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蹭课保安

保安员上大学， 这个听起来让人振奋

的故事来自清华大学图书馆， 主人公是在

那里做保安的贾作胜。

27

岁的贾作胜来自

山东菏泽农村，高中毕业后，由于家庭经济

等原因，未能如愿继续就读。在打工的几年

里，他一直坚持自学，并在得知在高校当保

安有比较好的学习条件后来到清华。 准确

的信息加上清醒的抉择成为贾作胜取得成

功的前提， 但定力和坚持是其凭实力考进

大学的关键所在。

卖艺琴童

一个身穿纱裙的女孩， 神情专注地演

奏小提琴， 这成了近日北京后海荷花市场

附近的一景。 这个

9

岁女孩名叫吉祥， 称

由于家庭出现经济困难， 所以出来表演赚

钱， 既是为家庭出一份力， 也为自己继续

学琴挣学费。 在搞清楚这并非家长监控孩

子卖艺之后， 我们有理由为这个小姑娘鼓

掌， 为她的孝顺懂事， 为她对音乐的兴

趣， 为她走上街头的勇气。

涂鸦博士

四脚朝天的大闸蟹， 手举哑铃怀抱小

熊的蜘蛛侠，头顶水立方的玲珑塔，手拿漏

斗的扑克国王……近日，

40

余幅医学病理

涂鸦笔记在网上热传，漫画的创作者、在读

医学博士舒畅也因此增加了不少 “粉丝”。

将艰涩的医学专业知识用形象化的涂鸦方

式呈现， 无异于给医科生漫长的

8

年学习

生涯增加了调味剂， 同时也让人看到博士

生不欢乐不罢休的另一面。

多情男孩

1

个肝脏、

2

个肾脏、

2

只眼角膜和

4

块半月板， 这是家住深圳的

13

岁男孩丁

思成捐出的刚刚去世的母亲的器官。 他的

妈妈因突发脑溢血去世。 在妈妈弥留之

际， 这个少年想到妈妈之前曾表示， 自己

死后一定要把器官捐献出来。 小丁用自己

的决心说服了家人， 在器官移植专家团队

的帮助下， 丁母捐献的器官被顺利摘取，

并用来救助

9

名患者。 道是无情却有情，

少年用行动注解了他对妈妈的爱。

（王珺）

■

隍

微观点

■

隍

关注

青少年的体质健康状况令人担

忧。 如北京， 相当数量的学生每天

锻炼时间未达到

1

小时， 青少年肥胖

率目前居全国最高。 据今年上海学

生体质健康调查显示 ，

2010

年 与

2005

年相比 ， 上海学生力 量素 质

（握力） 和女生力量耐力素质均呈下

降趋势。 目前， 我国近视眼患病率

已由全世界第三位上升为第二位。

———

８

月

８

日 ， 全国政协教科文

卫体委员会副主任蒋效愚在 “全民

健身日” 上说

避免沉迷网络的根本对策是做

网络的主人。 网络是一个工具， 也

是一个玩具 ， 绝不是我们的全部 ，

我们不能成为网络的奴隶。 网络时

代是以孩子为师的时代。 虽然上网

有风险， 但是上网是当代青少年走

向世界、 走向未来的必由之路， 也

是走向成功的必由之路。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研

究员、 副主任孙云晓发布于微博

由于现在社会的大环境很浮

躁， 评价

(

教授

)

的机制、 导向也存

在问题， 甚至一些领导访问高校时

只强调科技创新， 要学校拿出这样、

那样的成果， 就是不讲拿出 “人才”

