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请研究生同学们提请 究 同学们
注意一件大事，注意 件大事，

弄不好会弄不好会
贻误终生的大事！贻误终生的大事！

   



引引 言言引引 言言

研究生是更高学位的攻读者• 研究生是更高学位的攻读者，

–无论哪个学科，都应有基本的自觉无论哪个学科，都应有基本的自觉

追求学问，还是学位？追求学问，还是学位？
–无论哪个学科，都要回答基本的问题

做什么人，怎样做人？

   



你们 将 究之路 走向新的你们，将通过研究之路，走向新的
人生阶段。人生阶段。

你们，无法回避一个重大的问题：

科研诚信科研诚信

与学术规范与学术规范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
在新民 在止于至善在新民，在止于至善。

若论其目 则格物– 若论其目，则格物，

致知 诚意 正心致知，诚意，正心，

修身，属明明德。修身 属明明德

   



“是故诚者，天之道也；是故诚者，天之道也；

思诚者，人之道也。”

天地为大矣，不诚则不能化万物；， 则 ；
圣人为知矣，不诚则不能化万民；
父子为亲矣 不诚则疏；父子为亲矣，不诚则疏；
君上为尊矣，不诚则卑，
夫诚者 君子之所守也 而政事之荀子 夫诚者，君子之所守也，而政事之
本也。

荀子

   



真实与责任真实与责任真实与责任真实与责任
学术道德与规范的真谛-- 学术道德与规范的真谛

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2010-3-28

   



科学与科学精神科学与科学精神科学与科学精神科学与科学精神

达尔文 “科学就达尔文：“科学就
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是整理事实，从中发现
规律，作出结论”。

竺可桢：科学精神
就是 “只问是非 不就是 “只问是非，不
计利害。”计利害。

   



•真实
是科学的基本属性是科学的基本属性

是对科学工作者的基本要求是对科学 作者的基本要求
   



“真实”是学术规范的核心真实 是学术规范的核心

–杜绝“FFP”，自觉“RCR”杜绝 ，自觉

Χ Fabrication （篡改）

Χ Falsification （伪造）

Χ Plagiarism （剽窃）
R ibl C d t f R hResponsible Conduct of Research

   



李连生事件李连生事件李连生事件李连生事件

李连生是什么人？李连生是什么人？
– 1995年获博士学位

1998年破格晋升教授 1999– 1998年破格晋升教授，1999
年被聘为博士生指导教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获陕西省优秀留学回国人员称
号 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号，并享受国务院政府津贴

为什么开除他？为什么开除他？
– 严重学术不端

   



   



害李连生者，急功而失诚也！

此例还告诉我们：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陈进事件陈进事件陈进事件陈进事件

陈进何许人？陈进何许人？

– 1997年获美国德州大学奥

斯汀分校博士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
授

享受政府特殊津贴–享受政府特殊津贴

为何开除他？

–严重学术不端

   



   



害陈进者，急功而失诚也！

此例再告诉我们：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栾某被取消硕士学位栾某被取消硕士学位栾某被取消硕士学位栾某被取消硕士学位

• 2006年10月8日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 2006年10月8日中国科学院山西煤炭
化学研究所来函指出：
某 栾 发表在 煤炭学• 某校栾XX和许XX发表在《煤炭学报》
的文章有大量抄袭其“煤转化国家重的文章有大量抄袭其 煤转化国家重
点实验室”发表的相关文章并使用了
相关实验数据的迹象 并且使用的国相关实验数据的迹象，并且使用的国
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号为该所承担的
国家自然基金批准号 文章盗用了基国家自然基金批准号，文章盗用了基
金项目号。

   



经调查认定，栾经调 认定 栾
XX的学位被撤销，

其导师许XX亦受到其导师许XX亦受到
处分。处分。

   



害栾XX者，急功而失诚也！

此例又一次告诉我们：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卢某被撤销博士学位卢某被撤销博士学位卢某被撤销博士学位卢某被撤销博士学位

• 2007年4月27日 新雨丝网站上有• 2007年4月27日，新雨丝网站上有
人揭发某校刘XX、卢X的文章发表
在《西南大学学报》《中北大学在《西南大学学报》《中北大学
学报》的文章“全文抄袭国外Int.
J Production Economics 篇文J. Production Economics一篇文
章。全文完全翻译，而且此稿还

稿多投”一稿多投”。

• 经调查属实，主要责任人卢X被取
消博士学位 其导师刘 亦受到消博士学位。其导师刘XX亦受到
处理。

   



害卢X者，急功而失诚也！

此例再一次告诉我们：

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
   



XXXXXX的职称该不该晋升？的职称该不该晋升？XXXXXX的职称该不该晋升？的职称该不该晋升？

• 2009年某校在晋升高级职称公示期间，
收到举报称xxx在2000年和2001年分收到举报称xxx在2000年和2001年分

别用中英文发表在两个杂志上的文章
是相同的 涉嫌 稿多投是相同的，涉嫌一稿多投。

• 经查实 学校取消了xxx当年晋升的资经查实，学校取消了xxx当年晋升的资

格，并责令其深刻检讨并采取措施纠
正错误。

   



