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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中国之声《新闻纵横》报道，
当地时间 4 月 20 日，世界最大学术
出版机构之一的施普林格出版社
发表撤稿声明，旗下期刊《肿瘤生
物学》宣布撤回 107 篇发表于 2012
年至 2015 年的论文，107 篇论文全
部和中国研究机构有关，里面包括
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北京协和医
院、中日友好医院等知名高校和医
疗机构。

107篇论文被集体撤回，创下正
规学术期刊单次撤稿数量之最，撤
回的主要原因是评审造假。有媒体
评论，对这起造假造出了“规模”的
丑闻，叹一声“丢人”远不够。

“同行评审过程中存在操纵”

记者在《肿瘤生物学》网站上看
到，期刊在4月20日发布了一篇撤稿
声明：“根据出版伦理委员会的建议，
出版商和编辑决定撤稿。在经过彻底
调查之后，我们相信论文在同行评审
环节中有违规操作行为。”

在撤稿声明中，期刊列出了一
个发布在出版伦理委员会网站上的
声明，声明中介绍：“机构已意识到
属于不同出版商的几家期刊，在同
行评审过程中存在系统的、不适当
的操纵。这些操作似乎是由一些第
三方机构策划的，他们为论文作者
提供这种服务。”

记者查询看到，《肿瘤生物学》是
“国际肿瘤学和生物标志物 ”（In-
ternational Society of Oncology

and BioMarkers）的官方杂志，曾属
于 德 国 斯 普 林 格 出 版 社（Spring-
er-Verlag），网站上介绍其影响因子
为 2.926。而斯普林格出版社是世界
最大的科技出版社之一，以出版学
术性出版物闻名。2016 年底，《肿瘤
生物学》被转给了美国 SAGE 出版
社，从今年 1 月起，美国 SAGE 出版
社开始出版这本期刊。

被撤稿作者涉及多家医院医生

在出版伦理委员会发布的声明
中提道：“有些为作者刊发论文提供服
务的机构，在同行评审中涉嫌造假。”

记者注意到，《肿瘤生物学》提到
的被撤稿的论文共有107篇，涉及国
内多个城市。其中大部分作者均为医
院医生，所属的机构单位是国内高校
的附属医院，包括浙江大学附属医
院、上海交通大学附属医院、山东大
学附属济南市中心医院、湘雅一、二、
三院等知名医院。

前天，记者试图联系期刊中列
出来的被撤回论文的作者。其中，
一篇发表于 2016 年的论文中的几
名作者中，河北医科大学第四医院
胸外科副主任医师张泽峰承认其
在同时间在《肿瘤生物学》杂志上
发表过论文，但他表示自己只是作
为科研小组的一员参与了相关研
究，对论文发表的具体流程并不清
楚。该院的另一位主任医师刘俊峰
则以“无法核实记者身份”为由拒
绝了采访。

昨天，中国人民海军迎来成
立68周年纪念日。68年来，从最
初起义投诚的几条老舰，到如今

“一年装备一个舰队，下水一个
舰队，开工一个舰队”，中国海军
装备已然进入大国海军行列。

这些年，航母战斗力建设不
断取得新跨越：先后有数十名舰
载战斗机飞行员、着舰指挥员顺
利通过航母资质认证，中国成为
世界上少数几个具备自主培养航
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能力的国家
之一。2016年底至今年初，航母编
队先后圆满完成实际使用武器演
习、跨海区训练试验任务，并首次
远赴西太平洋开展远海训练，航
母战斗力建设迈出重要一步。

作为大国海军的重要标志，
我国首艘国产航母下水在即！

“进一步的好消息，相信不会
让大家久等。”国防部新闻发言人
的话，让国人无不欢欣鼓舞。国之
重器，举世瞩目。历经10余年，航
母建设步伐愈发坚实。从改建到

自主建设航母，正是国家综合实
力、海军装备建设水平的一大飞
跃，表明我国已经完全掌握了航
母相关技术和管理经验。

有网友近日拍到首艘国产航
母已经穿上中国海军舰艇的统一

“正装”——标准的海军灰色，脚
手架也在陆续拆除中，预计将很
快“下水”！“下水”通常意味着航
母的主体建设已经完工，航母将
离开船坞，进入水中，进行进一步
的舾装，也就是电子设备、武器等
的精密布置工作。（上图）

如何才算具备了“下水”条
件呢？专家尹卓分析，作为航母
指挥“大脑”的舰岛，一般是主体
建设的最后一步，如今新航母的
舰岛安装已经完成。同时，船体
外部也已涂装红色底漆，这种防
止船体受海洋腐蚀的红漆具有
一定毒性，通常涂完后会尽快安
排下水。

