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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科研诚信内部规范”和“科研诚信外部规范”的范式区分，为正确定义政府在科学事
业管理中的未来角色提供了学理分析进路。本文基于经济学、法学、社会学、管理学等基本规律，
从学理层面和科学制度化视角反思“科研诚信内部规范”的合理性及其失灵原因，指明了政府在科
研诚信建设及科研体制改革中的“放、管、服”内容与边界。研究对于完善科学政策学，促进思想
界、学术界参与“科研诚信外部规范”相关理论和技术的批判完善与前瞻性建构具有基础性意义。
关键词：科研诚信；内部规范；外部规范；合理性；失灵原因；科学制度化
中图分类号：NO31 文献标识码：A
政府注定要在科研诚信的规范体系中发挥作用。按照 2018 年诺贝尔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Michael Romer）于上世纪 70 年代后系统提出的“内生经济增长”理论，知识生产与技术研发对国
家和区域经济良性可持续增长起关键驱动作用。政府有效“确保科学研究的诚信与产出效率”，不
仅涉及国家 R&D 经费增长与使用正当性，更事关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战略布局，乃至国家前途和民生
休戚。反观科研诚信的社会需求与制度供给，实然具有从“内部规范”向“外部规范”的模式演进
与政策转向（表 1）
，日益凸显政府及公共权威的主导作用：不但一系列界定、惩戒和抵制科研欺诈
及学术不端的规制、标准、技术策略、国际宣言和学术共同体声明，客观赋予政府评价、规范科研
活动的权力与义务；而且基于数据造假风险评估、图形判别和文本重复率检测的量化测度评价技术、
各种诉求的学术不端举报维权、乃至跨国进行的学术诚信监督，正与公共舆论和自媒体深度融合，
强烈催动政府遏制科学欺诈、提升本土科学界知识生产效率的科研体制改革。
然而必须正视，缺乏对学理的深刻认知，单纯依赖直觉经验、技术借鉴和制度迁移，政府进行
科研体制改革和“科研诚信外部规范”必然是盲目而危险的：首先，公共权力本质是一种“全民共
有权力”
，其运行同样需要在国家与私人之间建立“委托-代理”关系。所以藉由社会奖惩系统、舆
论或外部权力机构等对科研诚信进行“外部规范”，相当于引入一组或多组新的、“具有道德风险”
的正式或非正式“委托-代理”关系，来防范政府与科研人员之间“委托-代理”关系的“诚信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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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但使科学场中传统内生规则权威难以维系，而且可能引入更多“搭便车”的公私利益博弈，
隐含潜在乱局；其次，后常规科学（Post-normal Science）时代科学技术本身关联的经济政治利
益、伦理价值争议、公共安全或生态不确定性，往往利害巨大而决策紧迫。缺乏价值理性和工具理
性等学理支撑，政府科研诚信外部规范制度化实践必然具有效能效率低下、易被操纵等天然缺陷。
何况，公共舆论的碎片化语境中，利益藩篱与思维窠臼共存、泛行政化思维普遍，“信息茧房、路
径依赖、非理性的价值观输入和利益集团刻意误导，对公共决策群体具有不可低估的潜移默化作用”
，
“决策者面对新问题也倾向迁移过去场景中的解释与反映模式”。
因此，依托公共权力的“科研诚信外部规范”制度化实践，应警惕可能的“塔西佗陷阱”、发
挥“内部规范”所无法替代的积极意义——“如非必要，勿增实体”。尤其是我国，拥有几千年根
深蒂固的“官本位”文化传统、并历经较长时期行政化管理的计划体制。政府改良科研生态、推进
科研诚信从危机应对向长效治理进行转化，必须参照“放管服”的宏观政策理念，充分认知并发挥
科学自身的“独特精神特质”
、尊重和利用科学家“良知”的“内部规范”作用，防范标准化、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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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乃至非正当评价与管理产生束缚科学良性发展的“形式主义”桎梏。——毋庸置疑，在开放、变
动的全球经济与科技一体化系统中构建有利于本国科技良性发展的制度优势、组织生态和决策管理
模式，不仅仅是模仿科学中心国的财政投入与规范模式，更是从根本上杜绝各类机会主义与制度锁
定，实现本土科学界创新活力与深层驱动力的充分结合、自组织释放。
基于上述，本文从学理层面和科学制度化视角反思“科研诚信内部规范”的合理性及其失灵原
因，以资明晰科研诚信建设及科研体制改革中的“放、管、服”内容与边界，并促进思想界、学术
