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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学理层面指出科研诚信量化评价制度的形成根源来自路径依赖和制度

锁定，并深入论证了科研诚信的度量困难、实践悖论与非理性风险。研究对于补充科学
政策学理论、建构科研诚信外部规范学理基础，优化科研诚信外部规范的技术进路具
有重要的现实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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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目前社会对科学活动去伪存真、追求真理、客观理性的一般理解与伦理预设，
科学研究容不得半点虚假和欺骗，何况纳税人实际承担了科学研究的巨额开支。因此，
政府和公众对科研诚信外部规范的期待值很高，具有对不当行为“零容忍”的价值诉
求。——“零容忍”并非科研诚信规范领域中的内生词汇，这一言简意赅的流行语最初
来自积极打击犯罪的政策理念，依据是 1982 年美国政治学家詹姆斯威尔逊（James Q.
Wilson）和犯罪心理学家乔治凯琳（George L. Kelling）提出的“破窗理论”
，其原理
是通过提高警务机构对轻微违法的效率与力度，包括采用颇具争议的“钓鱼执法”
（entrapment）来惩戒具有违法犯罪嫌疑或倾向的个体，传达出一种明确、强硬的立
场，提高违法犯罪及公众容忍的心理阈值，防范良性秩序在群体消极麻木的文化氛围
中崩溃。具体到实践层面，
“零容忍”不但包括执法必严的核心原则，也包括防患于未
然、主动出击、立刻行动、绝不姑息任何轻微不当行为、违者必究的精度与效率。
从经济学角度看，来自打击罪犯领域的制度理念被迁移应用于科研诚信外部规范
的具体实践之中，一方面提示科学制度化理论尚不完善，科研诚信领域“制度供给”不
足；另一方面表明科学制度化过程中由科研诚信危机所引发的外部规范之“需求”具有
相当的“刚性”。然而，虽然包括同行把关、承诺协议、舆论监督、规制条文、举报处
理、司法惩戒等成分的科研诚信外部规范形式已经成为具体现实，实践中关于“应然”
与“实然”的辨析却仍未停止。究其原因，不但科学活动中缺乏专职预警监控“科研诚
信”、迅速反应的“警察队伍”和“司法体系”；而且“科研诚信”的介入监督也缺乏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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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成熟、公正合理、历经实践检验的“诚信”裁量效率与精准尺度，很难做到类似司法
领域裁定违法犯罪那样标准明确、要件具体、逻辑严密、是非边界清晰。实践中准确、
正当、迅速地度量评价“科研诚信”，必然面临如下技术与伦理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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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一，
“诚信”及其标准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色彩。在伦理学、法学、经
济学、中西文化背景及不同时空场景、不同主客体关系中，
“诚信”具有丰富的主观性
含义和多重的价值标准。
不但在反对“道德驱动论”的经济学中“诚信”是为“理性人”主观层面基于利益
博弈的主动选择，在探讨道德本质、起源和发展的伦理学理论中，
“诚信”亦属于具有
“前提预设”的道德范畴，——本质上是一种基于“道义风俗”、
“人性人格”、
“意识情
感”、
“是非判断”乃至“功利算计”的行为法则，具有善恶等上位概念，既受到“根本
利益”及“本质需求”的规律性驱动，也不可摆脱阶级社会中“群己关系”与“义利观”
的实然烙印。正如马克思所指出那样，
“人们自觉不自觉地，归根到底总是他们阶级地
位所依据的实际关系中——从他们进行生产和交换的经济关系中，吸收自己的道德观
①
“诚信”并非单纯应然地等同于“守信”和“履约”，它所指导的“经济
念”。 换言之，
交往方式和经济交往关系”实然地“具有主观性、内生性、基准性、效用性、渐成性等
②
特点，贯注着自由自主、公平正义、平等互利、理性主义等基本价值精神” 。
而且，具体到中西不同文化背景中，不同主体对“诚信”概念的理解视角、
“诚信”
的标准设定、“诚信”规范准则与管理工具的应用、以及个体层面诚信行为表现特征，
都是具有差异性的。③尤其在中国传统伦理文化中，
“诚信”包括“内诚于心”和“外信
于人”两重含义，强调个体主观性层面道德修养境界“内诚”的形成和到达，是客观层
面群体或社会关系戒律中“外信”的价值基础和实现途径。儒家经典《礼记·大学》指
出“诚”的标准是主观化的，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明确“诚”是主体自明、不
用向外求证的主体性范畴。而“信”相应就是把“毋自欺”延展到“毋欺他”，把道德
主体内在的“诚”推及他人，实现对他人的“诚”
，从而使个人主观层面的“正心诚意”
外化为客观层面“家齐、国治、天下平”的理想秩序。
《说文解字》将“诚信”一词蕴
含的主观性和客观性进行了统一，提示“诚”是“信”的内在基础和道德源泉，“信”
是“诚”的外在延伸和伦理呈现，
“诚”、
“信”二字同义互训：
“信，诚也。诚，信也”。
孟子强调个人主观层面的“内诚于心”比“外信与人”更为重要，认为“诚”是需要人
主动认识并内化的自然固有法则，所谓“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孟
子·离娄章句上》），而“信”则要先考量“义”的因素，
“大人者,言不必信,行不必果,
惟义所在”
（《孟子·离娄章句下》）；孔子也主张，外化的“信”不过是第三等的、可能
沦入浅薄固执境地的低层次道德操守，
“言必 信,行必果, 硁硁然小人哉，抑亦可以为
次矣”
（《论语·子路》）。因此，
“外信于人”不过是个人主观层面“内诚于心”的一种
外化，作为协调社会关系的德目，还要受到“义”所规定价值标准先入为主的影响。
“信”若缺失了“诚”这一形而上的终极依据，就会落入下等，沦落为一种纯粹实用的
经济理性的工具，进而可能走向“信”自身的反面。 ④
即便在严谨务实的法律条文及以秩序和公正为核心价值的法学体系中，裁断和度
量来自道德原则的“诚信”，也具有主观性和相对性色彩。一方面，
“诚实信用”的表述
往往具有“从规范意义上看极为模糊，在法律意义上无确定内涵外延，适用范围几乎无
限制” ⑤的概括化特征。另一方面，
“诚实信用原则”虽然号称“民法帝王条款”和“超
①
②
③
④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1995 年版，P.133
李玉琴. 《经济诚信论》 [D]. 南京师范大学. 2004
陈丽君, 王重鸣. 《中西方关于诚信的诠释及应用的异同与启示》[J]. 哲学研究, 2002(8):35-40.
