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遗失声明
黄金华（身份证号 1201071976****

0025），遗失(B)海泽苑 202 栋 1106 室选房
确认单，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新厨艺餐饮中心，遗

失营业执照正、副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20116MA05WPQE4W,遗失食品经营
许 可 证 正 、副 本 ，许 可 证 编 号 ：
JY21200160185657，特此声明。

遗失声明
天津市滨海新区匠艺人美发中心，遗

失营业执照正本，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2120116MA05PPYG37，声明作废。

给全球带来麻烦
■ 因揭露学术不端而全球著名的“撤稿观察”网站共

同创始人伊万·奥兰斯基告诉新华社记者：“我们统计的全
球论文撤稿量已从2000年前的每年不足40篇，上升到
2018年的约1400篇，其中约60%与学术不端有关。”

■ 有些人觉得，学术不端无非是发了几篇假论文，不
值得“大动干戈”。事实上，学术不端对社会的危害不容忽
视，某些科研领域的学术不端很可能危及生命，从更深层
次看，学术不端损害社会诚信和人们的信任。

近日，演员翟天临涉嫌学术不端
事件成为国内舆论热点。国际上，在
翟天临公开致歉的同一天，美国国家
科学院院长马西娅·麦克纳特等人在
英国《自然》杂志发文，提出维护学术
诚信机制的低效问题，呼吁建立专门
机构维护科研诚信。那么，学术不端
究竟是怎样的一种全球麻烦？