界对“科研诚信外部规范”相关理论和技术的批判完善与前瞻性建构。

一、科研诚信内部规范的合理性
1.场域的相对独立自主对于科学自身具有“元价值”地位
（1）科学的知识拓展实践对社会观念、权力秩序和利益阶层天然具有“革命”性。
作为使主观符合客观的人类实践，科学脱离神学、形而上学等较低级知识类型的标志性界限，
是基于理论或模型的提出与检验，形成知识发现的独特组织框架和独立社会系统，使得不同历史时
空、文化背景之中的科研人员能够通过类似接力合作的方式，不断“证伪”拓展知识边界，逼近事
物本质与客观规律。科学实践自组织的“证伪”特质，使其对既有社会观念、权力秩序和利益阶层
天然具有“革命”性。科学发展早期的历史清晰显示，试图接近或揭示真理往往意味着学者及其思
想主张对旧的权力秩序及其运行规则、意识形态的挑战，即便提出“日心说”这类看起来似乎与一
般人毫无瓜葛的、基于数学推理的“纯粹学术观点”，也会危及特定权利阶层的利益，并招致实实
在在的规训和惩罚。罗素在《权力：一个新的社会分析》中深刻的指出，“目前，科学在文明国家
受到鼓励，但是在它初创时期，情况并非如此”
。霍布斯（Thomas Hobbes）对于权力践踏真理有一
个经典的比喻：“
‘如果三角形内角和等于两直角’这一说法和统治权或其利益相冲突的话，那么，
即使这一说法没有争议，有关的人也会极尽所能地通过烧掉所有相关几何学书籍的办法来进行压
制”。尽管基于历史发展维度和新权力观视角，福柯后来对“规训与惩罚”这一“权力运作”的典
型社会场景进行了学理化的考察梳理和阐释分析，颠覆了权力对于知识的影响只能是“外在式的压
制性”的传统权力观局限，主张二者彼此渗透相连成为一种“知识-权力”复合体。但他同时也更
明确了知识（无论宗教知识还是科学知识）与权力、秩序之间具有紧密交织的本质联系。在此意义
上，最早由默顿学派等所提出的、以“科学的精神特质”作为科学活动的制度性规范，具有不可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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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的规范奠基价值：它基于科学研究追求真理和拓展知识前沿的本质规律和客观社会条件需求，以
概念和框架的形式，原创性地阐述了科学研究应当遵循的基本规范，本质上警惕外部权力介入科学，
推崇自生规则用以规范科学活动。——这符合哈耶克（Friedrich August von Hayek）关于“规则
的自发演化生成优先于外力构建”的价值理念。正是源于对权力的极度警惕，避免滑向集权主义的
境地，哈耶克主张演进主义的“自发社会秩序”，因为，
“对于确保自由的有序社会，外部规则总是
不可欲的”，而自生而来的内部规则不服务于特定“组织秩序”，“只服务于或有助益于人们在尽可
能大的范围内追求不尽相同的个人目的”
，
“是真正有助于自由或内部秩序”的制度配置。
（2）科学自身具有一种“围绕‘自律性’建立起来的社会运作机制
布尔迪厄指出，“自律性”是场域的属性，任何场域都具有“相对的自律性”
、“自律性”反映
特定场域的独立性，
“自律性程度是各种场域的区分特征”
，独立的场域“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利用其
所必须的自由度，以发展自身的必然性、自身的逻辑和自身的法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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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到科学场域，自律相关联的科学场封闭性，保障了科学中最核心的理性，并使科学场服从
一种不同于政治场域的逻辑。布尔迪厄引入“资本”概念区分科学场域中“纯而又纯的科学功能”
和“世俗社会功能”，指出越缺乏独立性的科学场域，由同行学术承认而形成的“严格的科学权威
资本”影响则越小，而由资助、决策、管理等世俗权力通过官僚原则凌驾于科学场之上的“世俗权
力资本”影响则越大。我国学者龚旭也指出，国家制度的发达程度与科学场域的自律性具有关联—
—西方发达国家，科学场的自主性较强，诸如政治资本和经济资本等“世俗资本”向“科学资本”
的转化相对较为困难，
“世俗资本”在“科学权威”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也相对较小，而在发
展中国家，由于社会各领域的分化程度不高，包括科学制度在内的各领域的制度化程度有限，科学
制度化过程呈现“脆弱、破碎和非连续的特点”， 科学家从其他领域获得的资本可以一定程度上转
变为科学资本。尽管布尔迪厄反对“纯粹的科学”观念所谓“科学自身的内部逻辑”使“科学具有
完全的自律性”的主张、也反对“科学集体”观念所谓“约定俗成的自动性逻辑”，质疑默顿学派
把“科学界描述成进行无私交换的团体、其内部研究者为共同目标而奋斗”的“圣人化视角”和把
