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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优价
是 无 可 厚 非
的， 当然应该
给以激励， 但
也必须有一个
限度。 因为，
学费差异过大
与波动频繁不
利 于 MBA 教
育的稳定和健
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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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

■■

高校科研经费
亟须强化监督
■胡乐乐

据 《半月谈》 报道， 在中央巡视组近
期对国内一名牌大学的通报中， 科研经费
的管理和使用成为其中一项重要内容，这
让高校科研腐败话题再次进入公众视野。
记者调查发现， 由于几乎无报销监管， 所
以现在有的高校科研经费已变成个人“提
款机”。

时下， 科研课题的级别越高、 经费越
多， 就越有吸引力， 竞争也就越激烈。 在
这种难免有人冲着经费的高度功利性之
下， 毋庸讳言， 科研课题的申请、 评审、
批准、 开题、 中期考核、 结题就不可避免
地沾染上了铜臭味。 为了成功申请下来课
题， 一些申请者往往想方设法， 投其所
好。 在结题前， 课题负责人还需要做好工
作， 以便让参加结题的专家们“不为难”
课题负责人， 顺利通过结题。 然后， 课题
负责人就能拿着各种票据将课题剩余的科
研经费全部报销出来， 纳入私囊。

由于是为了经费而非科研本身忙活科
研课题， 所以一些课题负责人当然就不会
全心全意于课题， 也就是说， 往往不会真
去差旅、 调研、 考察、开会、购买科研用品
等。课题负责人在报销时，得按照课题经费
管理的规定出具相关票据，如会议邀请函、
火车票、飞机票、车船票，以及食宿、图书资
料、购置设备等发票。如果本身就没有做过
这些事情， 那么就只能想方设法提前搜集
准备好这些票据。 套取科研经费的手段五
花八门———凡是能开发票报销的就都用
上。 这就养活了靠开具虚假发票吃饭的一
批人。 另外，许多硕士生、博士生也忙活着
为导师报销科研经费四处找发票， 经常为
省事直接花钱找人开虚假发票。 虽然有关
部门一再要求加强和完善科研项目经费报
销审核监督制度， 但由于存在着巨大的利
益， 往往流于形式而得不到认真执行。

有关部门现在是时候进一步采取切实
有效措施整治这一乱象了。 不然科研课题
泛滥成灾， 大把大把的经费被用虚假票据
报销了， 但却出不了货真价实的科研成
果， 在制造科研繁荣泡沫和假象的同时，
还让一些人用科研经费腐败， 同时肥了私
囊， 发了科研的财。

（作者系中国海洋大学教育系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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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MBA办学先治收费乱象
■徐冬青

据新京报报道， 最近有北京交通大学
学生反映称， 该校MBA （工商管理硕士）
的学费增降幅度达数万元， 没有统一的
定价方式， 损害了学生受公平教育的权
利。 记者调查北京20多家高校和商学院
MBA班发现， 不仅同一所学校每年的学
费可能会不同， 不同学校在同一年中学
费的定价也相差较大。 以在职MBA学费
为例， 北京大学为25.8万， 清华大学23.8
万元， 而中国石油大学、 北京物资学院
等高校为5万元， 长江商学院则高达39.8
万元。 此外， 在记者所统计的高校中，
除清华大学MBA较去年的18.8万元上涨5
万元外， 其余高校或降价一两万， 或保
持不变。

近些年， MBA课程持续火爆， 国内
各大院校争相开设， 形成了一种如火如荼
的市场局面。 从媒体报道内容来看， 学费
浮动和价格差距巨大是目前MBA学费问
题的两大症结。 价格的波动反映了MBA
教育当前还处于一个培育和规范的不成熟

的发展阶段。 价格波动的背后并不清楚办
学成本是怎样计算出来的， 而由于目前的
工商管理硕士培养工作还处于一定程度上
不透明和混乱状态， 想攻读MBA的学生
还基本上是从录取分数线和学费的考量来
进行选择， 因此价格的波动自然对消费者
产生较大的影响。 同时， 一些高校所谓
“店大欺客” 现象或心态的出现， 也在意
料之中。 但长期这样下去， 也不利于
MBA教育的形象。 一年一个价， 反映出
市场的不稳定和不成熟， 波动中必然有利
益无辜受损者， 一些学生认为不公平的抱
怨声也值得同情。

当然， 学费的升降无定固然反映了办
学市场一定程度的不稳定状态， 而各个院
校之间的价格差异巨大这一现象， 则更值
得我们关注。 一些人士认为， MBA教育
不属于正规教育， 应该按照商品经济的原
则， 等价交换， 愿买愿卖。 但即使按照市
场原则， 也仍然需要有明确的价格标准，
有透明的价格调整机制和规则。 此外， 各
个院校的MBA项目一窝蜂地上马， 也容
易导致重复设置、 恶性竞争、 短期行为等