廖小平：
《论诚信与制度》[J].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6, Vol.43(6):129-137.
徐国栋. 《诚实信用原则二题》[J]. 法学研究,20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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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调整规范”，但实际度量也必须依赖立法中授予法官的“白纸委任状”，即所谓“自由
①
“自由裁量权”虽然是基于保障“实质正义”
裁量权（Discretion）”。 ——毋庸讳言，
而设，但司法者的个体化特性和自由裁量权本身的权力特性，增加了诚信度量标准的
“主观性”色彩。具体的判断、权衡和决定场景中，一些法官缺乏最基本的职业水准和
职业道德，权大于法、钱重于法、情过于法，同案不同判，已是社会中的刻板印象。而
且，作为“最低限度的道德”，法律规范条文所涉及的“诚信”既包括表述为“诚信”
的“客观诚信”，也包括表述为“善意”、
“非恶意”、
“不知情”等词汇的“主观诚信”，
其中前者强调“是一种课加给主体具有明显道德内容的行为义务”，而后者强调“是主
体对其行为符合法律或合乎道德的个人确信”，前者属于客观层面“外部行为”，后者属
于主观层面不好认定的“内心状态”，比如所谓“纯净的心和空空的脑”规则（The Rule
of Pure Heart and Empty Head） ②。法律实践中，虽然采信“主观诚信”时实然运用
“主观状态并不必然构成诚信，而必须受制于社会的评价”的“客观化”程序标准，但
认定“客观诚信”亦参考“只有有了诚信意识，才可能有诚信的行为”的应然价值预设
标准——防止司法权威过度侵入道德自律领域，产生“降低社会道德要求”的风险。在
适用“客观诚信”原则还是“主观诚信”原则之间，司法者事实上具有相当的自由和权
力进行权衡与选择。所以，边界的模糊性使主观诚信和客观诚信最终也必须统一于“法
③④
官自由裁量权”之下的“裁判诚信”。
可见，从道德“诚信”到法律“诚信”，诚信含义与标准的相对性、模糊性和主观
性以一贯之，同时“诚信”、
“信誉”、
“信用”、
“信任”在很多文献、规制和公众舆论中
并不加细致区分和辨析。这些难以摆脱的“主观性”和“相对性”色彩，相应使“科研
诚信”的技术化度量面临先天不足的理论共识困境，缺乏操作层面的策略与工具。
其二，科学研究及其“场域”不宜拘泥于纯粹规定的理性与客观。
科学研究不等同于科学本身。作为指向科学的、由具体化的人所主导的创造性思
维与实践过程，科学研究本质上具有深刻的人类行为特点。它既局限于特定时空场域
知识结构及伦理文化中“具体社会人”自身的价值诉求、心理预设、思维惯性和路径依
赖，也充满科研人员决策判断时必然伴随的“经验主义”和“直觉本能”等“主观确信”
。
这些个体化的“主观确信”之所以实然地存在并具有合理性，一方面是因为，科学的
“客观性”是建立在群体层面“主体间相互检验” ⑤的基础之上，——在科研人员接力
化的知识建构过程中，个体化的“主观确信”必然会被质疑、提炼和修正，从而可以去
伪存真地指向客观、理性的科学发现；另一方面是由于，科学研究实际上并不局限于归
纳、演绎等正统的逻辑方法和环节——直觉、猜测、想象等非逻辑的方法和环节，也是
⑥⑦
爱因斯坦等伟大科学家们客观认同并极为重视的创造性过程。 事实上，科研人员间
有不成文的共识，或曰隐性知识，即高品质 idea（主观确信）是科研选题和实际开展
中极为重要的前提，好的 idea 即便缺乏坚实的数据支撑或严密的逻辑推理，仍然会对
同行研究和知识拓展产生重要的启迪。竞争性科研环境中，科研人员极为重视个人科
研意图及思路倾向的保密，已是科学活动中的普遍现象和行为规律。同时，科研人员推
崇 idea 的行为偏好，也表现在同行评议时对个体科研素质的评估过程中——除了参考
客观层面的前期积累、技术精度、工作严谨性（包括发表的严谨性和研究设计、执行及
于飞. 《公序良俗原则与诚实信用原则的区分》[J]. 中国社会科学, 2015(11):146-162.
徐国栋. 《英语世界中的诚信原则》[J]. 环球法律评论, 2004, 26(3):366-375.
③
徐国栋. 《诚实信用原则二题》[J]. 法学研究,2002,(4).
④
徐国栋. 《客观诚信与主观诚信的对立统一问题——以罗马法为中心》[J]. 中国社会科学, 2001(6):97-113.
