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起
底

编辑 何先锋 美编 黄敏 廖敏 官方微信 红星新闻：cdsbnc 成都商报：cdsb86612222 官方微博 新浪微博：@红星新闻、@成都商报 官方网站 www.cdsb.com 报料及服务监督电话 028-86612222

河南一校长发表“熟鸡蛋返生孵小鸡”论文引群嘲
新华网痛批：绝不能让“伪科学”荼毒职业教育

熟蛋返生孵小鸡？
荒诞是如何孵化的

国内
2021年4月27日 星期二

05

没全程参与，
不敢保证返生真实性

4月26日，《“熟鸡蛋鸡蛋返生孵化雏鸡”实验
报告（孵化阶段）》第二作者、新郑郭店镇张辛庄
完全小学教师郭太安告诉成都商报-红星新
闻记者，去年8月，有学生家长找到他，言及
此事，“她说从我这来拿鸡蛋，然后他们拿
到家煮熟，然后再让学生进行一些特异
功能的‘返生’，之后他们再派人送过来
给我，然后进行孵化。最开始他们找了
很多人，找了孵化厂的老板，他们都不做
这些很细的工作，也不挣钱。后来有学生
家长认识我，说我这有孵化场，我也比较有
热情，懂一点文化，他们觉得如果将来写东
西的话，可能会写得好一点，所以就选择了
我。”郭太安称，参与此事，并无报酬。

“我这边有一个养鸡场。我从养鸡场的种蛋当中，选
了一些比较新鲜的，一二十个鸡蛋。他们回去做实验的时
候，又筛选了一次，然后让学生去做。做了之后，给我送过
来8枚鸡蛋，有一枚是没有‘返生’的，其余7枚‘返生’。然
后再进行孵化。”郭太安说，“成功率很低，总共7个‘返生’
的鸡蛋，只有一枚成功的，其他都不成功。”送回来的鸡
蛋，如何证明是最初拿出去的那一批？对此，郭太安称，鸡
蛋上“有编号”，但谁做出的编号，他已“记不得”。

记者问及郭太安是否全程跟踪所谓“熟鸡蛋返生”过
程时，他称，“我不负责那一段。具体他们是怎么让学生去
做‘返生技术’，那个环节我没有参与。我认为我这个（孵
化过程）是真实的，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不敢保证，因为我
没有全程参与，我只参与这一段。”

系作者投稿，
曾经专业人员审核

记者搜索“郑州市春霖职业培训学校”，其同名网站信
息显示，该校于2009年经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批
准成立。学校主要从事国家职业资格认证培训等项目。其官
网还展示了多次培训活动，主题有“孩子大脑无限潜能，培
养孩子创造力”“全脑开发，您的孩子也可以成为电脑天
才”，从活动图片来看，参与者多为小学至中学的学生。网站
并无域名信息备案，截至发稿前，该网站已无法再次打开。

记者26日上午从刊发上述文章的《写真地理》杂志社
方面确认，上述文章是作者投稿，确实去年刊发于该杂志。
杂志社一名工作人员向记者表示，目前论文投稿只接受与
地理相关的文章，版面费为800元。对于稿件内容是否要接
受审核，《写真地理》工作人员表示，会交由专业人员审核，
上述《熟鸡蛋变成生鸡蛋（鸡蛋返生）——孵化雏鸡的实验
报告》也经过了审核后发布。

昨日下午4点30分，记者检索发现，万方数据平台已经
将上述文章撤下。

这个看起来匪夷所思的实验
是怎么发生的？据了解，实验中，
师生从养鸡场取得10枚新鲜鸡
蛋，煮23分钟，完全煮熟。随后
10名特训班学生每人取一枚
放在纸杯中，开始用超心理
意识能量方法，开始鸡蛋返
生，20分后鸡蛋返生成功。由
观察员再次进行透光试验，
鸡蛋透光，卵白、卵黄分明可
见，并当场破壳一枚，证实鸡
蛋返生呈液态，返生成功。返
生鸡蛋送雏鸡孵化场孵化，结
果待续。

4月26日上午，记者通过郑
州春霖职业培训学校官方网
站，拨通了一个电话。电话里，自
称该论文参与者的郭萍老师强
调，自己做过叶子复原的实验，并
受到启发开始做鸡蛋返生的实验，

“已返生了一百多枚，做完实验小鸡
也孵化出来了，并正常生长。”