国际上学术不端丑闻连年不断。最

近的重磅丑闻则是2018年10月，美国哈

佛大学医学院宣布曾在该机构任职的皮

耶罗·安韦萨有31篇论文因涉嫌造假而

要撤稿。由于安韦萨曾被认为开创了心

肌细胞再生的新领域，这一消息震惊了

全球学术界。

再往前追溯，还有连累导师自杀的

日本“学术女神”小保方晴子事件、2005

年韩国曾获“最高科学家”称号的黄禹锡

事件、2002年美国贝尔实验室科学家舍

恩制造“物理学界50年来最大的造假事

件”。国内也有受到广泛关注的韩春雨

事件等。

“论文撤稿是学术不端的常见后

果。‘撤稿观察’网站中主要收集了来自

英文国际期刊的超过 1.8 万条撤稿信

息。有些撤稿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

代，甚至有一条在 1756 年。”奥兰斯基

说。“撤稿观察”是目前国际上最大的撤

稿数据库，它显示全球撤稿的数量一直

在上升，不过由于论文总量也在增长，撤

稿量在论文总量中的比例近年来维持在

万分之四左右。

虽然撤稿并不一定意味着学术不

端，但奥兰斯基表示，分析显示从 2000

年至今，因各种学术不端问题导致的撤

稿在撤稿总量中比例维持在60%左右，

这说明学术不端一直是个困扰全球学术

界的麻烦。

跟其他作假行为相比，学术不端的危

害往往得不到充分认识。有些人觉得，无

非是发了几篇假论文，获得“注水”的学位

或荣誉，浪费了一些科研资金，不值得“大

动干戈”。还有的机构讳疾忌医，不愿意

公开和处理所属人员的学术不端行为。

“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将恐深。”这是

扁鹊见蔡桓公时的早期诊断，可惜患者没

有重视，最终不治身亡。今天，学术不端

对社会的危害同样不容忽视。

某些科研领域的学术不端很可能危及

生命。在“撤稿观察”的榜单上以96篇撤稿

量排名全球第二的，是德国麻醉研究者约阿

希姆·博尔特，他的一大“发现”是含有某种

胶质物的羟乙基淀粉可用于静脉注射。在

相关论文没有被发现造假前，一些医学机构

曾将此写入注射指南。但实际上人体肾功

能可能因此受损，严重时可致死亡。

从更深层次看，学术不端损害社会诚

信和人们的信任，以各种手段“轻松”获得

学业成绩或学术荣誉的造假者会成为坏

榜样。美国也有类似案例。2010年，在北

卡罗来纳大学就读的运动员马文·奥斯汀

发了一条推特，引发人们对其学业成绩的

质疑。媒体顺藤摸瓜发现，从 1999 年开

始，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就读的许多运动员

就没有正常上课，却获得了不应有的学业

成绩。舆论哗然，有关机构对这项丑闻的

调查一直持续到 2017 年，大学进行了多

项整改。

对于学术不端问题的治理，人们

往往止步于关注对曝光个案的处理

而忽视了全面的治理体系建设。美

国国家科学院院长马西娅·麦克纳特

等人在14日出版的《自然》杂志上发

表文章说，过去在学术丑闻之后，常

有人提议建立一个全面协调的治理

体系，但往往又随着新闻热度的淡化

而被搁置。

文章指出：“在美国，过去 70 年

里保护着研究质量和诚信的系统是

破碎的、低效的、不协调的。”美国应

建立一个全国性的、跨越各个相关领

域的“科研政策董事会”来维护科研

诚信。

在中国，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去年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

强科研诚信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出

加强顶层设计、统筹协调，明确科研

诚信建设各主体职责，加强部门沟

通、协同、联动，形成全社会推进科研

诚信建设合力。

奥兰斯基认为：“学术不端问题

源于人性的缺陷，所以很难完全消

除。我们能做的是通过制度建设来

尽量减少问题发生的可能性。比如

在论文撤稿方面，如果一些地方不过

度奖励论文，可以减少论文造假的动

机，也许有助于减少撤稿数量。”

治理学术不端还要形成制度化

的管理体系，比如从科研评价体系方

面减少造假动机、加强科研诚信的教

育和宣传等。 据新华社

乱象 丑闻层出不穷

影响 危害不止“腠理”

观点 治理尚需协力

》》》

》》》

》》》
朝鲜国务委员会部长金昌善16日抵达越

南首都河内，预期将与美国官员磋商第二次

朝美领导人会晤礼宾事宜。

韩联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金昌善

一行当天上午10时45分左右飞抵河内机场。

按这家媒体的说法，去年6月首次朝美领

导人会晤以及同年9月第三次南北领导人会

晤期间，金昌善都负责朝方礼宾事宜。首次

朝美领导人会晤前，他飞赴新加坡查看朝鲜

最高领导人金正恩下榻酒店和会晤场所，与

美方工作组协调。 据新华社

这一列车名为“范德·巴拉特快车”，

意为“致敬印度”，最高试验时速 180 公

里，有“半高铁”之称。列车始发站为新

德里火车站，终点站为位于北方邦东南

部的古城瓦拉纳西。

“范德·巴拉特快车”15 日首次运营

没有面向普通乘客，当天实际最高时速

130公里。列车从瓦拉纳西返回途中，16

日清晨在距新德里大约 200 公里的栋德

拉附近发生故障，停止运行。

印度铁路部门官员说，故障可能与

牛群“袭击”相关。按这名官员的说法，

其中一头牛钻入列车车轮下，导致最后

一节车厢通信系统发生故障，影响整个

列车的控制系统。

印度媒体报道，工作人员随后处置

故障车厢，列车16 日8时15 分左右恢复

运行，返回新德里。

这不是“范德·巴拉特快车”首次遇

袭。先前试验运行中，列车至少两次遭

人投掷石块，车厢玻璃破裂。去年12月

一次试验运行时，列车从新德里开往阿

格拉途中，不明身份者投掷石块。事发

后数小时，铁路部门发表声明，呼吁民众

不要破坏铁路设施。 据新华社

朝鲜

高官赴河内打前站

牛群“惹祸”印度“半高铁”出故障
印度国产最快列车15日投入运

营，16日清晨出现故障。铁路部门官
员说，故障可能由牛群“袭击”引起。
当天晚些时候，列车恢复运行，返回首
都新德里。

俄罗斯外交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16日

在德国南部城市慕尼黑会晤日本外务大臣河

野太郎。

就俄日缔结和平条约谈判，拉夫罗夫告

诉河野，签署条约的前提是日方承认南千岛

群岛主权归俄罗斯所有，俄方不给谈判设定

期限。

安倍有意赶在今年6月二十国集团(G20)