“科学实践描述为一种自觉遵守一种理想规范”的理想化观点，但他确信：①科学自身具有一种“围
绕‘自律性’建立起来的社会运作机制”
、
“某一场域的每个研究者，实际都处于同行的其它研究者，
特别是竞争对手的监督控制之中，这种监督检查的效果要比单独的个人道德感或所有的义务论更为
强大”
；②“客观性”是科学必须坚守的基本原则，而“个人的客观化能力是有限的”
，因此“科学
的客观性取决于它的社会性（自律）”。因此，“围绕自律性建立起来的社会运作机制”是科学场域
区分其它场域的功能性需求与天然特质。
（3）科学作为自组织系统，并相涉于世俗社会权力与规训系统，不能直接依赖外部规范
按照自组织理论，一个系统的自组织功能愈强，其保持和产生新功能的能力越强。上升到更普
遍意义的规范原理层面进行理解，自律和自组织意味着“原理性的规则”被默契地自发遵守，从而
具有功能上的“规范”意义。
“功能上的规范”意味着可有规范之“实”而无规范之“形”
，是一种
“大象无形”的境界。——探究“规范”本意，
“规”本指用来划定正圆的用具，而“范”则指用来
约束制件大小和边界的“木框”
，常与更具体规定制件形状结构的“模”配合使用；英译“norm”来
源于拉丁文“norma”
，本义为“carpenter's square, rule, pattern”
，皆为约束、规定存在和表
现形式的外部器具。与“有形”的外部规范相比，内部自律、以及与自组织关联的内部规范，往往
是一种“无形”规范，其优越性体现在可以放任“内生力”自由遵循自然法则与自然规律发挥作用，
3

从而表现出“活”的生命系统特征。在此意义上，“内部规范”如同树木自然生长所遵循的自律与
自组织规则：虽然未见外在的模板、框架和约束，但同种树木的树叶、质地和形制却具有极大的统
一性。而“外部规范”则如同取树木制作桌椅板凳等规定的功利性物件——去除内部的生机（例如
充分的烘干乃至炭化加工）
，反而更有利于外部规范目标的顺利达成和长久维持。毫无疑问，科学
也应当是“活”的系统——不断自然涌现的新兴科学范式及研究范式，表明科学实践具有自我革新
的自组织特性。处于这个“活”的知识生产系统中的科研诚信评价，相涉于社会权力与规训，显然
不能直接纯粹依赖外部规范。
事实上，远在政府机构公布科研不端的定义之前，科学内外的人们便已公认在科研中撒谎、欺
骗、剽窃是错误的。这从侧面证实科学具有“自然法”式的内生规范，其中包含着“客观”
、
“诚实”
、
“严谨”等价值规定和自律规则。反观如今全球范围内的科研诚信外部规范的制度化实践，实然面
临“以至严之法绳至密之事”
，规范“科条”日益繁密，教育教化“偏慢”
、舆论监督“偏燥”
、介入
惩戒“偏硬”、道德奖惩“偏软”等弊端；尤其我国，依赖文献著述指标或基于“打击惩戒学术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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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等经验性、行政化思维产生的技术路径与制度供给，正在吸入更多社会资源与不可控因素——
不但危害更大的学术腐败、伦理越界及 QPR 等灰色层面科研诚信问题仍未能有效预警和约束，即便
FFP 规则明确的伪造、剽窃、抄袭亦不能完全检出、截然判定或公平处理。
综上可知，场域的相对独立自主对于科学具有“元价值”地位。科学内外只有努力争取和逐步
获得科学场域的“自律性”和“自组织性”，“在宗教、政治和强大的经济面前保持独立”，才能使
科学场成为科学实践的理想社会条件，使科学研究真正指向科学。借用布尔迪厄之言，“一种科学
（场域）越是自律的，就越有可能成为一种真正持久的革命的场所”。而科学中“革命”的发生，
往往是科学理论体系的根本改造和科学思维方式的变革，意味着理论、方法、知识的巨大进步。
2. 科学“自治”并不意味着科研诚信的社会控制不存在
知识的公共性及其伴生的“社会权威”属性，使其天然具有接受严苛检验与普遍监督的特性。
所以，“科学自治”的状况并不意味着科研诚信的社会控制不存在，它不但自然存在，而且事实上
融合了评价与惩罚于一体，类似“熟人社会”中私人之间的道德监督与舆论评判，表现为惊讶、轻
视、嘲讽、鄙弃、义愤等私人主观化的自然情绪，以及圈内口碑、职业声誉、流言蜚语等非正式形
式。这种非正式模式，在法理学上属于一种“私人之间的监控和惩罚”。它“与公共惩罚指向同一
个社会控制目标”
，但具有“更多双眼睛”和“执法者”，比“公共惩罚”监控更严密（警察实际上
无力监控每一个潜在的犯规者）、惩罚更及时（可能当面嘲讽指责、背后散布嫌疑及不满，使其个
人声誉在更大范围受损，导致其与周围人进行交易或合作的受信任成本上升）、路径更简短、司法
成本更低。并且，它是基于“挑剔质疑”的道德自律和监督标准，而不是“疑罪从无”、
“程序正义
至上”的司法标准，因而具有更为严格、内化、“自诚自明”的规范边界。
在学术群体摆脱生存压力的“贵族化”和“荣誉化”阶段，这类规范形态尽管“没有定义什么
构成了不端行为”
、
“没有规定不端行为的判定程序”
、
“没有明确判定不端的处罚方法”、