⑤
Karl Popper（卡尔·波普尔）著，
《科学发现的逻辑》
，查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中国美术出版社，2008 年
10 月，pp,20-24
⑥
欧阳荣庆.《科学发现的逻辑与直觉》[J]. 社会科学研究, 1986(6):133-136.
⑦
郭安. 《关于科学发现的逻辑的元哲学思考》[J]. 现代哲学, 1992(4):7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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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据、表述的严谨性）和结果可重复性之外，还尤为看重研究者的 idea 是否具备开创
性和潜在理论与技术突破性的价值。这些隐性的“场域惯习”或科研人员“偏好”提示，
“非逻辑阶段”及“主观确信”属于科学研究中尚难以规律化界定和规范化度量、却必
须包含和承认的应然性劳动组分。这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波普尔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
的观点，
“我们不要求每一个科学陈述，在被接受之前必须在事实上已被检验”，
“只要
①
求每一个这样的陈述必须可能被检验”。
并且，具体到实践层面，科学研究中信息的收集、分析和解读，
“很少像教科书上
描述的那样，以有组织、系统的方式进行”；
“解决问题的方式融合了多种多样的实证经
验和理论构建”；“即使科学出版物让人误以为研究工作充满了逻辑和条理性，但实际
过程却很少如此，甚至从来都不是井井有条”；“任何形式的科学方法在实际应用中都
做不到完全客观，这与人们对科学研究的刻板印象相距甚远”；“大部分的科学论文都
不会说明研究步骤的真实顺序，也不会解释通过组合和解读实验现象得出结论的过程
多么复杂”；
“错误的思路、研究的死路”和“破碎的试管”这类遭遇或运气虽然确确实
实是科研工作的真实部分，但“论文中极少描述或提起”；而且，除了已经“经受住了
时间的检验，不大可能经常变化”的“典范科学”之外，另外一类所谓“前沿科学”往
往“极不稳定，有时并不可靠，并且会经历大幅度的修改”，对其“严格检验会引起错
②
误认识和误解，并可能转变为对科研诚信的指责”。
可见，科学研究过程，尤其是所谓“前沿科学”研究，实质上就是一个从“杂乱无
序”指向“理性有序”、从“主观经验”指向“客观规律”的过程，而“可能被检验”
才是评价具体科研人员中间“科学陈述”唯一合理的质量标准。——也正是基于这一检
验惯例的需求，科学中形成了为“控制正式交流方式而精心建立规范”：科研论文和研
究报告等“正式交流的媒介”，往往以典型的“被动式”方式和“倾向于关注技术问题
的严肃的传统风格”写成，刻意设计一种匿名者的氛围，以使同行“对已发表的报告的
反应以及认同程度，不会受到作者在研究中所遵从的任何特定的社会规范的影响”。③
因此，所谓科学具有“两套语言体系”④，其实是基于科学研究“中间检验”需求的“匿
名设计”正当惯例。它之所以被指责为科学“虚伪”的证据，并日益关联“欺诈”和“欺
骗”等嫌疑，不可忽视一个客观的逻辑前提：科学研究在近数十年获取了外部社会直接
或间接的“供养”，相应使服务于科学自身的“承认-奖励”系统脱离了服务科学自身目
标的自然轨道，从而既催生了利用“制度漏洞”的科研投机者，也不得不承担接受外界
“功利性”评价的义务。而外部规定的“客观”、
“理性”或“效率”标准，必然也就同
时意味着“科研场域”行政化管理人员对科学研究过程“诚信”程度具有正当的“裁判
权”。毫无疑问，这种“裁判权”会同样轻易陷入经验主义、基础主义、权威主义、怀
疑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窠臼，从而无法摆脱相对性和主观性色彩。正如布尔迪厄所言，
“科学行政人员管理人员对科学场域所行使的权力——尽管他们有这权力——还远远
⑤
没有受到严格的科学思想的支配”。
因此，科学研究及其“场域”不宜拘泥于纯粹规定的理性与客观。至少在把“孕育
原始创新”和“促进 Serendipity 型科学发现” ⑥ ⑦作为“科研场域”预期目标却尚未
Karl Popper（卡尔·波普尔）著，
《科学发现的逻辑》
，查汝强、邱仁宗、万木春译，中国美术出版社，2008 年
10 月，pp,20-24
②
Francis L. Macrina 著, 何鸣鸿，陈越等译，
《科研诚信：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教程与案例》
（第 3 版）
，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1 年 7 月，pp4-6
③
马尔凯 著，林聚任等译《科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6. p.116-117.