问题。 通过市场的自发调节， 应该有效引
导各个院校在MBA设置方面体现出各个
大学的特色出来， 这可能才是我们举办
MBA的目的所在， 而不是靠市场来解决
收入问题， 透明规范依旧是我们需要研究
的问题， 也是促使MBA教育规范有序发
展的基本保证。

应该说， 对于高校开设MBA课程，
自定价格， 愿买愿卖， 这原本无可厚非。
但这中间， 是否有个“度” 的问题？ 特别
是处于市场发育不成熟状态中的MBA，
是否存在办学信息特别是学费价格调整的
透明度问题？ 而如何让不同院校的MBA
办出自己的特色， 避免造成同质化竞争的
局面， 也是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应该说， MBA是一个高回报率的市
场项目。 然而， 究竟MBA是富人集聚社
会资本的社交场所， 还是培育商业精英的
教育机构？ 如何避免办学方向偏差， 发挥
MBA教育机构的正能量？ 有效建立他律
与自律机制， 建立行业标准， 实施有效引
导是保证MBA可持续发展所需要解决的
基本问题。 而在当前中国攻读MBA的学

员年龄越来越小的情况下， 到底是让学生
来镀金， 还是真的能学到东西， 进而为今
后的发展打下深造的基础， 或是院校借着
这个平台来提高自己的收入？ 这些都是不
容回避的关键问题。

结合上述分析， 笔者认为， 要规范
MBA办学， 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第一，
从行业自律的角度， 需要建立和发挥行业
协会的作用， 建立行业标准， 实施行业指
导。 第二， 从他律的角度来说， 消费者特
别是学员个体的利益保护机制的建立也非
常有必要， 价格调整是可以的， 但必须有
相应的信息披露制度及理由说明。 第三，
政府在行业监管方面不能不作为， 尤其是
在价格差异巨大的情况下， 不能将MBA变
成富人集聚的场所和社交俱乐部， 尤其是
对于公办大学来说， 市场原则并不是推卸
大学为社会提供教育培训服务责任的借口。
当然， 优质优价是无可厚非的， 当然应该
给以激励， 但也必须有一个限度。 因为，
差异过大与波动频繁不利于市场的稳定，
更不利于中国的MBA教育的健康发展。
（作者系复旦大学高等教育研究所副教授）

大学生交往危机
别赖手机
■陈卫东

据报道， 南京某高校一名“95后” 大
一新生小徐开学不到一月， 因无法忍受宿
舍生活中的种种不快， 出现了抑郁， 只得
告假看心理医生。

据麦可思研究院对2013年部分大学新
生的调查， 45%的人表示进入大学后最担
心的问题是人际交往。 很多大学新生直
言， 人际关系是最让他们郁闷和头疼的事
儿。 随着智能手机依赖症的“普及” 和低
龄化， 大学新生人际交往的矛盾会变得突
出。 有大学新生坦言， 现在的大学生有很
强的社交网络依赖症， 大家在一起时， 基
本都是忙着刷微信、 看微博。 有的学生甚
至戏言，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莫过于
我们坐在一起， 却各自在玩手机”。 对此，
笔者不禁要问“睡在上铺的兄弟， 你去哪
里了？” “95后” 的天之骄子究竟怎么了？

这些问题的出现， 不能简单地归因于
他们交往能力不强，心理素质不好，性格孤
僻等， 也不能归咎于手机和互联网依赖症
带来的种种消极影响。 这种不足根源于长
期对与人共处能力培养的忽视和相应教育
的缺失。 数据显示，仅2013年就约有295万
独生子女进入高校，堪称史上“最独”的一
代新生（2013年全国高校本专科招生699万
人）。他们当中的相当一部分从小受到父母
的宠爱， 以争取优异的学业成绩（考试分
数）为第一要务，过着三点一线（家庭、学
校、辅导班）的生活，其他方面的教育和能
力培养长期被忽视， 甚至缺失。 这种教育
已经很难适应现实社会发展的需要。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展望21世纪人类
社会发展将面临的一系列挑战的基础上，
提出了教育的“四大支柱”： 学会共处、
学会学习、 学会做事和学会生存。 这四种
能力是当代青少年需要具备的最为重要的
基本能力和素质， 这些能力和素质的培养
是当今教育最重要的目标和任务。 这与我
国全面发展的育人目标是一致的。 为此，
应从小就培养学生学会与他人共同生活和
合作的能力， 尊重彼此的个性， 而不要一
味地强调竞争。