“没有考虑
正当程序的政治理念”
，却是一种最有效的科研诚信规范制度。它实然遵循了历史自发形成的学术
惯例，尊重了早期学术研究群体的价值追求、需求规律和行为习惯，具有内生规则的天然合理性及
正当性。何况，早期科研人员间的职业化竞争并不激烈，学术活动基本局限于推崇个人社会声誉与
责任的知识精英，科研群体的规模很小——按照奥尔森在《The Logic of Collective Action:
Public Goods and the Theory of Groups》
（中译《集体行动的逻辑》）一书中提出的公共选择理
4

论，“某些小群体不用靠强制或外部诱因就能够给自己提供公共物品”、“无需借助任何类型的公共
权利，社会合作和社会秩序可以在小群体的规模上自生自发的形成”。
3.“科学的社会契约”具有历史合理性及制度化正当性
自由是科学之灵魂，“科学自治”制度在理论与实践中具有正当合理成分。尤其“科学的社会
契约”中隐含政治与科学之间关于“科学诚信自律”和“保证产出率”的民主约定， 符合科学“制
度化”进程中学术自由及科研诚信内部规范的阶段性需求。
从科学的制度化正当性及科学政策合理性层面看，“科学的社会契约”在科学探索及知识建构
所崇尚的自由、民主、理性和无私利等现实价值需求与全体人民对理想政治秩序的“应然”标准之
间，建立了共识和交集，实现了“科学的制度化理想”与“理想的社会制度”间的价值统一，从而
既符合人民纳税资助科学研究的根本利益诉求，也尊重科学定义中作为知识生产角色对于独立和自
由的需求。按照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用以阐释民主政治制度权利原理的“社会契约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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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政府所代表的国家，是由人民理性缔结“社会契约”而组织起来的“政治共同体”，全体人
民是国家的“主权者”
；对国家事务起规范作用的“主权”
，本质上是受全体人民“公意”支配的权
力；
“公意”不同于考虑个体利益的“众意”和关联“个别意志”的“票数”，它是“主权者”的“共
同意志”，
“永远以公共福祉为宗旨”
，“总是注目于公共利益”、“始终公正”、“不出错误”，因而客
观上必然体现人民全体的“群体的理性”、“排除党派和利益集团”的操控、“人民充分了解情况”、
不“倾向某个个别的和特定的目的”
，恪守“公共约定的界限”
，遵从自由、平等的价值观。所以理
论上，“科学的社会契约”使科学活动以“共同体自治”的形式，既接受理想中“排除党派和利益
集团操控”的国家政治体制的秩序约束，同时也最大程度保持了科学活动中科学家个体的探索自由，
维护了科学场域在现实社会中的相对独立性和封闭性。
从历史的宏观时间尺度看，科学脱胎于哲学乃至神学并不久远。“科学的社会契约”思想作为
科学政策理论，促成了政治与科学的“双边垄断”格局，技术化地以“意识形态”替代了“高成本
信息采集”
， 暂时避开了进行科学外部规范所必须克服“专业壁垒”和“信息不对称”障碍，在现
实政治秩序的监管需求和未知结果的科学探索自由之间建立了形式上的联系和价值上的一致，从而
务实地保障了科学家在当时社会政治历史条件下，致力知识建构和知识探索所需要的“理性”政策
实践原则和自由宽松氛围，为“初生”的科学得以迅速发展，提供了数学集合论意义上的“充分条
件”
。
“科学的社会契约”中隐含政治与科学之间关于“科学诚信自律”和“保证产出率”的民主约
定，符合科学“制度化”进程中科学自治实践及相应科研诚信内部规范的阶段性需求。不可否认，
科学家所产生的知识，在形式上表现为具有“排他性”的科学文献，几乎仅为学术同行而生产，这
使得对科学的“外部控制”变得很困难。所以，帕森斯（Talcott Parsons）明确提出，科学的社
会控制的机制，即“制度化的规范系统”，
“就只能、也必须在科学共同体内部产生”，
“控制机制的
维持，难以依赖外部的规范”
。
总之，历史形成的科学自治惯例及其制度化理论，并非外部社会强加给科学场域的价值体系，
它既来自对科学自身客观构造的经验性总结，也来自科学社会内外对科学事业所需理性外部环境的
谨慎判断与主动选择，反映理论与实践领域对科学“自组织”革命模式和科学场“自律性”特征的
共识与推崇。

二、科研诚信内部规范的失灵原因
5

1. “科学共同体”的结构和权威尚未摆脱对世俗权力模式的路径依赖
路径依赖（Path Dependence)是一种社会性选择“惯性”。在福柯“知识-权力”观被广泛理解
①

和实践之前 ，世俗政治中体现“社会契约论”思想并兼顾效率与公平的“代议制民主”理念，惯
性化地体现在科学自治的权力体系建构中——1965 年普赖斯（Don Krasher Price）在《The
Scientific Estate》
（中译：
《科学的等级制度》）中，提出了一个由“政治”
、“科学”、
“行政”、