④
1963 年
⑤
皮埃尔·布尔迪厄,《科学之科学与反观性》[M]. 陈圣生, 涂释文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6.pp96-97；为了
提高语言的精确性和流畅度，参考原文后，译文中的“，
”被替换为“——”
。
⑥
武夷山.《关于 serendipity 的可贵研究》http://blog.sciencenet.cn/blog-1557-1108465.html
⑦
Yaqub O . Serendipity: Towards a Taxonomy and a Theory[J]. Spru Working Paper,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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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分认识“科学场域”偏好规律的情况下，活跃的思维、宽松的氛围、自由的表达、丰
富的主客观信息、和公开进行“大胆猜测和假设”并积极接受检验的创新激情，显然更
①
符合科学研究过程自身的功能性需求。这既符合“硅谷文化” 的基本内涵；也是在诸
多科研数据造假公众舆论事件中，隐藏于“谨慎介入”观点背后的深层次逻辑。客观而
论，探索科学研究“舞弊”行为背后超出现有公众知识之外的、
“科学场域”实然运行
的规律及潜在需求，不应忽视 90 年代布劳德（William Broad）和韦德（Nicholas Wade）
在《Betrayers of the Truth: Fraud and Deceit in the Halls of Science》
（中译
《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一书中基于“科研舞弊案例”归纳分析
所提出的经验主义观点：
“科学家获得新知识，并不单纯依靠逻辑性和客观性”、
“作假
者并非注定要失败”、
“科学不应被视为社会中理性的卫士，
（理性）只是其文化表达的
②③
一种重要方式”。 何况，作为指向科学的中间环节，科学研究“理性、客观”多一点
还是“非理性、主观”多一点，既受主体能力强弱和个体偏好的影响，也受时空环境和
客观条件的制约，其公平裁断往往需要具体考察客观后果、区分主观善恶、权衡潜在利
弊，难以规定普适性的统一标准和刚性尺度。即便是科学内外颇为推崇的同行评议制
度本身，也是建立在主观意见的基础之上。
其三，
“科研诚信”度量评价对“科研不端判定”和公共权力行使的“路径依赖”、
及“科研不端”界定标准的“外来性”、
“片面性”和“单边约束性”，挑战了度量评价
必须遵循的“科学性”、“正当性”和“公平性”前提。
“科研诚信”度量评价的社会需求与制度供给，既不是纯粹由科研活动“负外部
性”所引发的自然后果，也不是“内生规则”自然演进的结果，它与政治社会中科学制
度化路径选择和科学政策的理论转向密不可分。当前世界范围内依托公共权力对于“科
研诚信”的正式管理，或曰制度层面“科研诚信”外部度量评价的正当性，源自 30 年
代科学“国家主义”的形成和 70 年代末美国国会公开披露、政治化介入科研领域违规
事件。继而在丑闻催动外部监管的舆论化背景下，历经三个发展阶段，形成由政府主导
的“惩治（查处学术不端）-预防（建立教育制度）-保障（培育有利于负责任行为的科
研环境）”三位一体的“制度化”局面。其中，经由“建立公平透明的查处程序和规则”，
对“学术不端”个体进行“严厉惩戒”的技术路径和制度化理念，不但形成最迅速、而
④⑤⑥
。相应地，技术层面上对于“科研诚信”的度量评价，自 80 年代基本
且实践最多
等同于针对特定科研单元“学术不端”嫌疑的审查与裁定，其标准高度依赖各类“科学
共同体权威认定”或带有“官方”色彩的“科研不端”定义，实然表现为一种密切关联
公共权力的政府行为及非政府公共组织行为。
公共权力和公共惩罚被引入科研诚信的正式管理，既有必要性也有必然性。从必
要性上看，制度之所以能够发挥对个人行为的约束作用，是以其“执行力”为前提的，
如果没有“强制力”作为保障，规则条文很容易成为一纸空文，制度的规范、调节等“执
行力”将无从实现。
“积极惩罚”的技术路径，作为一种反馈性技术策略，通过呈现“厌
恶刺激”或消除“愉快刺激”，直接消除或抑制“学术不端”者“不当得利”的获得感，
使机会主义者“得”不偿“失”，并传递出强烈的信号，对潜在类似行为产生一定的威
慑性阻止作用，既符合生理心理学原理，也符合法经济学常规思维。而且，科学研究本
硅谷文化特别强调知识共享、相互学习、非正式交流非常活跃，硅谷文化的基本内涵，概括起来就是“繁荣学
术，不断创新；鼓励冒险，宽容失败；崇尚竞争，平等开放；讲究合作，以人为本；文化多元”
②
刘秋华. 科研不端行为的社会学分析[J]. 自然辩证法研究, 2008, 24(1):70-74.
③
《背叛真理的人们：科学殿堂中的弄虚作假》
，
（序言）
④
李真真, 黄小茹. 《中国科研诚信面临的突出问题及解决路径》[J]. 科学与社会, 2017(03):114-127.
⑤
董建龙, 任洪波. 《国外加强科研诚信建设的经验与启示》[J]. 中国科学基金, 2007, 21(4):223-228.
