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爱心扶贫超市里有很多种特色农产品，价钱公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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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易导致有偿发表和伪发表

学生发表论文硬性规定是否该取消
本报记者 王立芳

临近寒假，身边的同学都在准
备回家过春节，而李由（化名）却每
天都在自习室里忙碌着。作为南京
一所大学哲学系的在读博二学生，
她的“小论文”发表还没有着落，因
此也无心考虑假期。

规定硕士、博士研究生在读期
间发表一定数量、 一定等级的论
文，才能进行毕业论文答辩，以及
把发表论文作为学生评奖学金、本
科生获得研究生推免资格的重要
指标， 是当前我国高校的普遍做
法。 不过，这一要求给有的学生带
来了不小的压力，也遭到一些学者
的反对。

“我们学校要求博士生在读期
间必须发表两篇 C 刊论文，或者一
篇 C 刊加两篇 C 刊扩展版，这是毕
业的硬性指标，我到现在一篇还没
有发出来。 ”李由口中的 C 刊，即中
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CSSCI），用
来检索中文社会科学领域的论文
收录和文献被引用情况，是我国人
文社会科学评价领域的核心数据

库。
李由告诉中国商报记者，他们

习惯把这类论文称为“小论文”，与
十万多字的毕业论文有所区分。
“小论文虽然字数少， 但是作为考
验读博期间科研成果的必要条件
也很重要。 ”李由向记者介绍，小论
文发表起来非常棘手，“符合条件
的核心期刊就那么几本，而且栏目

是固定的， 不光在读博士盯着，青
年教师们也有发表的需求，可以说
是‘僧多粥少’，像我们学生如果没
有导师的帮助，海投被接纳的概率
非常低。 ”她说。

与博士生李由相比，北京某高
校新闻学硕士生张晶发表论文的
压力要稍微小一些。 据了解，她所
在的学校要求硕士研究生在读期
间必须发表一篇论文， 但是并不
要求期刊的等级， 只是公开出版
的即可。

“我比较幸运，刚当上研究生
就进入导师的课题组，很快就发表
了一篇研究成果。 ”不过，张晶随后

发现，发表一篇论文只能满足学校
最基本的要求。“发表的论文代表
学术成果， 是评优评奖的重要指
标。 在研究生阶段，大家的课程成
绩都差不多，想要获得更高等级的
奖学金只能在论文发表数量和等
级上想办法。 ”

张晶告诉中国商报记者，为了
在评优评奖中获得更多加分，她支
付 1200 元版面费发表了另一篇论
文， 顺利得到当年的一等奖学金
12000 元。“我知道这样做不对，但
是在论文发表量化指标的考核下，
付费发表已经成为大家心照不宣
的‘潜规则’。 ”

＞＞＞

学生：发表论文压力大
有学生表示，想要获得更高等级的奖学金，只能在论文发表数量和等级上想办法。

探索“旅游 +扶贫”新模式

海南小山村农家乐乐农家

为了所谓的学术
成果而导致一些学生
剑走偏锋， 进行有偿
发表、伪发表，高校要
求学生发表论文的硬
性规定遭到一些人的
反对。 图为知网和
CSSCI网页。
本报记者 彭婷婷 /摄

本报记者 郑灿朝 文/图

“我们村海拔高，属低寒气候，
种植养殖业不好做， 加上交通闭
塞，传统的产业扶贫与补助补贴性
扶贫解决不了什寒村的根本性问
题。以前我们是守着青山绿水却过
着穷日子。 ”一名什寒村村民告诉
中国商报记者。

什寒村,坐落在海南省琼中黎
族苗族自治县， 海拔 800 米左右，
是海南海拔最高的村庄。这里居住
着黎族苗族同胞 520 多人。 2012
年之前， 什寒村年人均收入 5308
元，曾经是琼中最偏远、最贫困的
村庄。

在这种情况下该如何带领村
民实现脱贫致富？据什寒村党支部
书记王国康介绍，近年来，在海南
省相关部门的定点帮扶下，琼中县
结合什寒村的生态环境、民族风情
等独特优势，找到了一个“旅游 +
扶贫”的精准模式。

据了解，什寒村现在已经发生
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积极推行

生态农业与乡村旅游融合发展，引
领贫困户逐步走上了旅游致富之
路，成为“最美中国乡村”“中国最
美休闲乡村历史古村”“全国生态
文化村”和“全国民族团结进步模
范集体”，每年吸引众多游客前来。

目前什寒村贫困人口已全部
脱贫，贫困发生率为 0%。 2018 年
什寒旅游接待 12.9 万人次， 其中
过夜 9303 人， 实现旅游收入
1419.7 万元，发展农家乐 38 家，小
卖部 20 家。 农民人均收入由 2009
年不足 1000 元增至如今的 15000
元， 有效带动了什寒村民脱贫致
富。