怎么用超意念让鸡蛋返生？对
于记者的追问，郭萍始终没有正面回
答。她表示，自己不是物理学专家，只是
心理学爱好者，所以她在培训的时候也是
通过心理学的方式把孩子培训成“最强大
脑”，“他们拥有了写作、阅读能力，然后就可以
去意念拍照，接下来就能做鸡蛋返生等。”郭萍强
调，这些孩子经过特殊培训的才能做到，至于培训
的内容不便多说，是核心机密。

我国将建立
反间谍安全防范重点单位名录制度

国家安全部26日公布《反间谍安全防范工
作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规定明确国家安全
机关根据单位性质、所属行业、涉密等级、涉外程
度以及是否发生过危害国家安全案事件等因素，
会同有关部门制定并定期调整反间谍安全防范
重点单位名录，以书面形式告知重点单位。

据介绍，规定严格依照上位法律法规规定，
立足构建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体系，明确机关、
团体、企业事业组织和其他社会组织对本单位
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负有主体责任，行业主管
部门按照职权范围对本行业反间谍安全防范工
作负有监督管理责任，国家安全机关按照管理
权限对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负有业务指导和督
促检查责任。

规定严格依照国家安全机关法定职责权
限，对国家安全机关反间谍安全防范指导和检
查工作进行了规范，明确国家安全机关可以通
过提供工作手册、指南等宣传教育材料，印发书
面指导意见，举办工作培训，召开工作会议，提
醒、劝告等多种方式，开展反间谍安全防范工作
指导。

同时，规定还明确了国家安全机关会同有
关部门组织开展反间谍安全防范宣传教育，受
理公民和组织举报及实施表彰奖励等工作机制
和要求。

对于落实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存在问题的
单位，规定明确国家安全机关可以依法责令限
期整改或依法约谈相关负责人，督促有关单位
整改问题、落实责任。同时，对于未履行或者未
按照规定履行反间谍安全防范责任和义务，造
成不良后果或者影响的单位及其工作人员，国
家安全机关可以向有关机关、单位移送问题线
索，建议有关机关、单位依规依纪依法予以处
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据新华社

进村大老虎被命名为
“完达山1号”

近日，一只野生东北虎闯入黑龙江省密山
市村庄，并造成1人轻伤。经多方通力合作，目
前该虎已获初步成功救护。据黑龙江省林业和
草原局及相关专家介绍，这是我国首次在野外
成功救护野生东北虎。

东北林业大学教授姜广顺介绍，现在该虎
已经恢复正常饮食，健康状态良好，说明我们的
救助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功。该虎名称确定为

“完达山1号”，体重450斤，雄性，2-3岁，营养
状况较好，体壮。

目前，该虎在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
繁育中心内的隔离区，由专人负责饲喂。记者通
过视频监控画面发现，老虎出现饮食、排便等正
常行为。中国横道河子猫科动物饲养繁育中心总
工程师刘丹说，该虎已经进入正常活动状态。记
录本显示，25日晚10点半左右该虎开始进食，取
食量约3公斤，饮水约2500毫升。 据新华社

点餐浪费要收费点餐浪费要收费？？
反食品浪费法草案：
标准应当明示

点一桌子菜剩一大半、吃自助餐拿太多吃
不完……这种情况商家能否收费？26日提请全
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的反食品浪费法草案二
审稿对此作出进一步规定。此前，反食品浪费法
草案一审稿对此已经作出了规定。此次提请审
议的草案二审稿进一步明确：餐饮服务经营者
可以对造成明显浪费的消费者收取处理厨余垃
圾的相应费用。收费标准应当明示。

中国政法大学地方财政金融与农村法治研
究中心主任李蕊对此认为，收取厨余垃圾处理
费用的具体标准如何确定，仍然有待进一步考
量。她建议，可遵循试点先行、分步骤审慎推进
的原则，充分保障餐饮消费者知情权、选择权、
公平交易权等各项权利，强化有关部门对餐饮
服务价格的监督检查，避免厨余垃圾处理费用
的收取导致餐饮消费价格不适当提升。

同时，草案二审稿对食品浪费的定义作出
进一步具体规定，明确食品浪费是指对可安全
食用或者饮用的食品未能按照其功能目的合理
利用，包括废弃等。草案二审稿还进一步明确反
食品浪费工作的牵头部门和有关执法主体。根
据草案，国务院发展改革部门应当加强对全国
反食品浪费工作的组织协调。餐饮服务经营者
的有关违法行为，由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市
场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指
定的部门实施处罚。