一稿多投有错吗？一稿多投有错吗？稿多投有错吗？稿多投有错吗？

• 是宣传科研成果造福人类？还
是自我剽窃以谋私利？是自我剽窃以谋私利？

关键看是否“真实”表达了成• 关键看是否“真实”表达了成
果呈现的状态果呈现的状态

问题不在“单多”而在“真伪”问题不在 单多 而在 真伪

   



该如何正确署名？该如何正确署名？该如何正确署名？该如何正确署名？

• 署名代表“实质性贡献”和“相应
的责任”的责任

• 该不该署名？就看是不是“真实”该不该署名？就看是不是 真实
地体现以上两条

• 要杜绝“权势”署名和“友情”署
名名

• 不要图一时“好处”而贻误终生！• 不要图一时 好处 而贻误终生！

   



该如何正确处理数据？该如何正确处理数据？该如何正确处理数据？该如何正确处理数据？

• 数据处理是个科研环节，关键要看
是追求真实揭示客观规律还是肆意是追求真实揭示客观规律还是肆意
适应主观愿望。

• 再者，数据处理的方法和过程应该
被“真实”地呈现，已接受同行的
审验审验。

   



给如何正确引用？给如何正确引用？给如何正确引用？给如何正确引用？

• 正确引用就是要“真实”的表达相
应的学术贡献（观点 实验 数据应的学术贡献（观点、实验、数据
甚至表达方式）属于谁。

• 综述应该有自己的角度、整理、判
断和表述，不要图省事而涉嫌剽窃。

   



   



科学家的责任科学家的责任科学家的责任科学家的责任

• 1999年世界科学大会的主题为1999年世界科学大会的主题为

“21世纪的科学—新的承诺”

•明确提出“两个服务”，即

“科学为和平与发展服务”，包含
人类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人类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目标

“科学服务于社会” 应承担社会科学服务于社会 ，应承担社会
伦理和社会责任伦 社 责

   



1946年初，美国拟召
开“全国科学家会议”，
爱因斯坦提前写了一封信，
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美国把自己的心里话告诉美国
科学家：

“我衷心感到欣慰 大“我衷心感到欣慰，大
多数科学家完全意识到他
们作为学者和世界公民的们作为学者和世界公民的
责任，他们并没有成为那
种到处泛滥的威胁着我们种到处泛滥的威胁着我们
和我们子孙的未来的歇斯
底里的牺牲品。”底里的牺牲品。

   



• “在过去，科学家被允许将他在 去，科学家被允许将
的注意力集中在他自己的专
业上；但现在不同，他必须
仔 检查 的研究成果对仔细地检查他的研究成果对
这个世界可能带来的后果，
他必须承担告知和警告人们他必须承担告知和警告人们
这一后果的责任，而不论这
一后果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一后果是有利的还是有害的。
他必须承担责任的原因是因
为他比任何一般的人都事先为他比任何 般的人都事先
更深入地知道他的发现所可
能带来的后果。”

诺贝尔奖获得者、物
理学家朝永振一郎带来 后

   



• 瘦肉精事件及其教训瘦肉精事件及其教训
–上世纪80年代，为了满足消费者对于瘦肉的需要，跟
踪美国有关研究工作，瘦肉精的研究推广曾成为农业
部的“七五”重点课题之一 当时国内某校许教授的部的 七五 重点课题之 ，当时国内某校许教授的
研究生做实验时，曾发现瘦肉精对生猪有毒副作用，
发表论文时却并未提及。到了90年代，“瘦肉精”导
致的中毒事件多次发生 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明致的中毒事件多次发生，许多国家（包括中国）都明
令禁止“瘦肉精”的使用。

–负责任的研究必须对人类和社会的安全与发展
承担责任，必须尊重事实不隐瞒事实。如果当
年许教授的课题组能够真正重视已被发现的毒
副作用问题 严格按照真实和责任的要求坚守副作用问题，严格按照真实和责任的要求坚守
学术道德规范，完全可能为人类做出比“瘦肉
精”大得多的贡献。

   



责任•责任
尊重和保护他人尊重和保护他人

尊重和保护国家尊重和保护国家

尊重和保护历史尊重和保护历史

尊重和保护自然尊 护

尊重和保护人类

   



真实与责任 关键在于为人•真实与责任，关键在于为人
研究生应该追求–研究生应该追求

学问和学位的统•学问和学位的统一

•为人和为学的统一•为人和为学的统

•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一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统

   



爱因斯坦有一次在
某大学演讲 有学某大学演讲，有学
生问他是否认为自
己是一位“巨人”，
是科学史上的一座是科学史上的 座
山峰？爱因斯坦在
黑板上写了一行字：
“站在山顶，你并站在山顶，你并
不高大，反而更加
渺小。”他说，不
久前在阿尔卑斯山
的峰顶上跟一位女
士还讲了一句话：
“任何一座高峰都
是可以征服的，世
上从无巨人，只有
站得更高的人！”

