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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能重复”的实验引爆争议
近日，关于河北科技大学副教授韩春雨的最新发现是否可重复实验的争议持续发酵。13名科学家实名公开了他们“重复”韩春雨实验方法

的结果：“阴性的”“不工作”等等。他们认为，由于韩春雨的实验至今未能“重复”，其实验方法令人怀疑，希望韩春雨能公开所有原始数据。

此番中国科学界围绕一项新的基
因编辑技术实验可否重复的质疑和争
议，恰逢每年一度的“诺奖季”，由此也
更加凸显了这些质疑和争议的意义。

以当今科学与人类福祉紧密关联
的性质，尤其是在中国——科研活动经
费几乎都来自纳税人缴税而构成的公
共财政的情况下，公众有权利知道科研
成果的真伪，科学家也有义务对公众做
出相关的说明。不过，在科学研究问题
上，公众也不妨多一点耐心，多待一些
时日，给相关研究者及其科学界同行留
足时间，以完备其回应的结论。

在此，所谓不妨多一点耐心，更主
要的还是指那些在相关结论未出就破
例迅速动起来的部门和单位。据报道，
在韩春雨团队的基因编辑技术实验被
披露后，韩春雨在几个月内已经成为河
北省科协副主席、“美丽河北·最美教
师”。今年7月，韩春雨所在的河北科技
大学又推荐其为 2016 年度“长江学者奖
励计划”人选的候选人。不仅如此，这个
尚未得到科学界公认的基因编辑技术，
却在短时间内吸引来了河北省财政性资
金安排 2.24 亿元，用于河北科技大学基
因编辑技术研究中心项目的建设⋯⋯

头衔也好，资金也罢，不是不可以
给，也不是不可以拨。但是，等相关质
疑和争议有了定论再行决定，一点也不
晚。在质疑和争议声中，再多的头衔、
再多的资金，对这项基因编辑技术实验
可否重复一点忙也帮不上。科学家的
问题，不是头衔能解决的；科学的问题，
也不是钱能解决的。

（本文系光明网评论员文章，有删改）

再等些时日又何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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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愿”捐款

这次13名科学家站出来，和
此前媒体报道的目的一样，都是
希望推动对此事的学术调查。
只有韩春雨所在的大学——河
北科技大学，针对舆论的争议与
质疑，启动独立的学术调查，才
能有权威的学术认定。而如果
韩所在大学不启动学术调查，
这需要中国科协、河北省科协
等学术机构出面，组织独立的
调查委员会进行调查，给公众
一个权威的回应。

目前，由于大面积无法重复
实验，舆论对韩春雨十分不利。
有一些网友直接把“造假”的帽

子扣在韩春雨头上。这是缺乏科
学态度的，而这也是河北科技大
学迟迟不启动调查，必然出现的
问题。一项新技术，在公布之
后，其他学术机构不能重复实
验，其实有多种可能，既可能是
技术不成熟，研究者误以为自己
取得了突破性成果，但实践检验
效果不理想；也有可能是研究者
弄虚作假，为发表顶级期刊论
文，伪造实验数据。

韩春雨发明的新技术，究竟
能否被重复实验？如果不能重复
实验，究竟是科研失败，还是科研
造假？是学术研究水平问题，还

是学术不端问题？这需要学术共
同体独立调查。道理很简单，对
于学术争议，没有必要采取回避
态度，如果调查表明，关于新技术
的研究并不成功，那这对科学家
来说，会是一次沉重的打击，但这
没有什么了不起，很多伟大的科
学技术新发明，都是经过无数次
失败才获得的。只有一种情况，
研究者本人和所在机构是极力反
对学术调查的，即经不起学术调
查，担心调查会影响既得利益。

这也是部分网友现在就给
韩扣上“造假”帽子的原因。但
无论如何，舆论只是舆论，不能

代替学术调查和学术评价，只有
学术的归学术，才会将韩春雨事
件拉回学术轨道。

在任何国家，都可能出现学
术造假，关键在于是否有对学术
造假的自净、纠错机制，学术造
假是个体问题，而缺乏自净和纠
错机制，则是学术环境的问题。
离开了自净与纠错机制，就将使
学术置于一个严重缺失诚信的
环境中，这是严重阻碍科学家创
新的，甚至会让很多公共资源用
于纠缠基本的学术常识问题。