首艘国产航母何时下水？国
人翘首以待！ （北京晚报）

4 月 23 日 8 时 30 分，国产大
型客机 C919 在上海浦东机场进
行高速滑行抬前轮试验，取得成
功。这是C919进行的第四次高滑
试验。

据了解，地面滑行是在飞机
的系统集成试验、试验室试验和
所有机上地面试验（OATP试验）
全部完成的情况下进行的，是飞
机首飞前的最后一关。只有当地
面滑行所验证的结果完全符合预
期，滑行过程中暴露的各种问题
得到妥善解决后，飞机才能够进
行首飞。

对于民用飞机而言，低速滑
行是指将飞机的速度控制在每小
时55公里以内的滑行；中速滑行
是指速度为每小时 55-170 公里
的滑行；高速滑行则是指每小时
超过170公里的滑行。目前，C919
已经进入了高速滑行阶段。

据介绍，在地面滑行中，高速
滑行的风险最高。如果飞机在高
速滑行中控制不好，很有可能提
前离地起飞发生意外。为此，试飞
员、指挥员和所有飞行保障人员
都把高速滑行看成飞机的首飞来
进行精心准备。 据新华社

本次公益百姓大讲堂活动延
续了群众乐于参与、便于参与的
活动风格，同时又迎合时代潮流，
以新的形式倡导市民多读书、读
好书。首场公益百姓大讲堂活动，
现场开展了图书以旧换新的活
动。成都市民携带自己的旧书，在
现场免费置换新书，参与阅读活

动。市民纷纷表示读书是终生的
事情，希望政府多举行类似的惠
民活动，让老百姓参与其中感受
到阅读的魅力，并有所成长和收
获。百姓大讲堂，不仅是文学名人
最前沿的文化交流、思想碰撞的
平台，更是一场全民阅读盛会，爱
阅读的你绝对不容错过。

古人云：“书中自有黄金屋，
书中自有颜如玉。”兴趣所致，心
之所属，阅读便是快乐的。本次百
姓大讲堂秉承分享阅读经历、传
递阅读快乐的原则，将公益进行
到底，帮助大家发现阅读真正的
价值，在字里行间中寻觅精神的
寄托。

中国学者论文涉造假遭国外期刊撤稿
涉及国内多家知名医院医生 中国科协回应

107篇中国论文
1个不光彩纪录

撤稿

“2017书香成都·百姓大讲堂”昨日开幕
著名作家周国平和你分享

“阅读与人生”

2017年4月23日，“2017书香成都·百姓大讲堂”首场活动在成都图书馆
正式拉开序幕。活动于上午十点准时开始，现场不仅吸引了相关企业、协会、个
人及市民参与，更邀请了著名作家周国平老师作为首场公益百姓大讲堂主讲嘉
宾，直接对话市民分享“阅读与人生”。现场市民也积极与嘉宾互动，探讨阅读的
意义。“2017书香成都·百姓大讲堂”是由成都市文化广电新闻出版局主办的以
弘扬成都全民阅读为目标的文化惠民工程，计划从2017年4月23日起，落户
成都市区及周边区市县，连续举办10场公益大讲堂活动。从作家讲坛到惠民活
动，丰富多彩的文化活动让人目不暇接。

周国平，当代著名学者、作
家、哲学家，现任中国社会科学
院哲学研究所研究员。著有学术
专 著《尼 采 ：在 世 纪 的 转 折 点
上》、散文集《守望的距离》、《各
自的朝圣路》、纪实作品《妞妞：
一个父亲的札记》等等。除了哲
学著名作品和翻译，周国平还写
了大量的散文随笔与童话之类
的作品，并产生了广泛的社会与
文化影响。

作为首场公益百姓大讲堂的
主讲嘉宾，在成都图书馆与市民

零距离交流，探讨阅读与人生的
关系，揭示阅读的内在价值——
使人优秀和幸福。人生价值归根
结底取决于精神生活的品质，即
精神素质，而阅读是提高精神素
质的主要途径。民族也是如此，文
化竞争力取决于国民的整体精神
素质，文化强国必是阅读大国。同
时，他还推荐大家读经典，因为经
典的价值已经得到许多世代的公
认。读经典，要把功夫下在读原著
上，直接向大师学习，少读甚至不
读那些第二手、第三手的所谓心

得、解读、教辅一类的书。关于“怎
么读”，这个困扰许多人的问题，
他也给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一
是不求甚解，二是为我所用。阅读
的心态和方式应该是轻松的，你
不是在做学问，不要刻意求解，不
要受阻于暂时读不懂的地方，读
不懂不要硬读，先读那些读得懂、
能够引起自己兴趣的著作和章
节。汲取对你重要的并将之化为
你的精神营养，让你的精神得到
生长。读大师的书，是为了走自己
的路。

