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头顶“中国最年轻的工程院院士”“中国动
物克隆体系创始人”等光环，担任国务院常务
会议批准、经费约200亿元的重大科研专项副
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宁近日却因侵吞
科研经费被批捕。

在新中国的科学史上，52岁的李宁很可能
成为首个被取消院士称号的“两院”院士。这个
曾公认前途无量的科学家为何卷入腐败？

百亿级课题
兼任“运动员”和“裁判员”
位于北京市海淀区圆明园西路2号院内的

中国农业大学生命科学研究中心，是李宁长期
工作的实验室所在地。

根据中国农业大学官网发布的简历，出生
于1962年的李宁1982年大学毕业后， 在2007
年当选为院士，堪称“罕见速度”。 他所负责的
科研课题同样重大：其中的“转基因生物新品
种培育科技重大专项”2008年经国务院常务
会议批准立项，投资约200亿元。 而李宁长期
担任这一业内公认“航母级”科研项目的副总
工程师。

李宁团队曾创造了多项世界和全国“第
一”：如世界最大的克隆牛、中国第一头克隆猪
等。 仅中国农大生命科学研究中心的数据显
示，2006年至2010年的5年间，国际论文、省部
级奖项等“学术产出”中，李宁占据其所在院系
全部奖项的一半多。 与之相应的是，其获得经
费的“吸金”能力在业内也“屈指可数”。

“李宁最受争议的，就是他既是专项主要
负责人、把关者，也是数十个子项目的负责人
或顾问。 ”一位知情专家表示。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科
研项目从立项、经费管理到项目评价，整个环
节由行政部门主导，“重立项、轻研究”倾向普
遍存在，身兼“运动员”“裁判员”是一批课题的

普遍做法，以强化个人拿项目、抢经费的能力。

通过“壳公司”捞取公款
记者调查了解到，长期担任重大课题负责

人、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的李宁，还参股或控
股开办了多家企业。正是通过“壳公司”参与课
题、捞取公款，直接导致其“出事”。

根据工商登记资料，李宁名下企业分布在
北京、无锡等地。 成立于2009年1月19日、注册
资本为1000万元的“北京三元济普霖生物技
术有限公司”，就是一家以李宁为法人的公司。

记者按济普霖公司发布的招聘地址查询，
发现其址就在中国农大附近一处居民楼中。就
是这家“只见其名难觅其踪”的企业，却屡屡参
与李宁承接的国家课题，进而获得国家经费。

根据巡视整改通报， 李宁等人承担的、农
业部牵头组织实施的“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
育”重大专项有关课题，正是套取经费事发的
导火索。

知情人士介绍，与多数专家与学生团队一
同承接课题、使用经费不同，李宁采取的“专业
化公司、专业化运作”近来十分“流行”。

一位省级涉科研部门的经费管理办公室
负责人坦言，上述做法不是孤例。“这几年企业
参与省里科研项目的不少，但效果待观察。 像
上市公司那么大的账目流水，很容易以各种科
研名目报销掉几百上千万的经费。 ”

个案折射制度性漏洞
针对李宁涉案， 记者多次联系中国农业大

学校办负责人，办公电话均无人应答。而中国农
大生命科学研究中心办公室负责人连用三个
“不知道”来回答：不知道院士归谁管，不知道领
导在哪里， 不知道李宁个人任何情况，“我们只
提供研究场地，李宁级别太高，我们管不了”。

不少师生认为，李宁案不仅仅涉及个人道
德，更重要的是暴露出我国科研经费管理方面
诸多制度性漏洞：

———将经费结余作为研究人员个人收入，
为何成为各方“默许”的明规则？

一位“211”院校青年课题负责人表示，经
费如果花不完，按理应上交，但大多时候没有
人这么干，而是设法“吞掉”。“有人年年找学生
要火车票报销，一个课题三五人，一年的火车
票却天南海北几百张。 ”

———借助企业参与科研以便“报账”为什
么不受监管？

与李宁类似， 在此次曝光的教授套现经费
案件中，已被判刑的陈英旭同样是利用国家重大
专项总负责人的便利，将关联公司列为课题外协
单位，再通过虚假发票、虚假合同套取经费。

———科研管理行政化、功利化易引发“吸
金”乱象。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认为，
当前， 一些科研项目的开展目的不是为了创造
生产力， 而是为了满足高校和科研院所的行政
考核和经费指标。由于缺少公平专业的评估、监
督机制，一些科研人员为了获得经费不择手段。

据了解，《中国工程院章程》规定：当院士
个人行为涉及触犯国家法律， 危害国家利益
时，或涉及丧失科学道德，背离了院士标准时，
应撤销其院士称号。中国工程院发言人董庆九
表示， 中国工程院将视司法机关认定事实、性
质和生效的判决， 依据该院章程和有关规定，
按照程序对李宁作出严肃处理。

（据新华社北京10月15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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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经费被“贪”“吞”“挪”“骗”屡见
不鲜。中纪委网站信息显示，名校教授陈
英旭、宋茂强2人被依法判处刑罚，中国
工程院院士李宁等4人被依法批捕。 科技
反腐风暴令科技界为之一震， 也让各界
意识到，科技体制须动“大手术”，才能彻
底堵住科技资金“黑洞”。