⑥
蒋美仕, 蒋安, 段诗韵. 《科研不端行为查处程序的比较分析——基于美国、韩国及中国的典型案例》[J]. 科学
学研究, 2013, 31(4):9-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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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客观具有“公有”的特质，其秩序和社会合作，实然面临“集体行动的困境”①，必
须“借助于公共权力的威慑和惩罚”才能保障“符合集体利益”的群体行动目标——因
为“私人惩罚软弱无力，达成多边契约的交易费用太高，并且还总有人企图坐享其成”。
②
所以，依托公共权力的惩戒不但最直观地代表了“强制力”，而且明确体现了“强制
力”所维护制度的权威性和正当性。③在法学界，
“是否存在恒常固定的惩罚结构”常常
被“当作辨识某条规则是否存在的结论性证据”。④况且，在严格意义上的“熟人社会”
之外，
“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并不能完全取代法律和公共惩罚，哪怕有时“官方惩
⑤
罚所发挥的社会控制功能仅仅是边缘性的” 。
从必然性层面分析。按照制度经济学规律，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和制度变迁，通
常具有“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⑥的惯性。
“科研诚信”的度量评价，既涉及制
度的形成和制定，又涉及技术方法的选择与应用，因而也不例外。无论是科学契约之下
的“非正式”科研诚信评价与控制模式，还是依托“科研不端判定”和公共权力行使的
科研诚信“正式管理”，特定历史时空条件下人们的决策选择总倾向参照其过去的决策
选择、并迁移复制既有的熟悉范例或现成模式，无论过去的境况是否过时、所面对的对
象是否变换。在科学制度化早期，这种路径依赖表现为无条件延续“私人捐赠时代”自
发形成的学术惯例、认同“科学自治”传统中内生规则的天然合理性及正当性。即便国
家财政无条件支持实然带来了觊觎公共利益的“机会主义者”和操控公共权力“金主”
或“话语权人”、深度改变了科学社会生态系统组成和利益分配结构，
“科学自治”仍作
为官方选择的政策理论和“学术体制”长期主导了“科学-政治”的双边关系，并最终
引发外部政治社会对科研诚信及科学产出效率的信任危机。而当“学术不端”的社会控
制不得不“从职业伦理向公共政策发生制度性转变” ⑦时，路径依赖则表现为以“公共
权威背书”和“司法、行政介入”为典型特征的制度迁移和技术演替。换言之，当前依
赖公共权力和公共惩罚的学术不端判定与社会控制，虽然打破了科学制度化早期的意
识形态窠臼，却未能突破世俗社会公共事务管理的一般常规思维和基本套路。
之所以形成这种新的“路径依赖”，至少有三个方面的原因。第一，
“科学自治”作
为官方选择的政策理论和“初始体制”曾经长期主导着“科学-政治”的双边关系模式，
不但政府围绕“科研诚信”外部规范的理论建构与技术发展的探索、试错与反思历程相
对短暂，学术界和思想界关于伦理探讨并不充分，尤其在丑闻催动科学政策理论转向
的舆论化背景下，大多数研究缺乏分析意义。认知凝滞 ⑧导致决策者面对新问题也倾向
迁移过去场景中的解释与反应模式。第二，世俗社会中公众的价值信念、风俗习惯、主
观偏好、文化传统、意识形态等长期存在于观念中的“非正式制度”具有较强的“非变
易性”，不但自身变迁或演进具有“渐进”、“内生”、“连续”、“缓慢”等规律性特征，
并且潜移默化地深刻影响对新问题的认知与应然诉求。社会舆论中，
“科研诚信”作为
科研人员、政治家、新闻记者等人的新词汇，其判定和度量标准通常来自各自既有的道
德伦理观念、司法理念、知识储备和技术思维，并且带有不同社会群体职业习惯和政治
集体行动的困境，集体行动的困境是一种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参考陈潭. 《集体行动的困境:理论阐释与实证
分析--非合作博弈下的公共管理危机及其克服》[J]. 中国软科学, 2003(9):139-144.
②
桑本谦，
《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一个经济学的进路》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P.7；.
③
桑本谦，
《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一个经济学的进路》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P.8；
④
桑本谦，
《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一个经济学的进路》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P.5；参见. Axelrod
R .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to Norms[J].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986, 80(4):1095,1097.
⑤
桑本谦，
《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一个经济学的进路》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P.8
⑥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
，指人类社会中的技术演进或制度变迁具有类似物理学中“惯性”的特征，具体包
括技术演进中的轨迹依赖和制度变迁中的路径依赖，该理论最初来自道格拉斯·诺斯《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
，
由 Paul·A·David 于 1985 年给出证明，W·Brian·Arthur 作了拓展。
⑦
蒋美仕, 唐军, 唐莉. 从职业伦理到公共政策的制度性转变——美国应对科研不端行为的政策法规体系[J]. 中国
科技论坛, 2008(12):134-138.
⑧
《战略选择、认知凝滞与路径依赖的形成》 米俊绒 曹瑄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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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立场倾向。公众认知、决策者思维定势和“乌合之众”特质的群体意识 ①强烈影响
科学政策的“边际调整”。尤其，在公众传统认知当中，
“国家力量被想象得无比强大，
公共惩罚的资源被认为是无限可取的，似乎只要有足够的执法力度，所有的违法犯罪
都可以统统纳入到法律规定的监控机制与惩罚机制之下”。 ②——这种观念曾被威廉姆
森描述为“法律中心论”③,其典型特征是“蔑视非正式的社会规则，包括伦理、道德、