这个最重要的成果。

———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纪宝成

在出席 “世界大学校长论坛” 时说

作研究不要自以为聪明， 总是

想些怪招， 要实事求是， 踏踏实实。

功夫不到， 哪里会有什么灵感？

数学是笨人学的， 我是很笨的，

脑筋 “不灵”。

———数学家吴文俊谈及年轻人

成长时说

对于重点大学农村生比例下降，

舆论给予高度关注 ， 分析其原因 ，

呼吁从教育公平出发， 重视这一现

象， 但是却对农村生更多读高职高

专、 三本、 二本这一现实关注不够。

其实， 就是重点大学提高农村生比

例， 也无法总体改变农村生会更多

读高职高专 、 三本 、 二本的情况 ，

针对这一现实， 如何提高高职高专、

三本和二本学校的教育回报率， 在

眼下可能比关注重点大学的录取比

例更迫切。 这才是问题的症结所在。

———学者熊秉奇谈及日前被众

多媒体关注的重点大学农村生源比

例逐年下降问题时说

大多数学生的身体健康和锻炼

习惯的培养 ， 比争金夺银更重要 。

因为很显然， 需要健康身体的人比

需要体育金牌的人多得多。

———大运会期间 ， 纽约理工大

学校长爱德华·圭利亚在 “世界大学

校长论坛” 上说

自

1995

年教育部开展加强大学

生文化素质教育工作以来， 文化素

质教育作为高等学校实施素质教育

的切入点和突破口， 推进了教育思

想观念和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和发

展， 但是人文教育与科学教育分离

现象仍然严重。

———教育部高等学校文化素质

教育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杨叔子院

士在第二届 “全国高校数学文化课

程建设研讨会” 上说

洗脚就是尽孝吗？ 我不这样认

为 。 现在的年轻人都是独生子女 ，

很多人感到两个人养家里

4

个老人责

任重大， 这才是最本质的孝道与家

庭责任感， 根本就不需要把母亲的

脚抱一抱才能体现。 许多传统文化

要放在历史的长河中看， 传统文化

中的孝道， 讲究的是对等的尊重。

———央视 《百家讲坛 》 主讲嘉

宾、 中央民族大学副教授蒙曼说

（俞水 整理）

在新闻中看见谁的脸

夏日的热浪如一头怪兽左冲右突， 撩拨

搅动着人们的心绪，令其躁动难平。

比热浪更有威力的是纷繁多变、 由新闻

剪辑而成的社会图景， 以其或尖锐或温情的

笔触刺痛或温暖着世态人心。

上世纪

80

年代热播的动画片《蓝精灵》走

上银幕，引得一些

70

后、

80

后走进电影院重拾

自己的童年记忆。英国部分城市骚乱，首相卡

梅伦称英国社会生了病。 美国历史上首位华

裔驻华大使骆家辉足蹬休闲鞋、 身背双肩包

携妻儿抵京履职。 还是有关美国， 副总统拜

登在北京鼓楼品尝京味小吃， 其传递的信息

当然远远超过在平民小店吃东西这件事本

身。 “剩女代言人”刘若英领证结婚的公告让

众多大龄单身男女有点沉不住气。 喧嚣了好

一阵子的锋芝离婚案终于有了结果。 新婚姻

法关于婚前财产归个人所有的新规， 一中小

学性教育课题的阶段性成果被误读为首

部性教育教材继而引发性教育尺度的论

争……从国际到国内， 从文艺到八卦，从

法律到教育，光怪陆离的新闻描摹千姿百

态的社会，纷繁驳杂的社会映照从这巨幅

背景下走过的一张张面孔。

这些面孔表情各异，但无论上妆的还

是素颜的，置于新闻的显微镜下，必须接

受公众的检阅。

来自黑龙江省北安市和伊春市新青

区的教育局副局长、主任、小学校长共

8

人，

因冒充乡村教师身份参加崔永元公益基

金会承办的乡村教师培训班被发现而最

终遭退返，并受到当地教育部门的撤职处

理。 冒充并被揭穿毕竟不是件光彩事，这

几位有头有脸的人士被摘下乡村教师的

面具后，只能以背影示人。 我们只好从新

闻只言片语的描述中，例如出卖他们的手

表和相机，来粗略地拼接他们的形象。 这

些人面目模糊， 他们善于舞动权力的长

袖，近水楼台先得月抢占稀缺资源。 当以

开阔教师视野、提高教师教学水平为旨归

的培训作为一种待遇存在时，那些渴求提

升的基层教师尤其是偏远地区基层教师

便只能望洋兴叹。 此次崔永元的较真除了

引起相关部门重视并对相关人员予以处

理，我们更期待各级教育部门在教师培训

这件事上进行一番反思： 谁更需要培训？

自上而下的逐级培训是最有效的吗？ 怎样

将培训的机会公平地分配给急需充电的