在更加开放、 多元和全球化的当今社
会，既充满竞争，也离不开合作，人际之间、
民族之间、国家之间的交往日益密切，彼此
的依存性越来越强， 既要尊重多样化的现
实， 又要尊重价值观的平等， 增进相互了
解、理解和谅解。年青一代要理解和尊重社
会的多样性，正确地认识自己，正确地认识
他人，更好地走向社会，走向世界。
（作者系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免费高尔夫暗藏“生意经”
湖南省首个高尔夫运动进校园试点项目在株洲市何家坳小学正式开

展。 其实今年上半年这项活动就已在该校二年级学生群体中试运行， 这一
项目不收取任何费用。 （10月4日 《潇湘晨报》）

近几年， 国内不少地方都在中小学推广高尔夫这项所谓的“贵族运
动”， 受到一些家长和学生的青睐。 一方面， 高尔夫在很多人眼中足够
“高大上”， 另一方面， 它运动量较小， 不像其他运动那样辛苦， 也很安
全。 但是， 高尔夫对青少年体质锻炼的价值， 显然比不了很多常见的运动
项目。

而学生可以免费学习高尔夫， 这无疑是个很大的噱头。 都说天下没有
免费的午餐， 难道高尔夫是个例外？ 据媒体报道， 高尔夫项目的主办和协
办单位分别是当地一家高尔夫学院和球会组织。 学校负责人则表示， 试点
高尔夫项目旨在让学生多了解一种文化。 乍一看， 这仿佛是一项纯粹的教
育公益活动， 但为什么选择了何家坳小学？ 原来， 这是株洲一所老牌名
校， 在当地甚至有“小清华” 的美誉。 有关方面显然是看重了这里的很多
学生拥有参加高尔夫运动的消费能力， 让学生从七八岁开始接触， 目的无
非是希望把他们培养成未来的消费者。 这难免让人提出质疑： 高尔夫项目
试点是否有嫌贫爱富的嫌疑？ 将来推广范围是否会扩大到当地所有学校？
农村边远地区的学校能得到这种机会吗？

杨国营 文 焦海洋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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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就业黑名单”合乎集体理性选择
■朱四倍

客观地说， 学生拒签是个体理性的表
现，本无可厚非。 但是，在信息不对称和就
业机会稀缺的当下，个体的理性往往导致
集体的非理性，不仅使很多毕业生不能顺
利获得就业机会，而且造成了外部的负面
影响———就业机会的丧失、 学校形象的受
损，严重的话，还可能对学弟学妹未来的就
业造成影响。这是一个“囚徒困境”，也是学
校、企业和社会不愿意看到的。

由此，“就业不诚信学生名单库” 得以
出笼，但其真的能解决这种“囚徒困境”吗？
首先应明确，就业机会不仅具有个体属性，
更有社会属性， 不仅是一种平等竞争的机
会，更是一种资源的分配。当某个个体可以
拥有多次乃至无端浪费就业机会的时候，
就意味着其他个体可能无法获得相应的就

业机会和资源， 这也是我们反对“父贵子
荣”和“权力招聘”的重要原因所在。 因此，
“就业不诚信学生名单库” 有着公平的指
向， 也有着正义和平等的寓意。

其次， 个体理性是基于个人利益最大
化的一种选择， 但个体离不开集体而存
在， 当个体的选择无法促使集体利益的最
大化， 不是促使形成帕累托最优的状态而
是造成整体利益的受损时， 就有必要对个
体理性进行必要的限制和调控， 以保障个
体理性与集体理性行使在社会所期待的轨
道上。 沿着这样的逻辑分析， “就业不诚
信学生名单库” 尽管对个别学生的所谓理
性进行了制约， 但可以保障其他学生获得
同样弥足珍贵的就业机会， 既让机会平等
得以实现， 也让学校形象得到呵护， 不失
为一种合乎集体理性的选择。

此外， “就业不诚信学生名单库” 蕴

含帮助弱者， 进而实现社会公平的理念。
正义论大师罗尔斯认为， 一种正义的制度
应该通过各种社会安排来改善这些“最不
利者” 的处境， 增加他们的希望， 缩小他
们与其他人之间的分配差距。 只有机会均
等的社会才是公平的社会。 如果背离机会
均等， 就有可能在扩大一部分社会成员享
有的机会资源的同时， 剥夺另一部分社会
成员的机会资源， 限制了这些社会成员的
发展前景。 假如我们承认就业机会是一种
宝贵资源的话， 那么， 对得不到这种资源
的群体， 学校从制度方面进行必要的扶持
显然是一种必要， 而“就业不诚信学生名
单库” 之所以得到50%学生支持的原因，
恐怕就在于此。