习俗、禁忌、礼仪、规矩和各种潜规则，以及私人之间的监控惩罚所发挥的社会控制功
④
能”。 尽管从理论逻辑严密上，规则的“权威”并不可以简单等价于“强制力”及其指
向的惩罚或“制裁”
（实践理性一文详述），但在公众认知中，
“与规则相比，惩罚是一
个更加真切的观察视角”。第三，自科学诞生以来，围绕着作为核心驱动力的“承认-奖
励”系统和同行评议惯例，资助机构、学术出版界、科学“共同体”、科研组织机构、
大学、学者社交圈（如学协会、学术报告邀约、私人交往、师承关系等公私社会联系），
实然形成了与官僚科层、圈层权威、伦理观念、行政权力和资源配置规则（例如文献计
量化的科研评价规则）共生的、稳固的利益分配结构。科学内外既得利益阶层、
“马太
效应”、“学习效应”、“协调效应”、以及带来“稳定预期”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
不但会降低“边际成本”
，提供强化现存体制的刺激和惯性，使之自我强化、自我积累，
形成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s），还会产生巨大的“沉没成本”。藉由行政化途径或
通过法律途径对“学术不端”个体进行“严厉惩戒”的制度设置，不但反馈最直接、对
现有学术奖励驱动系统及利益结构触动最小，也最符合政府施政场域中由行政权力、
司法体系、舆论监督等“强制力”重建秩序的“制度化”惯习和大众心理预期。按照路
径依赖规律，大多数的人都倾向于选择细微的改变，不会做出非常大的巨变。所以，公
权、司法等绝对权威被引入为科研诚信规则的效力背书具有其必然性。
具体到学术不端判定标准层面。由于任何“定义”的内涵和外延，皆实然依托于认
识主体的阶段性经验性判断、文化认同和利益诉求，所以不同时期的学者、部门、国家
和利益团体对于科学研究不端的定义不尽相同，必须高度依赖官方指导文件中对“科
研不端”或“学术不端”行为的描述与界定，以便统一判定及度量的标准。其中最广泛
被各国政府参考、采纳的界定和分类方案是由美国 PHS（公共卫生总署）、NSF（国家科
学基金委）、OSTP（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和 ORI（研究诚信办公室）在 1989 年至 2001
年间分别公开发布的 FFP（Fabrication，Falsification & Plagiarism）界定模式。
⑤
这一著名的官方定义，通过具有联邦法规性质的《关于研究不端行为的联邦政策》⑥
所赋予的制度性权威，首先将“科研不端”的判定标准高度精炼地划定为在“申报
（proposing）、开展（performing）或评议（reviewing）研究项目，以及报告研究结
论 （ reporting research results ） 等 过 程 中 的 捏 造 （ Fabrication ）、 篡 改
（Falsification）或者抄袭（Plagiarism）的行为”。其权威对各国、各类学术不端规
范制定和技术开发，具有“先入为主”的“首因效应”⑦。总之，客观规律、主观认知、
《乌合之众》
：在群体行为中，无意识的比重很大，理智所占的比重很小。无意识作为未知的力量起作用。
桑本谦，
《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一个经济学的进路》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P.8；
③
Williamson O E . Credible Commitments: Using Hostages to Support Exchange[J]. The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1983, 73(4):519-540.（p.520,537）
④
桑本谦，
《私人之间的监控与惩罚——一个经济学的进路》
，[M]. 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2005.P.8；
⑤
Stein, C., Scientific fraud[J]. Trends in Anaesthesia & Critical Care, 2015. 5(2–3): p. 76-79；https://ori.hhs.gov/federalresearch-misconduct-policy 或见 https://ori.hhs.gov/definition-misconduct.“ Definition of Research Misconduct——
Research misconduct means fabrication, falsification, or plagiarism in proposing, performing, or reviewing research, or in
reporting research results.(a) Fabrication is making up data or results and recording or reporting them. (b) Falsification is
manipulating research materials, equipment, or processes, or changing or omitting data or results such that the research is
not accurately represented in the research record. (c) Plagiarism is the appropriation of another person's ideas, processes,
results, or words without giving appropriate credit. (d) Research misconduct does not include honest error or differences of
opinion.”
⑥
The Offic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olicy (OSTP). Federal Policy on Research Misconduct. Federal Register/vol.65,
No.235/Wednesday, December 6, 2000/Notices Pages 76262-76263.
⑦
首因效应，心理学名词，是指最初接触到的信息所形成的路径及印象对我们以后的行为活动和评价的影响，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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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公共需求和既有事实，客观造成了“科研诚信”度量评价对“科研不端判定”和公共权
力行使的“路径依赖”现实格局。
但是，从委托代理理论（Principal-agent Theory）的分析视角看，公共权力本质
上是一种“全民共有权力”，在现实中显然不可能由全体公民共同行使，只能由被委托