基层教师？

暴雨中，一把伞撑起在残疾乞讨者的

头上。 撑伞的是一位姑娘，她弯着腰护送

坐滑板的残疾老人回家。 发生在夏日苏州

街头的这个场景被路人的相机捕捉， 这幅定

格的画面让人想到羽泉的《最美》：“你的美无

声无息 不知不觉让我追随……” 尽管姑娘

的脸被伞和雨遮挡，但众多读者相信这种美，

并被这种温暖人心的美好所感动。

与此画面相对的， 是上海一拾荒老人在

公交车上遭一男乘客谩骂、 被司机驱逐下车

的新闻。

河南

69

岁的农村老太柴小女在河边洗衣

服时勇救

3

名落水儿童， 在救第

4

个孩子时遇

难，这位普通却英勇的老人令人敬仰。但据说

出事地点是那个村通往乡政府的唯一桥梁，

6

月被洪水冲毁后一直未得到修复，所以，有人

质问：在歌颂平凡者的义举时，是否也应对相

关责任人问责？ 当然，在新闻中，我们没有看

到责任人的身影。

20

多年前， 少年赖宁因救火牺牲并受到

表彰后，便化作一尊雕像，存在于太原市的东

仓巷，被人们记得抑或遗忘。 这个月，赖宁的

名字和故事因这尊雕像的被搬离而被人们重

新提及，并引发了赖宁精神是否过时的讨论。

未成年人参与救火这类危险行为不值得提

倡，但“赖宁雕像的存在就是一种残忍”的论

调还是激起了大多数人的愤慨， 因为赖宁作

为一种崇高的象征伴随了一代人的成长，尤

其在今天这个物质被无限放大、 而精神却在

低处的社会， 人们需要通过维护赖宁的英雄

形象对仅存的崇高表达敬意。在这种呼声下，

赖宁雕像被重新安放在东仓巷。

本月，北京多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关停的新

闻占据了大部分媒体的版面， 最令人揪心的，

是家长无助的眼神，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顺利

办妥公办学校的入学手续；是在校门前徘徊的

孩子的身影，他们不明白为何总要不断迁移。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张脸谱， 那一定是最

中意、最想遇见的面孔。被新闻描绘的各色脸

谱则是存在于或残酷、或温软现实之下，你必

须去正视的角色。每一天，我们在新闻中遇见

无数面孔：真诚的、伪善的，美的、丑的……遇

见他们时，我们会在心里作个评判，并会抱着

“除去虚伪的脸谱”这种美好的愿望。

■

隍

月末聊斋

每到寒暑假，自封为“中国孩子合唱团”

团长的李昕总会有各种担心： 合唱队的孩子

们是否都能如期返回？ 孩子们所在的学校是

否能顺利开学？

这个合唱团的孩子都是打工子弟学校的

学生。“这类学校和这里的学生都很不稳定。”李

昕说， 自己在打工子弟学校教唱歌已经

6

年多，

每年都会有学生返乡就学， 或因原学校停办而

转学。 他的合唱队也组了又散，散了再组。

这段时间， 李昕看了许多有关北京关停

打工子弟学校的新闻， 他很担心作为合唱队

根据地的那所打工子弟学校被停办， 那样的

话，合唱队也就不得不解散了。

“这些孩子连学唱歌都没办法持续下

去。 ”李昕同情他们，但又无能为力，“我想我

能做的，就是坚持义务教打工子弟们唱歌。 ”

这个曾经的公办学校音乐教师， 为了音

乐的梦想“漂”到北京，与打工子弟学校的孩

子不期而遇， 继而将自己的梦想系于这些漂

泊异乡的孩子童稚的歌声中……

音乐·命运

“其实， 我跟孩子们的命运是一样的，都

是在偌大的北京城里漂泊的人。”李昕对打工

子弟有一份特殊的感情，因为，他也是这个大

都市的打工者。

2004

年，

24

岁的李昕已在黑龙

江省海伦市永和乡中学从事了多年音乐教学

工作。 但这一年，他有了新的打算，想去大城

市继续学习音乐，实现音乐梦想。

当时的李昕并不了解大城市， 对如何立

足、如何养活自己也没想那么清楚。他唯一的

想法是，“我有一把吉他。不管到哪里，只要吃

上饭就行了”。 凭着年轻人的自信和勇气，他

揣着自己的全部积蓄

500

元钱，背着几件换洗

衣服和一把吉他，登上了前往北京的列车。

刚到北京时，为了省钱，他住进了火车站

旁

30

块钱一天的旅馆。尽管条件艰苦，他却对

自己的前途充满信心，打算先找个工作稳

定下来，再去找老师学习音乐。 几经努力，

他终于在一个送水站找到了第一份工作。

一次送水途中，一辆校车从他身边驶

过。 他立刻放下水桶追赶，一直追到一个

路口，学生下车的时候，李昕跑过去扒着

车门问：“师傅， 你们学校缺不缺老师？ ”