在琼中县委县政府的支持下，
王国康还带着什寒村“两委”班子，
深入挖掘黎苗文化内涵，紧紧围绕
“吃、住、行、游、购、娱”旅游六要素
做文章，策划了丰富多彩的乡村旅
游产品，让游客充分享受“住农家
屋，吃农家饭，干农家活，享农家
乐”的乐趣，并积极推进“互联网 +
旅游”，不断丰富旅游业态，完善配
套设施。

日前，中国商报记者来到什寒
村，充满黎苗特色的民宿、客栈、茅
草屋等错落有致地掩映在茂林之
间，各种特色餐饮、民族手工艺商
店比比皆是，游客可以在这里充分
体验到乡村原野的乐趣。

“每逢周末，我们家的饭菜都
要提前预订，生意十分火爆。”一家
农家乐的老板娘喜悦地向中国商
报记者表示，“什寒村自从大力发
展生态休闲旅游以来， 村寨更美

了，外来客多了，我们的钱包也渐
渐鼓起来了”。

不仅如此， 作为一名退伍军
人，2015 年,钟治军响应“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号召,在琼中创办了海
南绿森林实业有限公司。这是一家
以公司 + 村集体经济 + 合作社 +
贫困户 + 基地 + 文创带动产业发
展的创新型企业, 带动吊罗山 110
户贫困户(430 人)及吊罗山乡 6 个
村集体经济抱团发展，使村民走上
脱贫致富奔小康的道路。

2018 年,钟治军与什寒村委会
和分管单位抱团发展什寒乡村旅
游度假区， 直接带动村民就业，有
25 人工资翻了一番，人均年收入 3
万余元； 间接带动 38 户农家乐户
均年收入 8 万余元，20 户土特产
店户均年收入 6 万余元； 带动 40
户贫困户 188 人脱贫致富，4 户低
保户 8 人增收致富，整体带动全村
104 户 522 人增收致富，促进乡村
振兴。

钟治军还与伙伴们一起在什
寒村打造了一系列民族风情浓厚、

简约舒适的“奔格内”民宿。钟治军
告诉中国商报记者:“我们经营的
民宿全部开通了网上订房系统，实
现WiFi全覆盖， 还有观光车带着
大家绕村四周游览，让游客尽情感
受什寒天然大氧吧的清新和放
松。 ”

“精准扶贫，不落一人”，在什
寒村， 这样的大标语赫然在目，在
“爱心扶贫超市”“精准扶贫销售
点” 里面陈列着当地的特色产品。
当地政府倡导农户将家里的特色
手工艺品、农产品进行民族风情包
装，向游客销售，以增加收入。中国
商报记者走进一家爱心扶贫超市，
看到铁皮石斛、蜂蜜、灵芝等农家
特色农产品，价钱公道。

娱乐， 也是什寒村的一大特
色。 在县委县政府的引导下，什寒
村民逐渐认识到自身黎苗文化的
价值， 充分开发利用黎苗婚俗、三
月三、 苗族冬至节等传统习俗，对
传统纺染织绣技艺、船型屋建造技
艺、原始制陶技艺等传统黎苗文化
遗产进行生产性保护。 据了解，近
年来什寒村成立了什寒农民文艺
队，表演原生态黎苗歌舞，让游客
充分体验和感受什寒丰富的黎风
苗韵。

什寒村依托“党员驿站”党建
服务品牌， 通过实施生态旅游
脱贫工程， 走出了一条具有琼
中特色、符合琼中实际的乡村旅游
扶贫新路，实现了“党建实、百姓
富、产业强、生态美”，让百姓富了
起来。

保障农民工工资 依法治理欠薪开启新阶段
本报记者 王彤旭

“《保障农民工工资支付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的制定，是近年来
治理欠薪工作成功经验的制度化
提升，是依法治欠的重要体现和制
度保证， 开启了依法治欠的新阶
段。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
长张义全在 1 月 7 日举行的国务
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表示。 据了
解，该条例将从今年 5 月 1 日起正
式施行。

农民工欠薪问题由来已久。 虽
然在有关部门的治理下，拖欠农民
工工资多发高发的态势得到了明
显遏制，但由于长期以来形成的痼
疾， 存在行业生产组织方式不规
范、源头上建设资金不足、治理欠
薪制度措施刚性不够、用人单位主
体责任、属地政府和部门监管责任
没有完全落实到位等问题，导致欠
薪问题屡治不绝。 张义全表示：“条

例将诸如用工实名制、工资保证金
等各部门多年实践探索出的有效
举措上升为法律规范，为实现根治
欠薪目标提供了制度的支撑和法
律的保障。 ”

“在法律责任的认定方面，按
照条例的规定，违反规定拖欠农民
工工资且逾期不支付的，向劳动者
加付应付金额 50%以上 100%以下
的赔偿金。 涉嫌构成拒不支付劳动
报酬罪的，及时移送司法机关追究
刑事责任。 对发生以实物或有价证
券等代替货币支付工资等违法行
为且逾期不改正的，在对单位给予
罚款的同时，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
罚款。 ”司法部立法三局局长王振
江表示。