人（机关工作人员）代为行使，同样需要在国家与私人之间建立“委托-代理”关系。
所以，依托公共权力的科研诚信正式管理，本质相当于引入一组或多组新的“具有道德
风险”的“委托-代理”关系，来防范政府与科研人员之间既有“委托-代理”关系中的
“诚信风险”。而且，这种新的委托代理关系，与原有的委托代理关系一样，无法免疫
“委托-代理”关系中的天然道德风险。引入公共权力的科研诚信管理效率和效益，可
以用概率的符号和语言来建立简单数学模型进行量化：
（1）假设群体中科研不端的自然概率为 PNI；而公共权力行使可以使该群体中特定
概率的非诚信者受到威慑而改正的概率为 P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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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同时，由于新的委托-代理同时具有未知的道德风险，所以权力行使不当概率
为 PNR；按照常理，权力行使不当会导致诚信群体中一部分人 PDSPL 选择不端；
（3）二者关系用函数 PDSPL=F（PNR）表述，则原始自然状态的科研诚信概率 PDSP1=1PNI；绝对理想状态下 PDSPL=0，公权介入后的科研诚信概率 PDSP2=PDSP+PNI×PFI；
（4）因此，现实情况下公权介入后的科研诚信概率可以表达为：PDSP2= PDSP+PNI×PFIPDSPL= PDSP+PNI×PFI-PDSP×F（PNR）。
这表明，依托公共权力的科研诚信管理效益并非绝对的，仅当 PNI×PFI-PDSP×F（PNR）
≥0 时，公权介入才具有具有实际的积极意义。虽然单纯的数学推导基于假设的 F（PNR）、
PFI、PDSPL 的值域预警范围，但公权介入科研诚信管理，显然具有产生负效益的极大可能。
如若代入第二届世界科研诚信大会中对科研不端行为发生的估计数值 1%， ①假设公权
介入后 50%的不端者选择改正、权力行使不当的概率为 50%（这一概率也会随自律和稳
定的后果预期而减少），所导致的 F（PNR）为 2，则公权介入后诚信概率 PDSP2=99%+99%*50%99%50%*2=49.5%，远低于自然 PDSP1=1-1%=99%。如果有 50%的人不选择诚信（这一概率会
随自律和稳定的后果减少），其它参数不变，则现实诚信的概率为 PDSP2=50%+50%*50%50%50%*2=25%，亦远远低于自然 PDSP1=1-50%=50%。而且，依托公共权力的科研诚信管理
也需要受到成本付出与收益核算的经济规律制约。所以，监督执法的边际收益越低、边
际成本越高，委托人监督执法的积极性也越低。何况，代表公共权威的监督执法行为，
常规意义上同样基于“委托-代理”关系，必然实际面临科学系统内外“谁应是委托人，
谁应是代理人”的“委托权分配”问题，甚至可能引发“政治化”的权力争夺与势力范
围划分。
可见，按照数学推理和经济学规律，依托公共权力的“科研诚信”度量评价路径—
—包括引入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绝对权威为“科研不端判定”标准和介入管理效力背
书，具有一个先验性的前提，即必须首先在原理层面理性辨析相关规制策略、技术标准
的科学性、正当性和公平性。然而，以 FFP 规则等为代表的政府定义标准，虽然在规范
调查程序、统一处理尺度方面对于“科研不端”嫌疑的介入判定具有很强的实用性和可
操作性，并且谨慎地体现了外部规范对科学研究活动不确定性的谦抑包容、特别明确
了“科研不端”的范围“不包括诚实错误（honest error）和观点差异（difference of

于人类认识中的一种规律性的知觉偏差。
①
第二届研究诚信世界会议之路简史 《Nicholas Steneck：An short history of the road to the 2nd World Conference on
Research Integr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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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inion）”
，但是仍具有明显的“外来性”、“片面性”和“单边约束性”特征。
首先是“外来性”。考察美国 FFP 学术不端判定规制的形成过程，90 年代初，美国
公共卫生署（PHS）率先制定了科研不端行为的定义与法规，并规定接受联邦资助的机
构也必须出台处理不端行为的政策。美国公共卫生署（PHS）下属的国立卫生研究院、
国家科学基金会（NSF）和国家航空航天局等联邦资助机构不断完善各自对科研不端行
为的定义和政策，当这些规定以“最终规则”的名义发表在《联邦公报》上，就具备了
法律效力。①虽然这一过程征询了部分科学界代表的意见，但仍属于典型的“政治化”、
“行政化”和“外来性”行为。在原理层面，按照路径依赖规律，初始制度选择和制度
理论，容易从社会意识形态、社会经济变革成本和主观认同层面产生“锁死”效应，不
借助外部效应（externality）、引入外部变量(exogenous variable)，很难自发突破认
知局限、打破既得利益“势能”和“马太效应”，从内部摆脱制度“自我强化”的“惯
性”。在现象层面，此前的戈尔听证会及随后推进 NIH 设立 ALERT 系统的哈奇听证会，
招致了科学社会的普遍反对和敌意，被许多人指责为“反科学”、“逃离科学与理性”。
以美国科学院（NAS）院长汉德勒（Philip Handler）
、NIH 主任弗雷德里克森（Donald
S.Fredrickson）为代表的人士，在戈尔听证会上坚持“科学是一个自组织系统，具有
自我纠错的能力和机制”、“科研中舞弊的事情很少发生，即便发生，也是在一个有效
的、民主的、并能够纠正自身错误的系统（即科学的同行评议机制和同行评议系统）之
中”、
“有了科学自我调节机制，不端行为过去和将来都不是问题”。国会机构内部也有
②
人承认，
“科研诚信的保障措施和 ALERT 系统是出于政治原因而鼓动起来的”。 但与此
同时，国会也开展了应对“路径依赖”、“解构科学例外论”工作，基于“委托-代理”
理论的道德风险分析框架，从原理层面指出“由科学家来监督和调查自己的诚信”实然
存在“利益共谋”与“监督失灵”的制度风险；
“国会议员通过自己的努力”证实“科
学产品及其生产过程存在着差异”，并推动了 OSI（科学诚信办公室）、OSIR（科学诚信
评议办公室）和 ORI（研究诚信办公室）的行政机构化， ③实现了外部行政化主导科研
诚信标准制定权力的正当化。
“科研不端”界定标准的“外来性”，必然同时伴随着“片面性”和“单边约束性”。
按照规律，
“话语权”无法轻易摆脱掌控者的政治、经济立场和自身的“工具性”；议程
设置可以有效左右受众的重视程度、认知情感和主观共识。在无法保障绝对高度自律
的情况下，标准的“外来性”，必然面临五个现实性的后果或风险：第一，由于制定者
是具体化的人，所以标准必然带有外部制定一方的文化认同、价值倾向和公权私利诉
求；第二，由于经济地位、政治地位往往决定话语体系，所以标准制定方与被评价方的
上述文化认同、价值倾向和公权私利诉求显然很难一致；第三，由于专业壁垒的存在，
外部无法单独完成标准的完善制定，导致；第四，以某些“资格限定”或“民主代议制”