（作者蒋理，原载《北京青年
报》，有删改）

对韩春雨实验应启动学术调查

陕西商洛学院艺术学院的张
蕾（化名）没想到，自己在大学里
的第一次捐款，是被强制要求
的。她被辅导员“委婉”告知，学
校组织的校庆捐款，每人都得捐，
她被要求最低捐50元。据《新京
报》报道，陕西商洛学院日前回应
称，学校倡议学生自愿捐款，不限
金额，但是在上下级传达的过程
中，二级学院出现偏差出了问题，
学校也已进行改正。

实验结果重复不出就是造假吗？
有人认为，重复不出来他的

结果也不能说是他造假，或者能
否重复本身就是概率问题；虽然
有很多人重复不出他的结果，但
只要有一个人重复出来就够了。

这种观点靠谱吗？其实，早
就有专业人员认为，科学研究有
很多是不能重复出来的，还用统
计学研究常用的 P 值来说明，科
学研究的结果是无法完全重复
的。所谓 P 值就是当原假设为
真时所得到的样本观察结果或
更极端结果出现的概率。P 值
越小，表明结果越显著，或越具
有统计学意义。

但是，对于生物医学研究，
也有一个为业界公认的标准，即

科赫法则，有四内容：在每一病
例中都出现相同的微生物，且在
健康者体内不存在；要从宿主分
离出这样的微生物并在培养基
中得到纯培养；用这种微生物的
纯培养接种健康而敏感的宿主，
同样的疾病会重复发生；从试验
发病的宿主中能再度分离培养
出这种微生物来。

尽管都是科学原则，但 P 值
的标准似乎有点宽泛，而科赫法
则又似乎太严格。其实，只要看
看多年来的生物医学研究就可
以知道，一些研究结果只要把发
表的结果占这项研究多次获得
结果的百分比，就知道很多科学
研究结果真的是无法重复的。

拜尔医学的研究人员对 23
位科学家(实验室主任)领导的研
究小组在《细胞》《自然》《美国科
学院院刊》《科学》上发表的 67
个实验项目的数据进行重复性
实验。结果显示，在 67 个项目
中，仅有21%的项目实验数据(拜
尔医学研究人员获得的数据)与
文献数据(已发表的实验数据)一
致；高达 65%的项目数据不能重
复；另有7%的项目能重复主要数
据，4%的项目可重复部分数据。

显然，大部分已发表的研究
结果是不可重复的。一个此前
没有得到披露的事实可能揭示
为何有很多的生物医学研究不
可重复，这就是研究人员选择性

地发表其研究结果，或者说在科
学研究中用文学手法讲故事。

当然，不可重复的研究结
果也并非没有意义和价值，这
至少是一种试错，也就是其他
研究人员(至少是一半以上)对一
项研究结果无法重复后就会怀
疑这个结果，从而改弦易辙，
重新寻找方向。

即便科学研究的结果并非
每项都能 100%重复，但一项科
学研究得到认可，肯定是需要可
重复研究的结果，并同时要经历
从相对真理逐步走向绝对真理
的过程。

(作者张田勘，原载《南方都
市报》，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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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教舆情监测数据）

全国高中哪家强？多年来，
一些机构热衷给全国知名高中排
座次，由于纯属民间行为，大家
也不太当回事。但最近，居然有
一份号称是教育部发布的“2016
年全国百强高中名单”在自媒体
平台广泛传播，引发一波不小的
舆论风潮。随即有教育界人士对
这份榜单的来源和真实性提出质
疑。日前，教育部公开表示，“从
未开展过全国百强高中等评选和
排名活动”。各大媒体迅速播发了
这一辟谣消息，相关争议很快云
消雾散。

权威部门直面质疑，迅速应
对，公开辟谣，取得了较好的效
果。但纵观最近教育领域一些热
点舆情事件，舆情应对的整体现
状依然不容乐观，不愿或不敢直
面质疑、应对迟缓、多空话套话
等问题比较突出。

以最近引爆舆论场的“山西
屯留一中教师假日聚餐被县纪委
通报”一事为例，面对汹汹舆
情，当地有关部门迟迟不做正面
回应，面对各界质疑，反而摆出
一副对抗姿态，想尽办法为自身
行为辩解。比如舆情初现时，有
媒体跟进报道，这本是澄清事
实、与外界正面沟通的绝好时
机，但接受采访的居然只是当地
有关部门一位不具名的“工作人
员”，并解释称当地此前曾明确规
定过工作日中午不能饮酒，关于
工作日的判定，这位工作人员则
称，“要以全体机关事业单位是否
上班为准”。此番表态无异于火上
浇油，以新华社为代表的各大媒
体一拥而上，揪住把柄，穷追猛
打，质疑当地生搬硬套相关规
定，“好经被歪嘴和尚念歪了”，
舆情危机进一步升级。

