近年多起
抄袭 、撤稿乃至师德沦丧的
事件 ，背后都有典型的“四
唯”问题 。在相关讨论中 ，不
少青年教师说出了自己关于
学术与科研的困惑。

在外界看来 ，高校青年
教师是知识水平高 、经济收
入高 、社会地位高的“三高”

群体 ，但他们有的自认是高
学历 、低收入 、低生活质量的
“一高二低”群体。调查显示，
40 岁以下各年龄段高校青年
教师对自身职业和发展状况
满意者不足 40% ，科研压力
大 、职称晋升难和教学任务
重 ，已成为“青椒”们必须面
对的三座“大山”。

有什么样的指挥棒 ，就
有什么样的导向 。一些“青椒”唯发表论文马
首是瞻 ，乃至出现“认认真真栽培自己 、稀里
马虎培养学生”的现象，究其因源于“四唯”问
题在高校长期存在 。这一现状导致的后果便
是多输——— 学校收获了一批质量低劣的论
文，高校教师把精力耗在发表粗劣论文上，学
生则是最大受害者。

在 2018 高等教育国际论坛年会上，教育
部高等教育司司长吴岩直言：“一部分学生天
天打游戏，天天睡大觉，天天谈恋爱，‘醉生梦
死’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一部分教师‘认认真
真栽培自己 、稀里马虎培养学生’的日子一去
不复返了。一部分学校‘领导精力投入不足，教
师精力投入不足，学生精力投入不足，资源配
置投入不足’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三个“一去
不复返”，振聋发聩，赢得舆论共鸣。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加快一流
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现高等教育内涵式发
展”。“双一流”建设关乎国之大计，关乎教育强
国的成色。但是，如果放任高等教育存在重科
研轻教学的现象大行其道，如果对课堂“注水”

的现状熟视无睹，如果老师不得不停留在表格
上 、框框里……就不可能培养出一流人才，也
不可能建设一流学科，又谈何一流大学？

把脉问诊不难，开出药方也不难，难的是
如何对症下药。教育部相关部门负责人指出，
“必须坚持把‘四个回归’作为高等教育改革发
展的基本遵循。”具体来说，学生要刻苦学习，
高校必须围绕学生刻苦读书来办教育，引导学
生求真学问 、练真本领，成为有理想 、有学问 、
有才干的实干家。简言之，教育要尊重常识，回
到尊重教学和教育规律的轨道上来。

清理“四唯”背后，凝聚着民众的殷殷热望，
也标注着中央的顶层设计。在不久前召开的全
国教育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深化教
育体制改革，健全立德树人落实机制，扭转不
科学的教育评价导向，坚决克服唯分数 、唯升
学 、唯文凭 、唯论文 、唯帽子的顽瘴痼疾，从根
本上解决教育评价指挥棒问题。

说到底，教育改革改的是教育，革的是弊
端。顽瘴痼疾能不能革除，教育评价指挥棒能
不能调正，办学体制改革和教育管理改革能不
能步入正轨，直接关乎改革能否成功，关乎改
革是否有成效。

改革从来都不易，教育改革尤其不容易。

但教育改革关乎国运，关乎民族未来，也关乎
师生权益，不改不行。此前，科技部 、教育部等
多部门联合发布《关于开展清理“唯论文、唯职
称、唯学历、唯奖项”专项行动的通知》，意味着
教育改革正在稳健推进。在为此点赞的同时，
也应看到改革要发挥作用，不可能轻轻松松 、
敲锣打鼓就能做到。因此，我们既要充分认识
到改革之难，做好足够的心理准备，也要出台
配套措施，防止跑偏。

正如一些“青椒”担忧的，要警惕借破“四
唯”虚化标准，变成特权当道、学阀当道、没有标
准的改革。有专家也提到，中央提出破“四唯”之
前，在尚无替代方案的情况下，有的单位已开
始打着改革的名义降低标准 、虚化标准。如果
不能及时矫正，破“四唯”就会适得其反，教育改
革进程也可能被干扰。改革越复杂，越需在把准
方向的同时考虑得更审慎，设计得更周全。在推
动改革过程中，也要更注重反馈，多倾听民意。

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习近
平总书记曾指出：“今天，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
高等教育的需要，对科学知识和优秀人才的需
要，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为迫切。”关注高校教
师生存状态 、困惑困难，对高等教育现状进行
“地毯式”调查，有益于中央决策，有益于深化教
育改革，有益于建设“双一流”。革故鼎新，破立
并举，当改革成效不断呈现出来，受惠的不只
是高校师生，还包括高校乃至整个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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