峰会在大阪举办期间，与普京就和平条约内

容达成基本一致。共同社报道，拉夫罗夫不

设期限的说法旨在牵制日方计划。 据新华社

俄罗斯

不急于和日本签和平条约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昨日，由天津老当

益壮围棋俱乐部主办，王忠哲围棋教室和尚

德围棋教室承办的天津市第二届“老当益壮

杯”春节围棋大奖赛，在晋滨国际大酒店落

幕。本次比赛为围棋个人赛，打7轮，采取积

分编排赛制，共吸引了50名35岁以上的天津

市围棋高手参赛，赛事相关负责人表示：“今

年的比赛选手报名非常踊跃，一共50个参赛

名额2天就报满了，选手水平也非常高，其中

有 8 人曾获得天津市围棋比赛冠军。”经过 2

天的激烈争夺，蒋志宇、宋超、张洪泽分获比

赛冠、亚、季军。

时报讯（记者 王晶）编剧刘雁执笔、刘

家成执导，何冰、王鸥、刘蓓等实力派演员领

衔主演的年代剧《芝麻胡同》昨日定档将在

本月 22 日登陆东方卫视上星开播。作为一

部围绕老字号酱菜铺“沁芳居”展开的京味

题材剧，《芝麻胡同》自杀青以来备受业内外

人士关注，其中酱菜制作的非遗工艺首次呈

现可谓将影视剧与非遗的传承与保护紧密

结合起来。

导演刘家成堪称京味剧旗手，《铁齿铜牙

纪晓岚》系列中的京味幽默就给人留下深刻印

象，近几年热播的《正阳门下》、《情满四合院》、

《正阳门下小女人》等剧均备受好评，以非遗角

度切入故事是刘雁和刘家成这对王牌编导组

合在题材选择上的独到之处，从制酱到腌菜、

从选料到加工等每一道制作工艺的展示都参

与到了剧情之中。刘家成特别找到真实百年

酱菜品牌为剧作保驾，剧中拍摄的酱菜都是六

必居提供的真实酱菜，从踩豆子到打耙再到听

缸等，一道道严谨工序映出制酱匠人百年的精

神坚守。

为了原汁原味地再现北京胡同的浓郁生

活气息，刘导透露，老北京民俗手艺，天桥的街

头杂耍，瑞蚨祥、华清池等标志性地域元素都

会在剧中出现，同时沁芳居周边则按照旧时的

大栅栏重新搭建场景，刘导表示：“现实主义题

材无非就是客观描写真实的表达，所以这部剧

就是真实的表达，细节的真实。”