方式引入被评价方参与，必然使“马太效应”的负面影响难以规避，科学社会内部出现
阶层分离。既得利益阶层必然“合法”维护有利于自己的科研组织模式和资源分配方
案，使评价标准难以真正建立在公平约束、平等竞争的基础之上；第五，在舆论和心理
层面，外部标准的存在，必然减弱科研人员道德自律的义务和“自诚自明”的责任。有
一 些 行 为 被 称 为 有 问 题 的 科 研 行 为 或 科 研 不 当 行 为 （ questionable research

①
Francis L. Macrina 著, 何鸣鸿，陈越等译，
《科研诚信：负责任的科研行为教程与案例》
（第 3 版）
，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1 年 7 月，p7
②
David H. Guston（古斯顿）
，龚旭译. 《在政治与科学之间：确保科学研究的诚信与产出率》[M]. 科学出版社,
2011. p.104-110
③
David H. Guston（古斯顿）
，龚旭译. 《在政治与科学之间：确保科学研究的诚信与产出率》[M]. 科学出版社,
2011. p.108-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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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actices，QRP）①②，其介乎于负责任的研究行为和科研不端行为之间的灰色地带，这
类行为虽不能概括到 FFP 中、不是举报和严肃查处的对象，不宜界定、操作标准模糊、
难以约束或监督成本过高、研究者缺乏道德反感，但却实然破坏科研竞争秩序、败坏学
术风气、降低科学研究的效率与效益，危害公私利益；③其中，有些甚至更隐蔽、严重
的科研诚信问题（例如过度研究、垄断研究和趋势跟风等不“诚”却有无不端的“不经
济研究”、
“牛尾巴功能类型”研究）。科学实验数据的诚信真实原则固然是科研诚信中
的核心价值，但更高层面关于研究规模、研究必要性也存在罔顾阶段性、罔顾是非曲直
和伦理道德、肆意增生，误导公共资金投入的、误导公私决策。按照经济学关于商品的
社会效益的分析，个人效益和社会效益并非永远协调一致。④单纯惩戒剽窃、抄袭、伪
造；必然导致“窃钩者诛，窃国者侯”的影响。
何况，学术不端的某些定义并非完全基于正当公平的双边关系之上。这表现在两
个方面：一个是学术不端定义本身是为了保护科研群体以外利益集团的利益而设定一
种强制科研人员遵守的规范，例如所谓“自我抄袭（self-plagiarism）”的概念，是基
于版权冲突（科研人员把文章发表时，版权转让给了出版社）和粗放文献计量技术提出
的一种不合理的“科研诚信规制”，它保障了期刊、版权方和评价方的权利，却影响乃
至抑制了学者对自我观点的重复阐释和不同视角的强调以影响社会和他人的权利。
“自
我抄袭”忽视了学术文献本身的应当具有的传播功能。例如有学者（李志民）认为，
“一
稿多投”被定义为学术不端值得商榷，这一条款“既是出版商的霸王条款，也是学界屈
从于出版商压力的结果。”，
“（从科学的角度）学术论文本质上属于公共产品”，
“理论
上其使用具有排他性，一家发表并不影响另一家发表或转载，而且理论上发表的地方
越多越有利于学术传播和科技成果转化。”并且，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是否
许可他人使用作品，是著作权人的权利；许可他人使用作品的种类等，著作权人具有选
择权和决定权”。
“但从出版商的角度来才，学术论文一稿多投重复增加了编辑的负担、
影响了被引数据和出版商的具体利益”，而“目前论文发表渠道被出版商垄断，形成了
论文发表的卖方市场”。科研诚信禁止一稿多投，“事实上是处于强势地位的学术期刊
⑤
编辑部给处于弱势地位的投稿人定的规则”，亦可谓“霸王条款”。 但是很多被投稿期
刊（尤其是中国期刊）却往往并不积极回复投稿者的稿件状态，往往通过“3 个月内未
采用可以自行安排”来统一应对作者的投稿，早就让作者们义愤填膺敢怒而不敢言；另
外一个是虽然学术不端定义本身确实是为了保护科研本身的利益，但是科研人员却处
于并不公平的评价规则之下，如同纸牌游戏中，有人总是可以被分配到大小王，而有的
人通过同等的努力很难得到同样的结果。在赢家通吃的外界氛围中，唯有投机取巧才
能获得同样的“超额利润”。然而，很少有人认为，
“学术委员会”制定违反人才健康成
长或学术良性发展规律的政策，是一种学术不端行为。
总之，
“科研诚信”度量评价对学术不端判定的“路径依赖”及“学术不端”定义
的“外来性”、
“工具性”、
“局限性”，使规制约束难以消除“单向性”、
“片面性”和“选
⑥
择性执法”等机会偏差 ，挑战了规则存续必须遵循的“科学性”、
“经济性”、
“正当性”
与“公平性”原则，客观导致各方对评价结论权威性的主观认同存在难以弥合的分歧。
同样评价，外部评价和内部评价结果很多时间是完全不同的；站在小团体的利益角度
和站在全社会的利益角度评价，结果完全不同。同时，对学术不端审查的路径依赖，使
①

Banks G C , Oboyle E H , Pollack J M , et al. Questions About 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 in the Field of
Management: A Guest Commentary[J].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6, 42(1):5-20.
②
John L K, Loewenstein G, Prelec D. Measuring the prevalence of questionable research practices with incentives for truth
telling.[J]. Psychological Science, 2012, 23(5):524.
③
曹南燕. QRP——科学研究中的灰色领域——小恶不止,大祸立至[J]. 河池学院学报, 2007, 27(3):1-4.
④
杨延超. 诚信的机制构建与目标追求——以博弈论和效益—成本理论为视角[J]. 学术研究, 2006(2):89-95.
⑤
李志民：论文一稿多投是否学术不端值得商榷，中国科技论文在线，
⑥
机会偏差：由于机会事件引起的发生频率与预期概率的偏差。机会事件包括非必然事件或主观故意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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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科研诚信”度量评价是一个对科研人员及相关利益关联方而言是较为敏感的词汇。
尤其是评价机会性关联“严厉惩戒”后果，使各方对评价标准科学性和结论权威性的主
观认同，存在难以弥合的客观分歧，从而进一步加剧了信息约束。这构成一个死循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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