“我们学校不缺老师。 再说，现在都快放假

了。 ”听到师傅的回答，李昕觉得浑身软了

下去。 他转身往回走去。 “但好像缺音乐老

师。 ”司机师傅望着他的背影喊道。 李昕站

住了，立刻冲回司机身边，说：“我以前就

是音乐老师。 你们学校在哪里？ 有地址和

联系电话吗？ ” 司机师傅不紧不慢地说：

“要不你现在就跟我去学校吧！ 校长今天

正好在。 ”李昕什么也没说，便跳上了这辆

打工子弟学校的校车……

“那一刻， 我就觉得自己命中注定要

做老师。 ”

6

年多过去了，再次回想起这次

与校车的偶遇，李昕仍会回味许久。

命运的安排让李昕又做回了教师，站

回了讲台。 但这次，他是一个陌生城市里

打工子弟小学的临时教师。 打工子弟学校

的一切都像是临时的： 破旧不堪的校舍，

随时申请离开的教师和那些连基本学习

条件都得不到保障的学生，甚至学校也随

时面临着被关停。

重拾老本行的李昕发现，孩子们唱歌

很卖力气， 他们的生存境遇更是让他心

疼：“他们跟随父母在城市里漂泊，看到的

是高楼大厦、川流不息的汽车，但却生活

在城市边缘。 这些孩子内心的矛盾和不安

都写在他们的眼睛里。 ”

音乐·努力

不出李昕所料，他自己也像那些流动

性极强的打工子弟一样， 总是被迫流动。

辗转了几所打工子弟学校之

后， 他的谋生手段转向去酒

吧赶场唱歌， 但他并未远离

打 工 子 弟 学 校 的 孩 子 们 ，

2008

年， 他在北京北五环外

的春风打工子弟学校组建了

“音乐工作坊”。

从此， 李昕习惯了每个

周五的中午，弹着吉他，跟打

工子弟小学的孩子们一起创

作、一起唱歌。 不知不觉，《我

想对你说》、《我的家乡》 等一

首首反映打工子弟生活、学习

的歌曲从他的心中流淌出来。

2010

年年初，春风打工子

弟学校所在的社区因城区改造

被夷为平地， 暂住的进城务工

人员带着子女迁往别处或返回

老家。 一夜之间，李昕变成了光杆司令。 那些天

里，每当他拿起吉他弹拨出熟悉的乐曲，一种莫

名的伤感就涌上心头。

孩子们走了， 但如何能让过去的快乐定

格？如何才能让孩子们的作品不被遗忘？渐渐

地， 李昕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将这些歌

曲录制成专辑，送给孩子们珍藏，也让社会上

更多人听到打工子弟的心声。

没有资金怎么办？ 他想到街头卖唱来筹

集。 “舞台”就选在了王府井地铁通道。

迈出第一步总是艰难的。 经历了内心的

挣扎，四月初的一个清晨，李昕在王府井地铁

通道陌生人的视线里，摆放乐谱架、海报和宣

传材料，然后，抱起吉他，低声吟唱。 “原来没

接音箱啊，唱得真好听！ ”耳边传来清脆的声

音。 他抬起头，看到很多路人在驻足聆听。

在博客中，李昕记录了第一次走唱义捐的

经历：“这一天与我对话的人有一对夫妇；有年

轻情侣，过来赞叹我的歌声；有一个记者，拿去

宣传资料。 一个警察过来，我的演唱终止……

在四五个小时中，是那些发小广告的孩子们一

直在帮助我，帮我整理宣传资料，大风把钱吹

走了他们帮我捡回来，他们当中的两位还捐了

两元钱。 ”

李昕特意在专辑封面加上了一行醒目的

红字：“这是一张汇聚集体力量完成的专辑。”