当然， 学校应严格限制“就业不诚信
学生名单库” 的边界， 不能肆意扩大化，
防止其成为损伤学生权益的隐形“杀手”。

笔者以为， “就业不诚信学生名单库” 的
警示和惩戒作用的实现要有边界， 不能为
了“就业率” 或方便自身管理， 扩大和滥
用“就业不诚信学生名单库” 的作用。 对
学校来说， 要教育引导学生树立契约意识，
要进一步强化就业信息的无障碍流通， 保
障毕业生群体都能公平、 平等地获得就业
机会和资源， 尽量减少拒签现象的出现。
道理很简单， “就业不诚信学生名单库”
是一柄双刃剑， 过度使用对学生和学校都
是一种无形的伤害。

“就业不诚信学生名单库” 给我们提供
了观察个体理性导致集体非理性的样本，
同时也是对学生进行无声的契约意识和平
等意识的教育。 这或许是它更为重要的价
值， 对即将进入社会的大学生群体来说尤
其如此。

（作者系河南信阳师院教师）

编者按
中国石油大

学(华东) 建立的
“就业不诚信学
生名单库” 日前
引发热议。 当前
正是大学应届毕
业生求职的高峰
期， 一些学生出
于各种原因，会
在通过用人单位
面试后， 最终拒
绝签约。 校方认
为， 这不仅浪费
了招聘资源，也
影响了学校的声
誉，因此出台“就
业不诚信学生名
单库”加以约束。
学校这一做法是
否妥当？ 能否收
到预期效果？ 本
报邀请业内人士
就此发表观点，
以飨读者。 大学生拒签不等于就业不诚信

■姜朝晖

在大学生就业环境一年更比一年艰难
的情形下， 当前就业主体多为90后的毕业
生， 动辄拒签或毁约， 的确给用人单位和
高校就业工作带来一定的不利影响。 对
于高校为了提高学校就业率， 建立所谓
“就业不诚信学生名单库”， 并不是完全
不能理解。 但是， 无论出于什么目的，
或者实属“无奈之举”， 笔者以为， 大学
生“拒签”， 并不等于“就业不诚信”，
高校建立“就业不诚信学生名单库”， 实
为不妥。

尽管从国家层面的价值导向来看， 我
们须以诚信为本， 逐渐建立和完善个人征
信体系和制度。 但是， 就此事而言， 拒签
和诚信并没有明显的关系， 何谈“就业不

诚信”？ 把学生纳入“就业不诚信学生名
单库”， 实际上是对学生正当就业权益的
僭越。 首先， 从高校就业制度上来看， 从
上个世纪末大学扩招之后， 我们就逐步建
立了以市场导向为主的双向选择的就业制
度， 学生和用人单位可以互相选择。 其
次， 从用人单位来说， 也想找到那些真正
素质过硬， 并能够留下来安心工作的学
生， 这样也会给毕业生留出一定的弹性空
间。 再其次， 从学生层面来看， 也需要多
参与一些面试， 获得一些用人单位提供的
就业机会， 这既是对个人能力的认可， 也
获得了相应的历练， 为寻找更合适的就业
机会打下基础。 由此看来， 这种拒签， 不
仅是允许存在， 同时也是大部分学生就业
的必经之路。

事实上， 用人单位可以选择学生， 学

生也可拒签用人单位， 这很公平。 虽然会
加大就业工作的难度， 相应也会给其他一
些同学的就业带来不便， 但是， 适当选择
拒签， 并没有问题。 退一步说， 如果让所
有的大学生都不能拒签， 那实际上和扩招
之前国家统一分配的就业制度有什么太多
区别呢？ 看似减轻了大学就业工作的负
担， 但是不是大学毕业生和用人单位所需
要的呢？ 这值得进一步审思。

近些年， 在就业形势严峻的背景下，
虽然我们引导大学生“先就业后择业”，
但同时也提出了不只看高校“就业率”，
更要看“就业质量”。 高校建立“就业不
诚信学生名单库”， 实际上是想提高大学
就业率， 但“就业质量” 似乎就搁置一边
了。 以笔者看来， 就业率固然重要， 但有
质量的就业才更重要； 而实现有质量的就

业， 需要进行一定的选择， 从某种程度上
来说， 拒签不可避免。

笔者以为， 大学生需要诚信， 但是学
校公布“就业不诚信学生名单库”， 这无论
是对这些学生来说， 还是对学校的长远发
展来说， 都有负面影响。 其实， 在就业之
前， 高校完全可以通过学生就业指导、 职
业生涯规划等课程进行指导； 在就业过程
中， 对于反复“拒签” 且造成较大负面影
响的学生， 进行适当的引导和建议。 但究
其实， 高校真正应该做的， 不在于过多地
对学生进行规制， 而在于面向市场办学，
提高教育教学质量。 如此， 无论面对怎样
的就业环境， 才不会冒然作出类似的“无
奈” 之举。

（作者系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等教
育研究中心博士）

【反方】

【正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