做好舆情应对，直面质疑是
第一步。回避矛盾，不愿、不敢
与外界正面对话，只会让负面舆
情滑向难以控制的境地。

舆情应对的另一大忌，是行
动过于迟缓。有的是心存侥幸，
故意采取拖延战术，以为熬过几

天的舆论高峰期，负面舆情自然
会退潮；有的则是不知如何应
对，或者一时找不到足以应对舆
情危机的方法和抓手；还有的是
对舆情应对的重要性缺乏认知，
产生误判。最近，13 位学者实名
宣布无法重复韩春雨的基因编辑
实验一事闹得沸沸扬扬。其实，
相关质疑已持续几个月，目前事
实真相尚无定论，但韩春雨本人
以及河北科技大学校方没能及
时、正面、有力地回应各方质疑，
是争议不断升级的重要诱因。

行动迟缓固然要不得，但只做
到快还远远不够。日前，“山东一
学校食堂疑给学生吃猪食”一事，
引起公愤。事件被曝光后，当事学
校迅速发出公开信，对家长提出的
质疑一一作了回应。但受限于当
事方的身份，学校这种自说自话，
不仅家长们不买账，也很难令公众
信服。直到当地市政府出面，表态
将成立专门调查组，引入第三方机
构调查，限期公布结果，一旦查实
将严肃处理相关责任人，这场舆情
危机才暂告一段落。

随着自媒体的迅速发展，公众
表达意见的渠道变得丰富多元，公

共舆情事件出现的频率在提高，教
育领域如此，社会其他领域亦如
此。有关当事方不恰当的态度与
应对方法，很容易导致负面舆情
升级，种种低级错误，甚至进一步
酿成舆情危机。个中原因是多方
面的，比如思想上的抱残守缺与
僵化思维，昧于公共舆情发展的
新特点、新趋势；方法上依然沿
用过去的旧套路，习惯说空话套
话，信奉“拖”字诀，一味逃避
责任⋯⋯归根结底，是缺乏直面
质疑的勇气和能力。山西屯留县
纪委处分假期聚餐教师一事从事
发到现在已有月余，韩春雨事件
更是持续发酵数月之久，舆情危机
不断升级，甚至引发各种谣言，从
一地、一领域的事件升级为全社会
关注的公共舆情事件，个中教训，
值得警醒与反思。

回避、拖延、狡辩⋯⋯舆情
应对中常见的败笔，最直接的恶
果在于破坏了公众对相关机构和
个人的信任，而不论在教育领域
还是其他领域，这种信任都是极
其宝贵的。要保有或重建这份信
任，勇于直面质疑，无疑是必须
大胆迈出、小心走稳的第一步。

直面质疑是舆情应对第一步
杨国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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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事件

山东一学校食堂疑给学生吃
猪食 家长怒讨说法

教育部：从未开展过全国百
强高中等评选和排名活动

四川7学生被命下跪抽耳光
老师：恨铁不成钢

大学生套取 68 名同学信息
贷款百余万后称病休学

教育部：对大学新生集中开
展风险防范专项教育

山东“戒网瘾学校”体罚学生
属实 被责令停止办学

广东女大学生被电信诈骗自杀
身亡案7名嫌疑人被批捕

大学流行“跨界”48％受访
大学生考虑跨专业读研

小伙租豪车扮“高富帅”7名
在校大学生被骗51万

南师大回应“教授性骚扰女
性”：已进行调查核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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朋友问我：你能不能
推荐一所名校？我想让老
师们去考察一下。

我问：你要什么样的
名校？

他说：教学质量出色
的，办学经验丰富的。

我说：这样的学校可
多了——可是你自己的学
校如何？

他说：我的学校质量
不好，生源不好，老师们
感到“没奔头”，我想让
他们去长长见识，学点精
神和经验回来。

他更深的意思没说：
他想通过转变老师们的精
神面貌，把自己这所薄弱
学校建设成一所优质学校
甚至名校。

有追求的校长，都抱
着类似的美好愿望。

我建议他不妨找几所
升学率不怎么显赫但特色
鲜明、在同行中声誉良好
的学校走走。

我 说 ， 如 果 你 的 学
校 “ 家 底 ” 并 不 深 厚 ，
我不建议你去考察“家
底深厚”“战果辉煌”的
名校。否则，你和你的
老师们会徒增烦恼，事
与愿违。