音乐·表达

2010

年

9

月，李昕以昌平的智泉打工子弟

学校为“据点”，成立了“中国孩子合唱团”。

跟孩子们在一起， 李昕更像是大哥哥带

着弟弟妹妹们玩耍。在外人看来，这样的排练

太不严肃了。 但这恰恰是李昕想要的效果，

“音乐创作，最关键是要放松。 ”排练之余，李

昕跟他们一起聊天，关心他们的家庭、学习和

生活。 他这么做，是为了让孩子们参与进来，

一起创作音乐。

“在农村，人们有许多原创的音乐形式。但

是来到城市以后，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就失

去了表达自己的机会和空间。而音乐恰好能让

孩子们来诉说，尽情地表达自己。 这也就是我

做这件事的初衷。 ”李昕相信孩子们可以在这

个抒发内心情感的平台上创作出属于他们自

己的歌曲，“在一个完全自由的环境下，孩子们

也可以用自己的旋律唱出心里话”。

在专辑歌曲里，你会听到“叮叮当当”的背

景声音，比专业的打击乐声音要粗糙很多。这些

声音来自于孩子们的原创打击乐器。 李昕介绍

说：“就是锅碗瓢盆，有时还有瓶子、筷子……孩

子们能想到的声音都可以加入。 ”这些“山寨

打击乐”的声音融在一起，听起来整齐又不失

节奏感，给歌曲增添了不少独特的元素。

其实，鼓励孩子们寻找、制作伴奏乐器也

是李昕不得已想出来的办法。 合唱团没有任

何资金来源。 学校角落里一间阴暗的小屋就

是他们排练的地方。 因为窗户被其他教室的

墙壁挡着， 因此即使是白天， 里面也非常昏

暗。 至于乐器，最正规的只有他那把吉他。 但

他觉得，孩子们参与伴奏，能更好地融入音乐

学习和创作，因此制作、挑选乐器成了合唱团

的第一课。

“

la-la-la-so-fa

……”李昕跟随吉他弹出

的曲调哼了一小段。 孩子们开始敲着锅、碗、

瓢、盆，按节奏摇着小沙锤，共同唱起：“我想

对你说北京，初中毕业了，我要回家上学，我

很喜欢你，却又要离开你，我们会努力，为你

添砖加瓦……”

这首歌叫《我想对你说北京北京》。 歌词

由孩子们的作文改编而成。 其实， 整张专辑

里， 大多数的歌曲都是以这种方式创作而成

的。在跟孩子们一起创作的过程中，李昕渐渐

发觉，这些孩子的心里藏着很多秘密。

一次创作中， 李昕让孩子们以 《爸爸妈

妈，我想对你说》为题写篇小作文。 孩子们有

的写：“爸爸，我想买辆自行车。 ”有的思考一

会儿之后写道：“妈妈， 您每天做两份家政工

作，您歇歇吧！ ”但角落里的亚菲（化名）盯着

本子，一直没有动笔。 突然，她趴在桌子上哭

了起来。

这样的突发状况，李昕习以为常了。 他没

有急着安慰她，而是和其他孩子一起，鼓励她把

想给爸爸妈妈说的心里话写出来、 唱出来。 后

来，李昕家访时，得知亚菲的父母曾因工作和收

入问题提出过离婚，给她留下了心理阴影。

合唱团里，没有城市的喧闹，没有父母的

争吵，没有老师的管教，孩子们完全沉浸在音

乐中，用歌声表达着内心的感受和想法。这些

原创歌曲， 反映了打工子弟们在大城市里看

到的、想到的、害怕的、担心的……

对于合唱团的未来， 李昕说， “打工子

弟音乐教育会贯穿我在北京生活的始终。 只

要我不离开， 我会一直带孩子们唱歌。”

■

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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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打工子弟唱歌的异乡人

“鲶鱼” 饶毅 “出局” 之后

8

月

17

日，中国科学院院士增选初步候选

人名单发布：饶毅出局。

即日，饶毅在博客上发表声明，从此不再

参选院士。此举激起千层浪，使得原本宣称永

做院士增选“局外人”的饶毅至少在一段时间

内无法真正 “出局”———媒体的高度关注下，

饶毅的名字与院士增选之间产生了一种微妙

联系，不仅其落选原因引来诸多猜测，其牵扯

出的中国科研体制之弊病也一时成为媒体与

公众热论的议题。

饶毅， 国内生命科学界的领军人物之一。

2007

年，

45

岁的他从美国西北大学归国， 出任

北大生命科学学院院长。 此前，他任美国西北

大学讲席教授、神经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作为

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在美国取得终身讲席教授

职位后第一个全职回国工作的生命科学领域

科学家，他的回归在当时引起轰动，被认为是

“中国科技界吸引力增强的标志之一”。而这并

不是他贡献中国科研界的起点， 早在

1995

年，

饶毅就开始帮助中国的生命科学发展， 至今，

在中科院上海神经所和北京生命科学研究所

的建设中都作出了重要贡献。正是这样的背景

下，有人认为饶毅“第一轮就被刷纯属侮辱”。

此事件如此敏感更为主要的原因，是

饶毅的“鲶鱼”特性。 在圈子里，饶毅“爱说

话”是出了名的，被媒体称为中国科学界

的“鲶鱼”。 对于这位神经生物学家，公众

更熟悉的不是他研究的领域， 而是他大

胆、犀利的言论。

早在

2004

年，《自然》 杂志中国特刊上

就刊登了饶毅、鲁白、邹承鲁

3

位科学家共

同撰写的 《中国科技需要的根本转变：从

传统人治到竞争优胜体制》。 文中写道：

“没有根本的变革， 中国科技进步就会被

体制延缓。 ”回国后，饶毅仍不改“大嘴巴”