“专业”四个等级构成的“从真理到权力的谱系”，希望把“自由且负责任的科学”与“多元化的
代议民主”置于同一框架之下，以使“科学的社会契约”真正发挥“社会契约”在政治实践中类似
的功能与效率。在政府资助学术研究的背景下，为保障学术自治所需的内部规范可以真正得到落实，
由“普赖斯谱系”原理所衍生出的各类“学术委员会”制度、“教授治校”制度，已是目前科学领
域极为常见的“代议制民主”制度。这种学术权力结构以“民主、自治”之名，行政化地行使着分
配科研资源、制定科学规范和评议贡献人事的公共权力。
“科学共同体”结构和权威对世俗权力模式的路径依赖，具有典型的自我强化的特性：不但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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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思维窠臼，也形成利益藩篱。它本质上实现了学术权力向行政权力等世俗权力的转化，也使世俗
权力披着学术权力的外衣成功入侵。著名学者郑也夫为《学术评价制度批判》的序言中指出：“曾
经以为学术民主、教授治校是解决问题的关键。但是我曾经工作的单位中一半人是领导的门生。……
有了教授治校，也都不过是这干人的把戏”。换言之，当前学术领域的“代议制民主”尽管体现“社
会契约”精神，但并不完全符合契约论原理，而是一种被“正当化”了的世俗统治权力。“代议制
民主”实践中对于科学自治初衷的偏离、科研中学术权力、权威与世俗权力、权威的同质化发展，
导致科研活动的世俗化、行政化，职称化和职务化，使科研界罹患世俗世界中同样的“痼疾”。何
况，“社会契约论”思想虽然从“应然”层面明确了公共规范正当性是来自民主、平等的契约规则
对个体自由和自律的保障，实践中却是一种存在极大发展空间的社会主张，在操作层面实然具有两
大短板：其一，规模和效率的矛盾——即便卢梭本人也承认，“社会契约”发挥效率的“社会共同
体”
（国家）规模必须维持在“不太大也不太小”的理想规模，才能保障“契约立法”的效率；②其
二，真正严格意义上的“社会契约”即便在社会政治领域也从未成功地实践过。
所以，科研诚信内部规范之所以失灵，首先就缘于“科学共同体”的治理结构和规范权威尚未
摆脱对世俗权力模式的路径依赖，以至科学场赖以自律的所谓“科学共同体”权威并未真正有效体
现科学群体的全体“公意”
。学术领域过度泛滥的“代议制民主”，再加上现实中世俗权力体系常常
伴随民主缺位，导致科学活动的组织过程复制了世俗社会中的统治模式、官僚科层和文化氛围，使
得所谓“科学共同体自治”从未真正实现科研人员的自由与自律。相应地，投机钻营、利益垄断、
道德沦丧、腐败变质、诚信缺失等从制度层面上就难以根本避免。——实际上，这符合事物从简单
到复杂、从低级到高级的产生与发展规律，也提示“科学共同体”尚处于某种意义上的“婴幼儿期”
——既缺乏成熟完善的组织形态，也未形成抵御外部社会的独立实力和免疫能力，呈现简单、依附、
模仿等原初特性。
2. 科学“承认—奖励”系统事实上的外部迁移

在《科学知识自身的规范权威与科研诚信的外部规范系统》中另文详述。
规模限制的问题，本质是规则构成要件中信息要件及记忆机制的技术性落后，因为卢梭生前没有预见到计算机
和网络的产生及其对人脑和人社会行为的延展功能，无法在其理论中提出更科学的解决方案。本文“讨论和建
议”部分将就此提出改进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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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科研诚信内部规范之所以失灵，其次是由于科学“承认--奖励”系统事实上的外部迁移。
自科学“国家主义”诞生以来，世界范围内围绕着作为核心驱动力的科学“承认-奖励”系统
和同行评议惯例，科学资助机构、学术出版界、科学“共同体”、科研组织机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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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然形成了与管理科层、圈层权
威、伦理观念、行政权力和资源配置规则（例如“搭便车”的科研人员量化评价与职称晋升规则）
共生的、稳固的利益分配结构。与之相关的既得利益阶层、客观存在的“马太效应”
、以及带来“稳
定预期”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一方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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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另一方面产生巨大的“沉没成本”