26日，监察官法草案也提请全国人大常委
会会议第二次审议。草案二审稿明确，监察官因
工作需要兼职的，应当按照管理权限批准，并不
得领取兼职报酬。同时，草案二审稿相较于一审
稿还作出多项修改。

监察官法草案于2020年12月首次提请全国
人大常委会会议审议，草案一审稿主要包括总
则，监察官的职责、义务和权利等9章内容。此
后，经过征求各方面意见，形成了草案二审稿。

草案一审稿规定，监察官“非经批准不得在
监察机关外兼职。”有的专家提出，公务员法规
定公务员不得领取兼职报酬，监察官经过批准
兼任社会职务的，也不得领取报酬。据此草案二
审稿作出修改：监察官因工作需要兼职的，应当
按照管理权限批准，并不得领取兼职报酬。

草案一审稿规定，监察官不得在本人成长
地担任县级监察委员会主任，一般不得在本人
成长地担任设区的市级监察委员会主任。有的
常委会组成人员、地方、专家提出，“成长地”的
表述不够明确，建议与公务员法规定的地域回
避制度表述一致。据此草案二审稿作出修改：监
察官担任县级、设区的市级监察委员会主任的，
应当按照有关规定实行地域回避。 据新华社

4月26日，“校长发表熟鸡蛋返生
孵小鸡论文”一事引发热议。

吉林省级刊物《写真地理》2021
年3月第11期刊发《“熟鸡蛋鸡蛋返生
孵化雏鸡”实验报告（孵化阶段）》一
文。其中称，实验的目标是“选择正常、
新鲜的受精鸡蛋，经过开水煮沸以后
变成熟鸡蛋，再通过‘特异学生’的‘意
念和能量传播’使鸡蛋还原成生鸡蛋，
做到不伤害鸡蛋的生物活性，使它能
正常孵化出小鸡，并能正常生长（简
称：鸡蛋返生）”。论文作者为郭萍、郭
太安、印大民、白卫云。其中，郭萍为河
南郑州市春霖职业培训学校校长。

此前，《写真地理》还曾刊发题文
《熟鸡蛋变成生鸡蛋（鸡蛋返生）——
孵化雏鸡的实验报告》的论文，刊发时
间为2020年6月第22期，文中显示的
实验时间却是2020年8月12日11时。
该文第一作者仍为郭萍。

“异想天开”、“毁三观”……上述
消息一出，引发不少网友质疑。新华网
也发文痛批：超心理意识能量、特异学
生、意念和能量传播……这样的魔幻
剧情，竟然堂而皇之出现在一篇期刊
论文中，实在是毁人三观……相关部
门当加强监管，绝不能让这样的“伪科
学”荼毒职业教育。

身份多重
头衔亮眼

宣称学员能和熟绿豆“对话”

记者注意到，这位让煮熟的鸡蛋“返
生”的郭萍不仅拥有“企业家”“校长”“学
者”多重身份，各类”头衔“亮眼，还与国内
热衷传播”特异功能“人士过从甚密，甚至
共同做实验、撰文，宣称自己的学员能和
熟绿豆“对话”。

第二
作者

杂
志
社

当
事
人

已返生一百多枚，
如何做到是“核心机密”

一个敢写一个敢发，反智论文何以过审？
近日，一篇熟鸡蛋变成生鸡蛋并孵化出雏鸡的论文在网上疯传。许多网友表示，一个敢写一个敢发，

此等反智论文究竟是如何过审的？
该论文全称《熟鸡蛋变成生鸡蛋（鸡蛋返生）——孵化雏鸡的实验报告》，由《写真地理》杂志刊

发，作者郭萍、白卫云，单位郑州春霖职业培训学校。论文描述，该校师生在教室里，通过用超心理
意识能量方法，便将煮熟的鸡蛋返生成功；返生后的鸡蛋孵化成雏鸡，并已经成功返生了40多枚。

记者查阅发现，《写真地理》杂志是由吉林省新闻广电局主管、吉林省舆林报刊发展有限
责任公司主办的国家正规出版期刊。与此同时，该文还被中文三大期刊数据库之一的《维
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收录。

如此反科学的文章堂而皇之登上学术期刊，究竟是在侮辱大众的智商，还是有
什么灰色利益链条？教书育人的老师本该为人师表，发表这样的论文给学生起

到了什么样的示范作用？退一万步讲，也是缺乏科学精神。同时，正规学
术期刊对伪科学论文大开绿灯，小了说是把关不严、自贬身价，大

了说是败坏了学术风气、伤害了科技事业。
希望有关部门对此深挖彻查，还教育和
科研一个清朗空间。

“企业家”“校长”“学者”