本色，常在各种场合直截了当批评中国科

学界的浮躁风气，更多次在媒体发表文章

痛陈此中沉疴。

2010

年

9

月

3

日，饶毅与同样

从美国归来的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

长施一公联名在《科学》杂志上发表文章

批评中国科研经费分配制度。 文中说：“在

中国，为了获得重大项目，一个公开的秘

密是，做好的研究，不如与官员和他们赏

识的专家拉关系重要。 ”就在今年

8

月

15

日，院

士增选的敏感时期，饶毅还在《人民日报》上

发表文章，呼吁“在对科学工作者增加支持的

情况下，降低职称”，以改善科学界的浮躁。

正因为此，有人断定，饶毅“言多必失”，

遭遇了“潜规则”，正如他曾抨击的现实。

几乎所有媒体都注意到了一个饶有意味

的细节。 在那段只有

200

余字的声明末尾，饶

毅写道，“

2011

年

3

月

5

日写，

2011

年

8

月

17

日添

加日期”。 这成为饶毅“蓄谋已久”的佐证。 饶

毅说：“这个博客是我

3

月写的，预计到自己不

会当选。 ”有媒体评价，饶毅以一种隐含的幽

默向人们展示了自己的预言能力， 有一些与

自己打赌胜利的俏皮， 也有从此在系统外自

立门户的悲壮。也正是这个举动，更加刺激了

人们探究其落选真相的欲望。

最初，饶毅的解释是“任何学生物的人都

会知道原因”，但关心此事的多数人并不是学

生物的。中科院也一直拒绝对此事进行评论。

不过，饶毅就是饶毅，虽没有直陈要害，但还

是放出了一些狠话：“总有人认为他是趴着进

去的，你就会和他一样也趴着进去。”“我可能

话多一点， 这可能是一个因素， 但不是唯一

的，不说话照样被冷藏、打压。 ”对于院士制

度，他更是直言，当了院士以后，做科学的时

间和精力大为减少， 科学活跃期结束得比较

早。 饶毅对自己的初衷也直言不讳，“也许这

样做了，对改变风气有一定促进作用”，让国

外有些正教授、博士后“有勇气回来，告诉他

们不是回来就一定要拍马屁的”。

饶毅的论调， 被很多人解读为他具有可

贵的批判精神。有媒体评论，饶毅留在院士体

制外反倒是幸事。他的出局至少是一面镜子，

证明当下的院士选举存在制度缺陷。 与此同

时，也有人认为，暂时收敛一下，评上院士拥

有更大话语权， 此后的呼吁更有利于科学界

环境的改良。此两种观点虽有不同，但其前提

都是认为饶毅的确受了委屈。

也有人向饶毅提出质疑。 有媒体评论称，

从

314

位有效候选人到

145

位初步候选人，淘汰

比例从数字上可见一斑。 只要参选，就有可能

落选，落选概率远远大于最终的当选概率。 从

此意义上讲，谁也不能说饶毅就不能落选。 学

术评价是极为复杂的事情。 中科院院士、理论

物理学家何祚庥表示，院士评选要求首先是科

学水平，但最重要的一条是对提高中国科学是

否起重要作用，这个评判标准本身就很复杂。

对于饶毅退选引发的公众对院士制度的

关注，一位

77

岁的老院士言辞中肯地说，媒体

和社会公众对院士的关注太多了，过度围观只

会害了学术圈。 人们对此事的态度越是平淡，

两年一度的院士增选越有可能做到公平公正。

其实，对于院士制度，饶毅自身的态度比

他身后的“鸣冤团”理性很多。 “我并不想彻底

否定院士制度。它的存在有它的道理，而且还

要存在很久。 ”“这就像高考， 里面肯定有问

题，但是如果没有这个制度，还有更好的吗？ ”

事态发展至今，对于自己这一次的“鲶鱼”

举动，饶毅似乎也感到大家的反应有点大，“我

的事属于搞得太明显了”。记者截稿前，他在最

近一次更新的博客中写道，这引起了出乎他本

人意料的关注，希望避免继续过度解读，应该

将其中无意义的部分转化为较有意义的事情。

（本报记者俞水综合自《中国新闻周刊》、

《新京报》、《中国青年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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