，使科学内外都极易
受制于利益博弈和政治舆论，成为既得利益集团的“共谋者”。这使得科学“承认—奖励”系统的
外部迁移成为一种必然。它显著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
“承认-奖励”系统的运行高度依赖外部的政商载体或组织系统。
“承认-奖励”既包括学
者基于纯粹“科学制度性规范”的“承认”，也包括其基于外部世俗社会角色“反规范”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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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除一部分纯粹来自学术社会内部的习惯性冠名之外，科学成就所关联的资金、荣誉、特权和头衔
“奖励”一般来自学术共同体外部的世俗社会；②不但与世俗社会利益密切相关的专利垄断权必须
依赖政府及国际知识产权组织的审定与保护，学术论文的出版、发表、公开传播亦必须依托各种具
有实际盈利目标、价值立场或特定传播目的的国内外出版商或公私利益机构；③科研活动的组织开
展，通常依赖政府、大学、科研院所或其它建制化实体机构——无论是同行评议专家邀约、经费索
取、合理性认同、科研资源配置、科研组织论证、科研绩效管理，还是学术不端的认定与处理，都
依赖上述组织系统的批准、肯定或协调。
其二，
“承认-奖励”中评议权威的非学术性外移。①同行评议专家范围生成过程受非学术因素
影响强烈，知识内在权威性尚不具备数学意义上的决定性；②学术性评定或评议资格往往与职称、
职务等级挂钩，代表“共同体”权威的专业学协会与行政区划平行设置、学术权威与智库权威乃至
行政职务互兑，而职称、职务等级与非学术性的绩效规则设计、历史贡献、社交关系、不确定性竞
争环境，乃至地域性政策相关；③确立优先权的“学术公权”逻辑上可以被代理、乃至垄断、滥用
成为无限放大、甚至跨领域左右“同行评议”结论与科研资源分配的“私人威望”
。
其三，
“承认-奖励”依据的价值标准偏离劳动价值的内在规定性。①科学实践的劳动价值，与
凝结在科学研究中的无差别创造劳动时间及其交换价值脱钩，代之以外部规定的各种经验性乃至主
观性的量化评价指标。学术著述被广泛认定为衡量学术水平的国际通货；文献出版发表量、影响因
子、被引率等指标被用以间接指示同行认可程度或科研质量，并长期直接与外部货币化的科研绩效
奖励直接挂钩。这客观导致文献发表机会、认定性收录、影响因子、被引率、国际排名等指标常常
实际沦为科研相关利益群体功利性追逐、应用和操纵的价值目标。②科学研究的时间节律、人才认
定、资源配给、内容设计往往服务或从属于外部社会的价值规定与资助模式，本应多样化的人才成
长周期、投入/产出模式、职业价值取向，无法在科研劳动报酬体系中自然形成。
毋庸置疑，
“承认-奖励”系统运行高度依赖外部的政商载体或组织系统，意味着其中存在很多
额外的“委托-代理”关系。这些冗余层叠的“委托-代理-监督”关系，不但延长了优先权“承认”
的时间周期、要求创新创意“承认”前公开，而且不可避免地产生了诸多利益分层、平衡倾斜和侵
吞滥用的机会。其廉洁机制很难依赖道德自律及公众监督自发运行。尤其在泛行政化的公共科研体
制中，一些科研人员同时扮演委托人、代理人、监督人的多重角色，其从事科学创新、维护公共利
7

益的私利效益，远低于拉大虎皮、借鉴（或剽窃）抢发、权力寻租和依附权利的私利收益。这导致
学术从业者亲权利化、唯上化——许多科技管理者、科研人员更乐意身兼官员和学者的双重身份，
形成了崇尚利益博弈、利益交换和投机取巧的学术环境与文化氛围。而“承认-奖励”权威的非学
术性外移，则客观导致“同行评议”的制度性失灵。尤其在依赖公共财政资金的“代议制”科研体
制中，涉及或资源分配时，以学术之名却违背学术精神的“走过场”、
“打招呼”、
“拉关系”等必然
成为一种对科学“承认-奖励”系统具有极大影响力的潜规则。
。
因此，科研诚信问题一定意义上并非科学实践中天然、固有的矛盾，而是科学制度化过程中科
研评价权力与“承认-奖励”系统从科学内部迁移到科学社会外部产生的异化后果。按照经济学逻
辑，当外部社会强力主导科研“承认-奖励”系统和标准时，科研人员所负责满足的对象，便不再
是科学本身的价值目标，而是掌握着资源分配“优劣先后”的现实“金主”，——信息不对称显然
更容易发生在科研人员与后者之间。“道德风险”正是在“信息不对称”条件下，负有责任的行为
①

主体不承担其行动的全部后果、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自私行为 。何况，学术内卷化和科研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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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阶层向下流动，科研人员间竞争正伴随着“不发表就出局”之类的烈性后果；而科学“承认奖励”系统对科研产出的价值认定偏离“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和等价交换对劳动价值的天然内在规