他听从我的建议，找
了几所学校去考察，果然
觉得所获颇丰。

然而，痴迷于到名校去考察的校长依旧不在
少数，所以，国内那些名校，“取经者”可谓络绎
不绝。

校长们带老师们考察一所所名校，一次次谈
体会、学经验，自己的学校照旧默默无闻，既没
有发生喜人的变化，也没有产生任何想象中的

“教育奇迹”，当然也没有像那些走过的名校一样
“名闻天下”。

适合你的“真经”并不总在那些名校。甚至可
以说，一些自我标榜的名校，并非有太多的真经可
取。坦率地说，有的名校不是校长们“办”出来
的，而是“造”出来的。政府领导强力推动，房地
产商背后驱动，其他各类利益相关方蠢蠢欲动。学
校未造，广告早已打出，声势浩大，接着是建设高
端气派的校舍。继而招兵买马，打出“百万薪酬”
招聘几位名优秀校长和教师，然后从周边学校中挑
选一些口碑不错的教师——师资队伍自然就“强”
了；然后，把招生政策“翻转”一下，遴选全县甚
至全市最优秀的生源——生源自然也有保障了。

其间，自然要召集宣传部门和各大媒体，重点
关注这所“金牌”学校，隔三岔五地宣传其办学

“追求”与办学“品质”，特别是跟踪宣传其迅速见
效的“卓越”的办学成果。3 年未到，甚至学校尚
未投入使用，该校早已成了老百姓心目中的“名
校”。3 年后，结果毫无悬念：首届毕业生成绩优
异，创造出当地教育的数个“第一”，史无前例。
办学成就“立竿见影”，百姓自然趋之若鹜，而取
经者自然络绎不绝。这样的学校，成长不可谓不迅
速，质量不可谓不优异。

可是，经验呢？
有了漂亮的升学率，说出来的，自然都是成功

经验。有地方教育局长就说：“成绩好了，你说什
么人家都信服你；成绩不好，你怎么说人家都不信
你。”谈起办名校的经验，不仅是名校的校长，就
是上级领导也都能替它举个一二三四出来。说实
话，这样的名校，更适合政府领导谈“经验”。只
是这样的经验，并不适合校长和老师们学习罢了。

如果谈经验，和许多薄弱学校总要谈生源和
政策问题相反，这些学校却忌讳谈生源和政策。
他们要大谈创业如何筚路蓝缕、管理如何民主
宽 松 、 教 学 如 何 轻 负 高 质 、 学 生 如 何 生 动 发
展、成果如何全面丰富。他们可以把时下最先进
的理念和最动人的精神，都化为己有。这些足以
表明他们并非依靠太多的先天优势，而是依靠正
确的办学理念、科学的办学路径和卓越的精神走
向成功的。

可是，一些不明就里的“取经者”大惑不解：
你说的这些成功“经验”我们都已经实践多年了，
怎么就没有这么神奇的成效和丰硕的成果呢？

他们不明白，成败之手，不在学校，在乎“山
水之间”啊。他们更不明白，在当地，成就了一所
这样的好学校，是以牺牲了众多的老学校、好学校
甚至已经颇有历史的“老名校”为代价的。

情况就是如此，一些名校是当地政府把当地所
有学校里的“金子”抽走，集中在一块儿“端”出
来的。那些走马观花的“信徒”们，取不到真经，
实属情理之中。相反，那些在一些领导眼里若存若
亡、聊胜于无的学校，倒说不定有一些真经可取。

在学校布局大调整中，听过不少校长悲慨不
已：毁掉一所好学校很容易，要办一所好学校却很
难。此言差矣。在一些地方，学校之“名”与“不
名”、“优”与“不优”，全在于部分甚至个别领导
的一念之间。要毁掉一所好学校自然轻而易举，但
要成就一所“好”学校也轻而易举——只是这样的
好学校，缺乏真正打动内行的“真经”罢了。

至于我们自己——众多非名校的校长和老师
们，也不必自惭形秽。我们可以也应当用心去研究
自己这所先天条件不佳、后天优势也不多的学校，
真心去善待每一个看起来不够“优秀”的孩子；虔
诚地探索一些适合学生和学校的方法、手段与路
子，做一些他人未曾做的、未能做的抑或未敢做
的，然而对于师生和学校却大有裨益的事。

如此，我们即便多么默默无闻，甚至“一无
所有”，我们其实已经非常富有。在我看来，当前
中国教育最缺乏的不是那些如何熠熠闪光的经
验，而是一些在悬崖边挣扎、在沙漠里绽放、在
草丛里唱歌的勇气与智慧。

（作者系浙江省宁波市镇海区立人中学校长，
原载《人民教育》，有删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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