一名与郭萍打过交道的河南媒体人26
日向记者证实，郭萍确实经常以企业家的
身份在郑州活动，近年来又开始以“校长”

“学者”等多个头衔亮相。值得注意的是，河
南媒体大河报·大河客户端2020年10月曾刊
文《萍生不息 追梦不止丨访郑州市春霖职
业培训学校校长郭萍》，对其做了详细介绍。
文章写道：“作为业界的领军人物，郑州市春
霖职业培训学校校长郭萍教授的头衔自然
很多，每一个都是能证明她辉煌的头衔。”

来看看郭萍的头衔。根据上述河南媒
体文章介绍，“郭萍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
师，国家二级企业培训师，河南省科技咨询
专家，担任中国科学管理学院学术委员会心
脑教育研究中心副主任、心脑教育研究课题
组副组长，北京相对论研究联谊会副理事
长、河南站站长，国际华人超心理学会中国
分会秘书长、华中分会会长，钱学森教育思想
研究院研究员，河南省妇联、河南电视台‘枫

调豫顺’百人专家团专家……”
对于郭萍本人的“专业”领

域，上述文章介绍：“郭萍长期
从事人体潜意识唤醒开发
运用研究的同时，在国内
外专业学术杂志发表多
篇有关人体大脑潜能开
发的科学研究和人体潜
能综合运用研究的宝贵
经验和优秀的学术论文，
诸如在《写真地理》、《格

物》（美）、《北京相对论研究
快报》等国内外学术期刊发表

40余篇著作，并获得多项优秀论
文奖，获得了国内外专业人士的首肯

和多学科领域学术研究人员的高度认可，
备受人体科学研究专家们的爱戴与赞扬。”

曾做实验和熟绿豆“对话”

记者注意到，围绕着郭萍的各种“光环”
中，“人体科学”等字眼频现。在微博等网络
平台上，一则《特异功能盛会，2020年中国人
体科学学术研讨会10月4日在郑州召开》帖子
再度提到了郭萍。在这一活动中，她不仅是

“2020年中国人体科学学术研讨会”的主持
人，身份更被标注为“郑州大学教

授”。一名曾参与中国人体科学
学会活动的科普作家向记者表
示，该学会近年来主要从事
“特异功能”研究，上述帖子
提到的几名与郭萍一同出席
活动的学会人士均为国内

“特异功能”研究活跃分子，
痴迷于传播“特异功能”。

郭萍不仅做过“熟鸡蛋
变成生鸡蛋（鸡蛋返生）-孵
化雏鸡”实验，还做过“超意
念实验：熟绿豆的返生实
验”。时间是在2019年7月1
日，也是借助其学校下属平
台郑州春霖实验室，招募了3
女5男共8名中小学生。“熟绿
豆的返生实验”过程是：“郑州
春霖实验室一批经过脑潜能培
训的中小学生，在他们已经开

发的脑屏上操作，学生让绿豆快
速发芽。让煮熟绿豆返生，变小变

紧变硬，颜色由浅绿返生为深绿。
证明植物可以返生。”

不仅如此，该实验还宣称“不管生
绿豆快速发芽，或者熟花生返生，学生

都要打开脑屏，在脑屏里操作。还要与绿
豆对话，绿豆在脑屏里是有灵的。有趣的
是，通过对话，可以知道每个绿豆是男生
还是女生。绿豆会发声，它一发声就暴露
出它的性别。”

新华
热评

郑州市人社局回应“熟鸡蛋返生”事件：

正在学校处置
查明后及时通报

记者了解到，河南郑州市春霖职业培训学校是一所民办学校，监管部门是郑州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
4月26日，该局相关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初步调查得知，该局给春霖培训学校颁发了职业教育相关证书，但该校还

办了一家公司，“熟鸡蛋返生再孵小鸡”“熟绿豆返生”等试验，均由该公司完成。“现在正在学校现场处置，还没回来，回
来以后，及时对外公布调查情况。”

这是该学校的宣传噱头？伪科学？郑州市委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向记者介绍，此事件舆情发酵后，该部门高度重视，已
责成人社局、科技局等部门展开调查。 据成都商报-红星新闻记者 彭莉 综合新华网、安徽网、澎湃新闻、上游新闻

郭萍 图据大河报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