走进著名作家周国平的阅读人生

现场公益阅读活动惊喜不断

一篇声明
“根据出版伦理

委员会的建议，出版
商和编辑决定撤稿。
在经过彻底调查之
后，我们相信论文在
同行评审环节中有
违规操作行为。”

一项纪录
107篇论文被集

体撤回，创下正规学
术期刊单次撤稿数
量之最，撤回的主要
原因是评审造假。

一个疑问
中国科协向出版

方提出：希望出版集
团能够尽快完善内
控机制，加强期刊管
理，把问题论文处理
在发表之前，而不是
发表之后一撤了之。

撤稿声明中提到的同行评审是一
种审查程序，出版单位会以此方法来选
择稿件录取与否，具体操作就是让同一
领域的其他专家学者来评审待刊发的
学术著作。同行评审环节需要提供参与
评审的专家学者的真实姓名和电子邮
件地址，学术期刊编辑部会通过电子邮
件向这些专家学者确认评审意见。

被撤稿的 107 篇论文，同行评审
的专家名字虽然是真的，但电子邮件
地址却被怀疑是假的。出版机构早有
专家们的电子邮件，跟这些论文中提
供的邮件地址对不上。

中国科协于 18 日曾会见施普林
格·自然出版集团大中华区总裁安诺
杰一行，就撤稿是否只针对中国作者
论文、涉事期刊情况、共同打击“第三
方”中介等问题达成初步共识。

前述业内人士认为，这些疑似问
题论文在刊发之初，期刊就没有尽到
审查职责。因为即便论文作者提供了
虚假同行评审信息，期刊编辑部也可
以自行联系那些专家学者核实。

科协方面也提出：希望出版集团
能够尽快完善内控机制，加强期刊管
理，把问题论文处理在发表之前，而不
是发表之后一撤了之。

本组稿件据央广、新京报、北京青
年报、中科协网站

首艘国产航母“换装”
航母被拍到已变成标准海军灰色

脚手架也在陆续拆除中

“高抬腿”，
国产大客机跨过首飞前最后一关

是否只针对中国作者？
刊发期刊有没有尽责？

同行评审的专家名字虽然同行评审的专家名字虽然
是真的是真的，，但电子邮件地址却被但电子邮件地址却被
怀疑是假的怀疑是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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撤稿事发后，中国科协与出版方交流

22 日，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下达
的执行死刑命令，贵州省铜仁市中
级人民法院依法对罪犯陈全松执行
了死刑。就陈全松故意杀人、侮辱尸
体一案审查办理情况，最高人民法
院刑一庭负责人接受了记者专访，
并回答了相关问题。

办案 合议庭成员走访现场

问：请简要介绍最高人民法院
对陈全松一案的复核办理过程。

答：最高人民法院于 2016 年 4
月 20 日受理被告人陈全松故意杀
人、侮辱尸体死刑复核案件。合议庭
成员两次赴贵州省贵阳市、铜仁市
等地，通过实地走访案发现场，与公
安机关、有关司法鉴定机构进行座
谈等方式调查、核实证据，并要求
一、二审法院会同有关部门进行了
补查工作。经复核，认为本案事实清
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法裁定核准
陈全松死刑。但之后，辩护律师又提
交证明陈全松无作案时间的证据。
对此，合议庭高度重视，再次向相关
证人调查核实，调取了陈全松作案
当晚的手机轨迹图。经核实，律师提
交的该份证据与客观事实明显不
符。为充分尊重和保障被告人及其
辩护律师的诉讼权利，合议庭于
2017 年 4 月 7 日在贵州铜仁市中院
向陈全松的辩护律师通报了对其辩
护意见及证据的核实情况。最高人
民检察院死刑复核检察厅在查阅了
案卷材料及辩护律师意见后，也派
员参加通报并发表了意见。

案件 因琐事发生纠纷

问：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确认的
案件事实是怎么样的？

答：最高人民法院复核确认：
2014年1月3日晚，被告人陈全松步
行至贵州省石阡县五老山由下至上
第三个凉亭处，与下山的被害人王
某某（女，殁年17岁）、鲜某某（女，殁
年15岁）因琐事发生纠纷，陈全松遂
将鲜某某推倒在凉亭内侧上山石梯
处，致鲜某某头部撞击石梯受伤后
死亡。随后，陈全松又将王某某打
倒，致王某某头部撞击地面受伤，随
即又对王某某掐扼并用皮带勒颈。
陈全松发现二被害人死亡后，将尸