定，必然既打破了科研劳动产出的自然节律，又客观刺激了职业化科研人员在学术活动中“以次充
好”
、注重实惠的投机性竞争行为。
3. 内生规则的演化生成与反馈效率难以满足科学制度化对规范的现实性需求
按照哈耶克的规则生成理论，内生规则的自然演化生成过程具有天然缺陷：①自生规则漫长的
演化过程依赖经验的持续性“无意识”调试来实现“行为的最优化”。其相当长的探索、试错和磨
合伴生时间维度上的比较劣势，难以适应社会情景的急剧变动，表现为“粘滞性”；②规则需要经
过持续性的遵守、纠偏，使其控制约束权威得到“恒常”的重复、强调和记忆，沉淀在人的信念之
中。其过程必须建立在群体内信息和利益的紧密交织的基础之上——特定群体内高效的越轨发现、
信息形成、信息流动和私人间的监督与惩罚，是维持规则“恒常性”的必要条件；——而在规模持
续增长、个体日益疏离、个体间直接利益关联弱、专业壁垒和信息不对称的群体中，自生规则的“非
正式控制”难以形成有效的记忆机制，来维持规则赖以存续的恒常性，导致规则的“记忆机制缺位”
；
③自生规则演化中，人的理性非常有限，无法剔除惰性、简单模仿、经验、信念幻想和随机事件在
习惯和习俗形成中的作用。因此规则的生成并非对所有人都有益处、并非必然指向整个社群或社会
福利的帕累托改进；④自生规则具有“地方性”弊端。自生规则的“地方性”是一种与时空关联的、
情景化的、依托默会知识约定俗成的特定群体行动指引，其适应 “面对面社会”中群体成员相对
熟悉的情境，却无法满足分工社会必然面临的交易匿名化、复杂化和非人格化的要求。而且，浓厚
的“地方性知识”色彩，也导致其无法证成自身的充分合理性。
而后学院及后常规科学时代科学技术本身关联的经济政治利益、伦理价值争议、公共安全或生
态不确定性却往往利害巨大而决策紧迫。内生规则演化过程的天然缺陷，使科研诚信内部规范在规
则生成、反馈效率与调控效能等方面，无法满足科学制度化对规范的现实性需求。何况，知识生产
碎片化正使得真正的同行性群体减小、知识的公共性属性减弱，科研人员的专业知识生产与报酬获
取也常常处于不同的社会组织结构之中——科研群体内部自组织的互相监督、检验与约束逐渐缺乏

①
据 2001 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经济学家阿克劳夫（George A. Akerlof）
、斯宾塞（Andrew Michael Spence）和斯蒂格
利茨（Joseph Eugene Stiglitz）的信息经济学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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足够恒定、强大的内生驱动力。

三、小结、讨论与建议
学理可以提供观察、批判和改造的工具。对科研诚信内部规范合理性及其失灵原因的学理反思，
一方面明确：①科学场具有“自律”和“自组织”的特征与潜质，独立自主对于科学良性发展、尤
其是“革命性”的原始创新，实然具有“元价值”地位；②基于“代议制民主”的传统权力运作体
系与观念，“科学共同体自治”仍是一种由世俗化权力科层统治的模式，因此既不能真正实现科学
内外资源配置、决策主张的自由民主，也不能真正实现个人层面独立判断、自由发展的“科学自主”
，
从而无法真正指向科学所需的理性社会生态环境；③在科学活动日益职业化的今天，单纯依赖科学
场的“自律性”
，已然难以主导科学自身的良性发展。另一方面提示：①科学是一种具有“公共性”
的“集体实践”，其规范和规范系统既具有社会性也具有功能性。科学制度化既需要在不断世代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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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的科学研究群体内部形成和传承成熟完善的价值规范，保障学术群体内部“社会性自律”的功能
性需求；还需要理顺科学社会与世俗社会间规范和规则系统的价值冲突与利益纠葛，促进科研建制
与社会建制之间有机融合、良性互动，实现科研群体及其组织的社会活动从特殊、非正式、不成熟
的方式向被普遍认可、成熟有序的固定化模式进行；②科研诚信在不同的伦理立场中意义不同，它
既属于科研人员道德自律的范畴，也是科研人员基于利益博弈的功利化选择结果。科研诚信风险既
来自科学制度化进程和科学“承认—奖励”系统中的各种伦理冲突，也源于其中冗余层叠的“委托
—代理”关系及其天然伴生的“信息不对称”；③信息和利益的紧密交织，有利于保障科学“围绕
自律性建立起来的社会运作机制”
，信息交互质量、记忆机制和人的理性（包括价值理性和工具理
性）决定科学规范的实际反馈效率与调控效能。
