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种评价导向这种评价导向，，
可能不利于科研本身可能不利于科研本身
的健康发展的健康发展，，也会严也会严
重影响年轻一代科学重影响年轻一代科学
家做科研的态度家做科研的态度。。

现在有些明星现在有些明星
一场演出就是几十一场演出就是几十
上百万元上百万元，，比科学家比科学家
收入多多了收入多多了，，就是该就是该
重奖科学家重奖科学家。。

““

””

““

””

反
方

正
方

6月30日，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陈学伟团队因为一篇发表在全球顶尖学术期刊《Cell》上的论
文，被重奖1350万元。7月1日，微信公众号“知识分子”推送了文章《一篇Cell论文重奖1350万，你怎么
看？》，引发网友热议。

3日，论文作者之一、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李平教授，于个人博客发文回顾了陈学伟团队
获奖一事的来龙去脉，对1350万元的组成进行了解释，并表示，网上一些说法是误导性的“标题党”所
致，这1350万元中，只有50万元是奖励给团队的奖金。

｝

｝

1350万元
重奖水稻论文

高额奖金引发网络热议，成都商报昨专访论文作者回应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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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 大雨 22℃~29.2℃
南风1～2级

明日 中雨22℃~26.2℃
南风1~2级

（据成都市气象局官网）

●电脑型中国体育彩票
全国联销“排列 3和排
列 5”第 17178期排列 3

直选中奖号码：303，排列5中奖号
码：30362。●电脑体育彩票“七星
彩 ”第 17077 期 开 奖 号 码 ：
2423699。

●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
全 国 联 销“3D”第
2017178期开奖结果：

744。●中国电脑型福利彩票全国
联销“双色球”第 2017077期开
奖结果：红色球号码：01、02、04、
15、17、22，蓝色球号码：14。备注：
以上信息以开奖现场公证后的
结果为准

兑彩票

夏天适合做种植牙吗？

缺牙不用愁，
种植牙专场特惠

炎夏来临，美食当前，不少人却
因缺牙嚼不动、不消化，每天喝稀
饭度日！很多人有这样的误解：天
气热容易感染。其实，种植牙并没
有季节性，其创口感染与天热无直
接关系。且口腔本身有维持口腔内
部 清 洁 功 能 ，不 受 新 陈 代 谢 的 影
响。因此，提醒市民不要因天气而
延误种牙时机。
微创种植牙：少折腾、少受罪

很多缺牙市民怕疼、怕麻烦、怕
来回折腾，在选择种植牙时会犹豫。
其实，种植牙手术是一项微创手术，
在牙龈上环切出 3-5 毫米的创口，
将种植体精准植入牙槽骨。口内条
件好的，先做好口内消毒、麻醉等术
前准备工作，再植入种植体、上基
台，只需很短时间。口腔条件好的，
甚至可实现当天种牙当天戴牙吃饭
的愿望。

当然，缺牙半口/全口，可选择种
植2颗恢复半口，种植4颗恢复全口的
方法，能省很多钱。
平价高质种好牙，年中特惠折扣来袭

为回馈市民，种植牙年中特惠活
动已正式启动。活动期间，品牌种植牙
包干特价，含进口牙根、基台、牙冠、手
术费在内。同时，暑期牙齿矫正特惠活
动同步启动，缺牙、牙齿不齐市民，均
可 拨 四 川 名 医 健 康 热 线
028-69982575咨询详情！

读者福利：本报读者提前电话预
约，可免费口腔拍片检查、免费制定种
牙方案、免费术前洁牙。
四川名医健康热线：028-69982575。

经过40天的病害整治，都汶高速
紫坪铺隧道、龙溪隧道已于7月3日零
时开始双向试通行，今日零时起全面
恢复正常通行。

成都商报记者从川西公司了解
到，都汶高速紫坪铺、龙溪隧道病害整
治工程经历了抢险保畅短暂停工等，
提前两天恢复车辆通行条件。此次整
治主要是为了解决已经发现的安全问
题，对影响隧道结构和营运安全的病
害，采取拱脚钢管桩加固、钢带加固、
基底注浆方案，达到稳定隧道结构的
目的。此外，提升了隧道机电功能，加
强隧道通风、火灾报警、监控设施，更
换LED照明灯等，以提升隧道形象。

川西公司相关负责人表示，后期
将在不影响通车的前提下，进行监控、
通讯设施设备的联动调试等工作。下
一步还将择机对路面、电缆沟及隧道
内装饰进行整治，一些涉及美观、舒适
度的工程将在 7～8 月阿坝黄金旅游
季过后再行处理。按计划，两座隧道全
面的路面养护将于2019年进行。

成都商报记者 严丹
川西公司供图

隧道整治完工
都汶高速今起正常通行

昨日，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
时，李平操着一口四川话，不时笑出
声。他对撰写《关于Cell论文学校奖
助的那些事》的原因进行了解释。