体转移至附近树林草丛中并用折断
的树枝掩盖，其间对王某某尸体进
行性侵。经鉴定，鲜某某系生前遭钝
器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死亡；王某
某系钝器打击头部致颅脑损伤并阻
塞性窒息死亡。

解疑 形成完整证据锁链

问：媒体和网上有一些报道和
议论，对陈全松案涉及的一些问题，
如 DNA 检验鉴定是否规范、可信，
陈全松有无作案时间等等，能否作
出解释和说明。

答：我们注意到了一些媒体报
道和网民的议论，在此对本案的主
要问题做简要说明。

第一，关于本案复核认定的证据。
本案被害人王某某、鲜某某系

在校中学生，二人于2014年1月3日
晚到石阡县五老山爬山后失踪。同
年2月3日，登山采药群众在五老山
发现二具尸体，公安人员进行勘查
并提取尸体上有关检材送检。经贵
州省公安厅司法鉴定中心检验，从
其中一名被害人王某某体内检出人
精斑成分，后公安机关围绕案发现
场 周 围 重 点 人 群 进 行 抽 血 比 对
DNA 排查。通过 Y-STR 方式检验
排查（注：Y-STR 基因具有父系遗
传的特点，起源于同一男性家族的
所有男性个体的 Y-STR 检测结果
均相同），确定陈全松父亲的直系亲
属具有作案嫌疑，但经进一步DNA
检验比对，陈全松的父亲及其哥哥
的 DNA 分型与王某某体内精斑的
DNA分型不完全一致，排除二人涉
案，而陈全松在案发后下落不明，遂
将陈全松确定为犯罪嫌疑人，并于
2014 年 3 月 9 日将已潜逃至外地的
陈全松抓获归案并抽取血样送检。
经贵州省公安司法鉴定中心 DNA
检验鉴定，陈全松的DNA分型物质
与王某某体内精斑的 DNA 分型完
全一致，该精斑确系陈全松所留；同
时，从王某某胸罩、外裤上也检出了
陈全松的DNA分型物质。另一名被
害人鲜某某的体内检材，经贵州省
公安厅以及公安部的鉴定部门检
验，均未检出他人的 DNA 分型。这
个结论与陈全松供述未对鲜某某实
施性侵害的情况吻合。

陈全松归案后即供认在爬山中

因与被害人肢体碰撞发生争吵，遂
将二被害人杀害，并于杀人后对其
中一名被害人王某某进行奸淫侮
辱，多次有罪供述稳定、一致，与相
关证人证言，现场勘验、检查笔录，
尸体检验报告等证据相互印证，真
实、可信。公安机关在侦办案件中，
对审讯过程进行了全程同步录音录
像，陈全松的有罪供述系在合法、自
愿前提下依法做出。陈全松在侦查
阶段后期虽翻供，但不能对翻供进
行合理解释，翻供内容也存在许多
矛盾，故对其翻供不予采信。

复核期间，合议庭先后就本案
DNA检验鉴定等问题咨询了有关部
门和专家的意见，特别是针对辩护律
师反映的怀疑DNA检验程序不规范
等问题，赴贵州公安司法鉴定中心、贵
州省铜仁市石阡县公安局调取了委托
送检清单、DNA分型图谱等材料，并
与提取相关检材、出具DNA鉴定意
见的法医进行了座谈。经过大量补查
核实工作，进一步确定本案经一、二审
庭审质证采纳的DNA鉴定意见等关
键证据来源清楚，提取、送检规范、合
法，鉴定意见合乎逻辑，真实、可信。辩
护律师虽提出进行重新鉴定的申请，
但依据、理由不足，依法不予支持。

第二，关于被告人陈全松有无
作案时间的问题。

死刑复核期间，辩护律师提供
了陈全松二名亲友两年后反映陈全
松案发当晚在该二人家中居住、不
在作案现场的书面材料。虽然按照
一般常理，除非特别事件，仍能清楚
说出两年前具体某月某日是不合情
理的，但为慎重起见，合议庭要求有
关部门进行了解核实，并查阅公安
机关在侦办案件过程中形成的技术
侦查材料，对陈全松案发当晚活动
情况讯问了陈全松。有关材料显示，
陈全松的手机信号于案发当晚就出
现在案发现场，至次日 4 时许才离
开。陈全松在历次讯问中也从未提
及案发当晚留宿于该二名亲友家中
的情况。上述情况足以说明，陈全松
二名亲友所谓陈全松不在案发现场
的证言与其他证据矛盾，不足采信。

综上，本案据以定案的证据均
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已形成完整
证据锁链，排除了合理疑点，足以认
定陈全松故意杀人、侮辱尸体的事
实。 据新华社

故意杀人、侮辱尸体
罪犯陈全松被执行死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