简而言之，科研诚信内部规范的合理性及其失灵，意味着“科学共同体”的组织形态、生态结
构和信息系统，亟待通过外部的管理和服务来摆脱松散、混沌、例外、依附、模仿、相对封闭的“婴
幼儿期”
，向有序、智慧、负责、独立、创造、日益开放的“成年期”进行制度化演替，以回应外部
社会经济、政治发展对于科研诚信的需求和科研效率的关切。
这为政府在科研诚信建设与科研体制改革中的“放、管、服”改革指明了方向：
首先，
“放”的方面：①放弃基于“代议制民主”的集权化、行政化科研体制，代之以全员民主
参与的去中心化权力运行模式，将科学“承认-奖励”的权威真正交由自赋值聚类且“利益和信息紧
密交织”的科学同行群体；②解除科研建制对行政建制及学术建制的依附性关系，以科学社会内部
自组织生成的、多维度的科研领域信用特征值取代职称等级评定，使科研人员的专业知识生产与报
酬获取自然处于同一社会组织结构之中；③赋予科研人员基于个人定位自由选择科研角色的自由，
废除科研组织者（PI 或 PD）身份与职称、头衔、平台等资质的捆绑规定，促进科研人员自组织发
起科研团队、并基于事实同行与事实同事关系互相评价，摆脱科研人员评价过度依赖学术文献发表
指标的制度锁定；④缩短政府资助科技活动的“委托-代理”链条，消除科研组织过程中不经济、不
合理乃至非正当的“委托-代理”关系，促进科研人员间自组织的重复博弈和检验监督，在风险可控
的科学领域允许公平合理的科学研究自组织拨款（Self-organized funding allocation，SOFA）
；⑤废
除依赖文献著述指标或基于“打击惩戒学术不端”等经验性、行政化思维产生的技术路径与制度供
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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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管”的范围。①伦理风险监管——既包括对于科技自身的伦理风险监管，也包括对科
研劳资关系的伦理监管；②质量控制——宏观监管国家资助的科研质量，建立科研项目抽检介入制
度，以“统计抽样策略+可接受质量标准 AQL（Accepted Quality Level）
”作为国家质量控制策略；
③对通过科研欺诈获取政治、经济利益、危害国家安全并且证据确凿的，进行必要的调查和惩戒。
最后，“服”的方面。引入商业公司，①向科学共同体提供基于自赋值聚类的交互式情报系统
（由于专利申请的保密需求，另文详述）及相关 app，并不断维护升级维护，保障其软硬件运行流
畅；②向科研人员提供文本重复率检测、图片检测等诚信分析工具，协助其评判同行的文献发表诚
信度；③完善基于电商信用评估模式的商业化科研人力资源、科研劳务、仪器共享平台，缩短从 idea
到科研结果的外部约束并提供科研人员间自组织合作的多种规则设计，保障机会公平，每个科研人
员和科研单位自由、高效地进行公平竞争。
总之，正当的“催化机制”
（Catalytic mechanisms）比“控制机制”和“影响机制”更能发挥“科
研诚信外部规范”的积极作用，它不但降低了规范的成本、尊重了人的主观能动性和选择权，而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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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引导科学“承认-奖励”系统对科研“价值认定”回归到“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及等价交换对劳
动价值的天然内在规定性，从而更有利于从根本上遏制科研活动中的机会主义行为、消除由供需脱
节及过度依赖“试错期”科研人员所产生的粗制滥造。
当前我国正处于科研诚信建设与科研体制改革的关键节点。科研诚信的制度供给与规范效能，
密切关涉国家科研体制的效率与公平，深刻影响本土科学创新的“自主性”及制度建设的“稳定性
与长期性”。如何高效遏制科研欺诈，尽可能保护潜在的科技创新，最大限度调动科技人才创新积
极性，促进孕育“原始创新”和“Serendipity 型科学发现”的科研生态良性演替，避免盲目的制度
迁移与技术借鉴，亟需充分发挥“内部规范”的积极作用，以“明规则”替代“潜规则”
、从科学社
会外部弥补其“内生规范”记忆机制和信息要件缺陷、明晰政府的“放管服”内容与边界。这显然
超出了经验判断的范畴——基于科学哲学和科学制度化宏观视角的考察和基于经济学、法学、社会
学、管理学等基本规律的审视，更有利于形成理性的判断。这同时意味着，基于公共管理和公共政
策的决策支撑需求，发展面向学理建构的智库、技术和评价工具，已成为至关重要的文献情报工作
领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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