李平称，此事最先在网上引起
关注后，很多人打电话来问团队的
人：哦哟，你们拿了这么多奖金啊？
大家都在不停地解释这个事情。“我
年纪大一点，抗压力强一点，一些年
龄较小的同事们压力就比较大。我
就安慰他们，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
奖金就这么点，其余都是科研经费，
并且是正当的。”

由于网上的一些负面评论给同

事们带来了思想压力，李平表示，他
想写个东西来回应，给大家解释一
下，这个1350万元是怎么构成的。

“不要让我们第一线的科学家再去
承担更多的思想压力，希望大家不
要来打扰科研人员的正常生活和工
作，毕竟科研工作才是我们的本行，
其他的都不是我们应该关注的。”

“我写下这些，不涉及我本人的利
益，作为一个所长，我觉得有必要减轻
他们的压力。”李平说，这个回应学校的
同事和家人也看到过，大家也没有说
什么。“截至7月4日，这个回应没有对
我本人的生活和工作造成什么影响。”

除了一些质疑声，网友们也有
不少力挺李平等人。网友“罗汉松”
就明确地表示，现在有些明星一场
演出就是几十上百万元，比科学家
收入多多了，就是该重奖科学家。

对于这种说法，李平很淡然。
他说，行业不同，不要去比较，我们
尊重每一个行业劳动者的劳动所
得。不应拿科学家去与明星比较，

因为行业不一样，经历的辛酸、艰
苦等不一样。既然选择了科学研究
这条道路，就应在业界内进行比
较，比如比论文、比社会经济效益
的贡献，当然也可以比哪个学校的
收入高，但不能跨行业比较。

“我认为各个行业有各自的
特点和辛苦程度，演艺界有收入
高的明星，也有大量的二三线工

作者，他们付出了很多辛苦的劳
动，也没有获得很好的收入。”李
平说，各行业有各行业的规则，各
行业的劳动者，只要是合法收入，
都应该得到尊重。

李平希望，大家多关注科学
研究，不要过多干扰科研工作
者，给科研工作者一个好的科研
氛围。 成都商报记者 蒋麟

66月月3030日日，，川农大重奖鼓励科研创新川农大重奖鼓励科研创新：：因水稻因水稻
所陈学伟研究团队发现了对稻瘟病具有广谱持久所陈学伟研究团队发现了对稻瘟病具有广谱持久
抗性的水稻天然变异位点抗性的水稻天然变异位点，，为防治稻瘟病提供了为防治稻瘟病提供了
全新路径全新路径，，其论文在全球顶尖学术期刊其论文在全球顶尖学术期刊《《CellCell》》上发上发
表表，，学校对其进行了表彰学校对其进行了表彰，，发出共计发出共计13501350万元的奖万元的奖
励和支持经费励和支持经费，，并特聘李伟滔副研究员为教授二并特聘李伟滔副研究员为教授二
级岗级岗。。

一些争议
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在接受成都商报记者采访时，，李平也逐一回李平也逐一回

答了多个焦点问题答了多个焦点问题。。他解释了他解释了13501350万元的组成万元的组成：：
其中其中，，只有只有5050万元是奖励给团队的奖金万元是奖励给团队的奖金，，其余其余
13001300万元中万元中，，5050万元是一次性资助的科研经费万元是一次性资助的科研经费，，
12501250万元是分五年资助的科研经费万元是分五年资助的科研经费。。

来龙去脉

许多网友认为，1350万元奖
金太多了。

李平称，其实这1350万元中，
只有50万元是奖励给团队的奖
金，其余1300万元中，50万元是一
次性资助的科研经费，1250万元
是分五年资助的科研经费。

对于50万元的奖励，李平认为
不多，他说，四川农业大学有相应
的奖励政策，之前四川农业大学也
对发表在《自然-遗传》上的论文的
作者们予以了奖励，奖金都是一样
的，也是50万元，但没有引起这次
这样的关注——因为当时资助的

科研经费可能没有这么多。
李平说，这种奖励，算绩效奖

励，这篇发表在《CELL》上的论文作
者，国内外加上一起有20多人，20多
人分50万，虽然团队成员付出和贡
献不一，奖励会有区别，但即便平
均下来，每个人也就2万元左右。

奖励力度过大？平均每人仅2万多元

除了奖励，还有不少科研经
费，这些经费如何使用？

李平称，科研经费的使用，必
须严格按照相关财务制度来执
行，不是想怎么用就怎么用，不可
能落入科研人员的腰包。

“再过几年就要退休了，但我
热爱川农大，也不愿意大家对川
农大有负面看法。”李平说，川农
大学术氛围很浓，奖励反而是其
次的。“我是二级岗教授，算上工
资加绩效等，扣除税收和保险后，

每月拿到手的有1万2千元左右，
加上年终绩效奖励等，一年也就
20来万，在高校中不算高的。我还
是二级岗教授，三级岗、四级岗等
就更低了。”

科研经费咋用？“不可能落入科研人员腰包”