   



居里夫人是爱因斯坦非常敬• 居里夫人是爱因斯坦非常敬
重的人，这不仅因为她比他
年长十二岁 也不仅是早在年长十二岁，也不仅是早在
他1921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
奖之前 居里夫人就已先后奖之前，居里夫人就已先后
两次（1903年、1911年）荣获
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了诺贝尔物理学奖和化学奖，
而且还在于她的崇高人格，
爱因斯坦因此称赞她是“本赞 本
世纪惟一未曾受盛名腐化的
人”。

   



• 爱因斯坦的《悼念玛丽·居里》演讲：

• “在像居里夫人这样一位崇高人物结束她的一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在像居里夫 这样 位崇高 物结束她的 生的时候，我们不要仅仅满足
于回忆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
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即使是
后者，它们取决于品格的程度，也许超过通常所认为的那样。

•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 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 我幸运地同居里夫人有20年崇高而真挚的友谊。我对她的人格的伟大愈来
愈感到钦佩。她的坚强，她的意志的纯洁，她的律己之严，她的客观，她的
公正不阿的判断—所有这一切都难得地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她在任何时候都
意识到自己是社会的公仆，她的极端谦虚，永远不给自满留下任何余地。由
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公平 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 这就使得她具有那严肃的外于社会的严酷和不公平，她的心情总是抑郁的。这就使得她具有那严肃的外
貌，很容易使那些不接近她的人发生误解—这是一种无法用任何艺术气质来
解脱的少见的严肃性。一旦她认识到某一条道路是正确的，她就毫不妥协地
并且极端顽强地坚持走下去。

• “她一生中最伟大的科学功绩—证明放射性元素的存在并把它们分离出来—
所以能取得，不仅是靠着大胆的直觉，而且也靠着难以想象的极端困难情况
下工作的热忱和顽强，这样的困难，在实验科学的历史中是罕见的。

• “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 哪怕只有一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居里夫人的品德力量和热忱，哪怕只有 小部分存在于欧洲的知识分子中
间，欧洲就会面临一个比较光明的未来。”

1935年11月23日美国纽约

   



• "Marie Curie such as a high figure of the end of her life, we should not just be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work, she recalled the human contribution has been made. The first-class 
figures of the time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rocess in its moral Quality perhapsfigures of the time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rocess, in its moral Quality, perhaps 
more than pure talent will be even mor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even if it is the latter, 
they depend on the degree of character, perhaps more than usually perceived as.
"I'm lucky enough to Marie Curie with a 20-year high and sincere friendship. I found her 
personality is more and the great admiration. She's strong, she's the will of the purity of herpersonality is more and the great admiration. She s strong, she s the will of the purity of her 
self-disciplined and strict, her objective, she The impartiality of the judge - all of which are 
rare in one person. She ever realize that they are public servants of the community, she's 
extremely humble, never to leave any room for complacency. In the light of the harsh And 
unfair, she always felt the depression. As a result, she has that serious look, it is easy to 

k th h d t l t h i d t di thi i t ki d f ti timake those who do not close to her misunderstanding - this is not any kind of artistic 
temperament relief to the seriousness of the rare . She recognized that once a road is 
correct, she uncompromising and extreme tenacity to adhere to the path.
"Her life of the greatest achievements of science - to prove the existence of radioactive 
elements and separated them - they are able to obtain not only relying on intuition bold butelements and separated them - they are able to obtain not only relying on intuition bold, but 
also hard to imagine relying on the extremely difficult circumstances, the work of a 
dedicated and tenacious, Such difficulties, the experiment in the history of science is rare.
"Marie Curie, the moral strength and enthusiasm, even if only a small portion of the 
existence of intellectuals in Europe in the middle of Europe will be facing a brighter future."p p g g

----- Einstein‘s “in memory of Marie Curie” speech

   



“我们不仅仅满足于回忆

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她的工作成果对人类已
经做出的贡献。第一流
人物对于时代和历史进
程的意义 在其道德品程的意义，在其道德品
质方面，也许比单纯的
才智成就方面还要大。”

   



• Marie Curie such as a high figure of the end of herMarie Curie such as a high figure of the end of her 
life, we should not just be satisfied with the results 
of the work, she recalled the human contribution 
has been made The first class figures of the timeshas been made. The first-class figures of the times 
and historical significance of the process, in its 
moral Quality, perhaps more than pure talent will be o a Qua y, pe aps o e a pu e a e be
even more significant achievements, even if it is the 
latter, they depend on the degree of character, 
perhaps more than usually perceived asperhaps more than usually perceived as.

   



• 学术道德应该包括：

求真守真• 求真守真

• 务实创新• 务实创新

• 担当责任担当责任

• 协同合作

   



   



龚克，南开大学校长，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八届常务委员会委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