北京时间昨天凌晨，第 69 届柏林国

际电影节落幕，在经历了张艺谋的《一秒

钟》和曾国祥的《少年的你》两部华语片退

出主竞赛单元的波折后，“独苗”《地久天

长》不负众望一举包揽最佳男女主角两项

大奖。阔别已久，中国电影人终于再次加

冕欧洲三大电影节的这两项殊荣，王景春

和咏梅二人也很快成为网络“红人”，而王

小帅的这部《地久天长》热度更是飞涨。

要知道，上一次中国演员摘得最佳男主角

还是2014年柏林电影节《白日焰火》的廖

凡，而赢得最佳女主角更要追溯到 2011

年威尼斯电影节上《桃姐》的叶德娴了。

探究是什么让中国电影人重新赢得关注，

或许更具时代感和立体感的故事才是根

本原因。

回顾中国电影人征战欧洲三大电影节

的历程，王景春和咏梅双双成为第五个捧

起最佳男女主角奖项的华语电影人。如果

单纯只看中国内地影片的话，可以发现廖

凡之前，这些作品的时代背景要么被设置

在了新中国成立之前，要么或多或少涉及

到“文革”时期。甚至，将范围扩大到其它

奖项，以及更多国际A类电影节的评选结

果，也可以发现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

恰恰是在《白日焰火》后，闪耀各大国

际A类电影节的中国内地电影作品，在时

代背景上出现了明显变化，包括《白日焰

火》，以及随后贾樟柯的《天注定》，以及《烈

日灼心》《追凶者也》《冰之下》《德兰》等片，

都将视角转换到了上世纪八九十年代，以

改革开放初中期为时代背景，这显然为中

国电影带来了更多的可能性和关注点。

如今，提起国际电影节上获奖的影

片，很多人仍旧存在着一个误区，认为只

有那些充斥“负能量”的作品才是评委们

的至爱。但稍加分析不难发现，“过去

时”真的已经成为过去，很大程度上“现

在进行时”会更容易让观众和评委产生

共鸣。这不仅是中国电影，其它国家和

地区的影片同样如此，这一次摘得柏林

金熊奖的《同义词》，去年戛纳的《小偷家

族》，以及奥斯卡的最佳外语片《普通女

人》莫不如是。

当然，我们可以用“代入感”和“贴近

性”来加以总结。但就中国内地电影作品

来说，一个不容忽视的现象就是，一个在

改革开放后正在迈向飞速发展的崭新中

国才是海外电影人乃至整个社会民众最

为关注的话题。似乎在他们眼中，当今中

国的成就，有必要从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去

发现。一切向前看，用电影作品去发现新

时代中国社会和人民的细微变化，而不是

执着于对旧时印记喋喋不休，这或许才是

当下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又一种思路。

时报记者 王淞

时报讯（记者 宋鑫鑫）2018-2019赛

季中国女排超级联赛半决赛次回合津苏

之战前，天津女排发布了一张主题为“众

志成城，只道寻常”的海报，海报上球队

助理教练张静坤用冰袋为李盈莹冰敷肩

膀，同时李盈莹手持冰袋为杨艺冰敷肩

膀的画面让人很担心球队的伤病情况。

然而半决赛次回合一战，天津女排似乎

完全没有受到伤病的影响，在客场3∶0痛

快将江苏队斩于马下。

昨日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天津女

排之所以能在短时间内控制好伤病，与

背后在天津市体育局协调下，于半决赛

前形成的一支6人医疗保障团队的付出

是分不开的，这里面有队医、康复师、体

能师、主任级医师，还有服务于国家级

运动队和冬奥会的治疗专家。而在这 6

人的背后，则是一个由市体育局领导的

汇集全国诊疗、康复、体能等方面专家的

团队。

春节前就已展开行动

考虑到天津女排的实际情况，天津

市体育局方面春节前就开始召集全国的

顶级专家到天津为天津女排的运动员进

行会诊，并在第一时间拿出具体的治疗、

康复及训练方案，在执行方面也是具体

到每个队员并由专人负责。在姚迪、李

盈莹、王媛媛这样的国家队队员的伤病

诊疗方面，天津方面始终与国家队的队

医、美国的专家保持着沟通，一要保证国

手们能够打联赛，二要为她们的长远发

展进行全面考虑和保障。而针对竞争激

烈的半决赛，天津女排也做了多种预

案。比赛进行时，两名专家在场边手持

便携型深层肌肉刺激仪和激光治疗仪待

命，据了解，这是两台目前世界上最先进

的治疗运动损伤的医疗仪器，一直为备

战冬奥会的国家队队员进行治疗。

李盈莹脚伤已无大碍

本赛季女超联赛半决赛首回合，天

津女排虽然在主场3∶1击败江苏队，但球

队进攻核心李盈莹中途下场治疗右脚脚

伤的场景让人很揪心，次回合赛前适应

场地训练，李盈莹没有参加。不过，津苏

次回合的比赛，李盈莹不但首发出场，还

轰下了全场最高的25分。记者获悉，天

津女排的医疗保障团队日常对李盈莹的

脚伤监控得非常好，训练前、中、后都有

具体预案和安排，来自泰达医院的韩慧

主任向记者表示：“李盈莹主要是脚部有

些挫伤，最近通过调整她的训练量，她的

伤情已经得到了控制并向好的方向发

展。”李盈莹昨日接受采访时也称现在脚

伤对自己已经没有太大影响了，“我的脚

伤已经有明显好转，尤其在场上毫无疼

痛感，请球迷朋友们放心！”另外，天津女

排副攻大将王媛媛的膝伤也被控制得很

好，现在需要上量，增强肌肉力量。

市“老当益壮杯”
春节围棋大奖赛落幕

揭秘津女排横扫江苏的背后
多名专家组成保障团队保驾护航

“90年代”为中国电影带来更多可能

京味剧《芝麻胡同》
还原舌尖上的酱菜

学术不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