可能败坏学风？“只是一种激励方式”

网上有声音称，重奖论文这
种评价导向，可能不利于科研本
身的健康发展，也会严重影响年
轻一代科学家做科研的态度，甚
至由此滋生为拿奖金而发论文等
行为。

李平认为，相信绝大部分做
科学研究的人不是为了得奖，而

是为了科研本身去做的。奖励大
家发表论文，只是一种激励方式
而已。“我们做科研，谁能保证自
己的东西能达到获奖的要求，达
到什么程度呢？也许做一辈子科
研什么都没有，一生没有获奖的
大有人在，但这并不代表他就不
努力。”李平说，谁也预见不了科

研过程中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能取得什么样的成果，特别是从
事基础研究的课题。从事科学研
究也是一种职业，既不能推得太
崇高，也不能看得太低俗。与其他
职业不同的是，要耐得住寂寞，忍
得了艰辛，守得住清贫，还要接受
得了可能一生无为的凄楚。

将使水稻增产？“提高抗病性，不降低产量和质量”
有网友说，该论文的研究成

果应用以后，将使水稻增产，幅度
远超想象。

李平说，这个并非论文的主要
内容，该篇论文主要说的是天然变
异位点极其难得，这一变异位点在
提高抗病性的同时，对产量性状和
稻米品质没有明显影响，因而具有

十分重要的应用价值。此外，也清
楚完整地揭示了抗病调控机制。

“抗病性通俗地说就是提高
自身免疫能力，一般来讲，作物提
高抗病性多少会影响产量和品质
等，就像一个人要抵抗病魔一样，
肯定要消耗你的能量，而这个基
因就达到了抗病性和产量的有机

统一，既提高抗病性，又不会降低
产量和品质。”李平说，该项研究
阐明了新型广谱持久抗病的分子
机理，为水稻稻瘟病广谱抗病育
种提供了重大理论和应用基础，
也为在小麦、玉米等粮食作物方
面开展相关新型抗病机理的研究
和应用提供了重要借鉴。

收入不如明星？只要是合法收入，都应该得到尊重

稻瘟病被称为水稻的“癌症”，可
引 起 大 幅 度 减 产 ，严 重 时 减 产
30%-50%。川农大教授陈学伟带领的
研究团队与国内外专家合作，经过七
年多的探索研究，终于发现水稻天然
变异位点，这将有望提高水稻自身免
疫力，解决抗病基因耐药性的国际难
题，为防治稻瘟病提供了新路径。

重奖消息传出后，微信公众号
“知识分子”推送了名为《一篇Cell
论文重奖1350万，你怎么看？》的文
章，文章中称，科学家需要奖励，科
学家也需要荣誉，然而因为发表了
一篇高分期刊的论文而获得成百上

千万元的重奖，这种评价导向可能
不利于科研本身的健康发展，也严
重影响年轻一代科学家做科研的态
度，甚至由此滋生为拿奖金而发论
文、为写论文而做研究的倾向，甚至
不惜学术生命，干起造假、抄袭的买
卖。“知识分子”主编饶毅说：“把发
论文变成政绩工程，过分崇拜刊物，
不看内容，迟早会出问题。”

随后，网络上掀起了“一篇《Cell》
论文值不值1350万”的讨论。大多数
网友正面评价学校的奖励力度，但声
音不一，有的说多了，有的说少了，也
有的说不应该重奖论文，败坏学风。

公号开炮/ 一篇论文值1350万元？

作者回应/ 只有50万元是团队奖金

7月3日下午15时16分，论文作者之
一、四川农业大学水稻研究所所长李平
教授在个人博客上发表了题为《关于
Cell论文学校奖助的那些事》一文。

李平写道：“标题有些误导，不
认真看确实会认为给作者奖励了
1350万元。作出负面评价的人，多半
没有认真看奖励文件的内容，不加
分析就开始评论。如果认真看了奖
励文件，其实只有50万元是奖励给
团队的奖金，其余1300万元中，50万
元是一次性资助的科研经费，1250
万元是分五年资助的科研经费。好
在绝大多数科学工作者还是认真看
了奖励文件的。”

此外，李平也对该论文能登上
《Cell》的原因做出了解释：一是发
现的天然变异位点极其难得，且在
提高抗病性的同时，对产量性状和
稻米品质没有明显影响，应用价值
大；二是在水稻等植物中清楚完整
揭示了这种抗病调控新机制。论文
审稿专家们评论说，这是一项罕见
的对基础研究和应用研究人员都具
有很高影响力的杰出研究成果。李
平称，最为高兴的是，能得到连续五
年的持续经费资助，这样可以让陈
学伟的科研团队更加专注于科研，
开展一些更有意义且需较长周期的
研究课题。

撰文缘由/ 作为所长想为同事减压

颁奖现场 图据四川农业大学

都汶高速隧道整治结束

/

网
友
五
种
声
音/

1

2

3

4

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