人社部劳动保障监察局局长
王程表示，条例的新增规定明确了
包括拖欠工资“黑名单”等在内的
一系列惩戒措施和制度，对拖欠农
民工工资违法行为的预防和惩戒

应该是全方位的、立体的和更加全
面的。

工程建设领域是欠薪高发的
重灾区。 对此王振江表示，条例对
施工总承包单位、 分包单位、建
设单位的违法行为，规定了责令
限期改正 、 处 5 万 -10 万元罚
款，对其中的一些违法行为还规
定了责令项目停工、降低资质等
级或者吊销资质证书等处罚。 突出
对工程建设领域拖欠农民工工资
行为的法律责任，能够促使拖欠
农民工工资的单位履行法律责
任。

工程建设领域里要解决的根
本问题就是“钱从哪里来”。 据王程
介绍， 条例实行工程款支付担保
制度，即建设单位向施工单位提
供工程款支付担保，可以用保函
以及商业保险等方式实现。 对政
府项目包括国有企业项目，则明确
规定如果没有资金不得立项，没有

资金不得开工，否则要追究相关责
任。 另一方面，在实践中，工程款
（含人工费）是按照节点拨付的，
这些节点与每月发放的工资在
频率上可能不同步。 条例为此作出
规定， 工程款可以按照节点拨
付，但是其中的人工费必须按照
至少每月一次的方式来拨付 。
“此举有助于实现按月发放工
资，明确解决不同频的问题。这两
项制度的设计，对保障工程建设
领域的工资支付将起到关键性作
用。 ”王程表示。

针对落实监管责任的问题，王
振江表示，条例“刀刃向内”，明确
政府部门监管不到位的责任，将促
使政府投资行为更加规范。 对政府
部门工作人员在履行农民工工资
支付监督管理职责过程中滥用职
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的，将依法
依规给予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
追究刑事责任。

村 民
为游客斟
上独具特
色的迎宾
酒。

为了所谓的学术成果而导致
一些学生剑走偏锋， 进行有偿发
表、 伪发表， 高校要求学生发表
论文的硬性规定遭到一些人的
反对。

据媒体报道， 去年 10 月 24
日，在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分组审
议高等教育法执法检查报告时，委
员蔡昉建议：“立即纠正大学发展
中的一个错误导向，取消对研究生
甚至本科生发表论文的规定，这是
一个不恰当的规定。 ”

蔡昉表示，以发表多少论文作
为对硕士研究生或本科生毕业的
硬性规定，容易给学生、教师和
学术刊物三方造成误导， 使学
生不把关注点放在打好理论和
实验的功底上， 而是到处想办法
发表不符合要求的论文。在这种价
值取向的引导下，学术论文发表总
量提高了， 但并不能代表真实水

平。
此外，对研究生甚至本科生发

表论文的规定也误导了学术刊物，
“我比较担心，这种伪发表、假论文
有多少进入了我们的统计中，我们
的发表总量已经是居世界前茅了，
到底有多少是伪发表和假刊的东
西？ ”蔡昉表示。

“大学生，尤其是研究生，写论
文是最基本的学习能力训练，尤其
像我们文科专业，毕业后从事的工
作大概率也要涉及，因此我认为学
生应该写论文。 ”李由觉得，学生写
论文是“天经地义”的事，不过要求
发表论文却另当别论。“这背后不
光是论文质量问题，还涉及人脉资
源和期刊编辑的价值选择等‘潜规
则’。试想，当期刊编辑分别拿到学
术大家、青年教师和在读学生的论
文，他们会优先选谁的呢？ ”李由对
中国商报记者说。

＞＞＞

委员：建议取消硬性要求
以发表多少论文作为对硕士研究生或本科生毕业的硬性规

定，容易使学生到处想办法发表不符合要求的论文。

21 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
丙奇对中国商报记者分析，当前高
校对学生的评价主要是结果评价，
看重某一次考试的成绩和发表论
文的数量。这种评价简单、直观，但
并不适合复杂的人才培养过程，会
促使学生急功近利，而且，难以考
查学生的综合素质。

不过他同时表示，取消要求研
究生、本科生发表论文的规定面临
两方面现实阻力。 其一，在读研究
生尤其是博士生发表的论文，占高
校发表论文的很大比重，取消研究
生必须发表论文的规定必然会影
响高校的论文产出，进而影响高校

的排名。其二，撰写、发表论文是高
校对研究生和本科生培养进行质
量把关的重要环节，如果取消这一
要求，学生培养质量可能更加无法
保障。

“归根到底，目前对研究生、本
科生的发表论文规定，源于以论文
为主导的办学评价体系。如果要取
消这一规定，也就必须从源头上改
革这一办学评价体系。 ”熊丙奇建
议，可以用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过程
管理与过程评价来代替，把教育事
务和学术事务的管理、评价权交给
导师、教授。这样，就能够在一定程
度上解决这个问题了。

＞＞＞

专家：需改革高校办学评价
专家表示， 可以用对学生进行严格的过程管理与过程评价

来代替，把教育事务和学术事务的管理、评价权交给导师、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