科技经费分配和监管政出多门 、九
龙治水，是导致经费虚报冒领以及贪污、
侵占、挪用科研经费的重要原因。几十个
部门掌握科技项目立项、资金分配、使用
大权，各部门之间事权界定不清晰，职能
交叉重叠现象突出，立项、使用、分配等
环节信息不公开，管理上失之于软、失之
于宽，造成监管空白，使得腐败分子有机
可乘。

只有对现有的科技体制动 “大手
术”，改变科技经费政出多门、九龙治水
现状，才能堵住科技资金“黑洞”，让腐败
分子难觅缝隙。统筹科技资源，建立公开
统一的国家科技管理平台， 构建新型科
技专项、资金管理体系，避免重复申报和
重复资助，势在必行。

知名院士、顶尖专家出了问题，令人
痛心疾首。 国家耗费大量人力财力培养
出来顶尖科技人才不容易。亡羊应补牢，
对科技资金加大监管力度，是阻止贪欲，
挽救科技人才走入歧途的必要举措。

不久前，科技部在官网“点名 ”通报
了违反科研经费管理规定的典型问题，
这在过去并不多见，但未来将成为常态。
对于查处的违法违纪行为， 必须增大曝
光力度，并加大科技体制改革的力度，尽
快形成“不能腐”“不想腐”的有效机制。

（据新华社电）

一次美丽的邂逅， 改变了我高中3年
的生活。

高一刚入校的一个傍晚，我无意间瞥
见一群穿着练功服的人在操场练习武术。
当时临近深秋，萧瑟的秋风吹着他们的练
功服愈加飘逸，矫健的身姿显得旁边的老
树更加苍虬。 操场上这群活跃的“练功
服”，和教室里冥思苦想的“校服”形成强
烈反差。

那次邂逅之后，我的脑海中便不时浮
现出“练功服”灵动飘逸的身影，期待自己
也能像他们一样习得一身漂亮的武术。然
而，囿于从小体质不好，也常被同学嘲笑
运动系统还未开发， 我始终不敢报名。在

父母的鼓励下，我才勉强答应尝试训练一
个学期。

刚一见面，武术教练就要求慢跑5圈。
我连喘带爬最后一个到达终点，还没有缓
过神来，教练又教我们拉韧带。我双腿并
紧俯身下去，指尖离地面还有好长一段距
离。当我还在犹豫要不要进行下一次尝试
时，教练猛地在我后背压了几下，痛得我
大脑一片空白。教练走后，我腿一软便瘫
坐在草坪上。

热身之后，教练开始教我们最基本的
武术动作———抡臂。只见他两只手臂在空
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划圈，犹如大鹏展
翅欲飞，坐在前排的我们感到一股凉风袭
来。

教练讲解抡臂的要领在于使用腰力，
手臂的速度与力量取决于腰力的大小。平

时缺乏运动的我， 虽然在动作上努力模
仿，但只能倚靠臂力撑起速度。几次练习
下来， 我的抡臂速度慢而且不够流畅，手
臂也无法抡到所要求的高度。

训练结束时，教练把我单独留下强化
训练，我的意志瞬间被击垮。教练严厉呵
斥道：“打起精神来！习武是一件辛苦的事
情，需要强大的意志。这种意志的培养不
是几句鼓励，而是靠更加严格的训练！”我
只好硬着头皮练习。

无疑，武术训练很辛苦，尤其是前期，
每次练完都是一身酸痛。但经过一段时间
的强化训练，我渐渐感受到运动系统正在
被打开， 无论是韧带训练还是动作练习，
都没有以前那么吃力。慢慢的，我体会到
教练那番话的意味。 在接受考验之前，我
们无论是身体还是心理上都没有做好准

备，因此困难来临时很不适应。但经过艰
苦的训练，我们的心理意志被磨练得更加
坚韧。虽然训练会更加辛苦，有了强大的心
理支撑，我们也能泰然自若。

习武之后，我上课的精神头比以前更
足了，思维也更加清晰。更重要的是，凭借
着习武锻炼的意志力，我能够更从容地面
对学习上的困难。

高中3年的武术训练， 大大增强了我
的身体素质，锻炼了我的意志，为我在身
体、 心理上打下了很好的基础以备战高
考。进入大学后，习武带给我的这份坚韧、
自信让我能迅速适应新的环境，从容地面
对大学中的挑战。

一次美丽的邂逅
贺景昌

【作者简介】
贺景昌， 2011年考入中国政法大

学法学院， 2013年7月赴台湾政治大学
法学院交流学习。

（投稿请发电子邮箱 ： wushuji鄄
jin@126.com 或 hnrbtiyubu@163.
com）

与 同行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武术基金
湖南日报 主办

武术

“中国最年轻院士”的腐败轨迹 科技体制
须动“大手术”
杨维汉 余晓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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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福利彩票 3D开奖信息
2014年 10月 15日

第 2014280期 开 奖 号 码
湖南省中奖情况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类别 中奖注数 单注奖金（元） 中奖金额（元）
单选 397 1040 412880

组选三 0 346 0
组选六 1111 173 192203

5 42

奖级 中奖
条件

中奖注数
（全国）

一等奖 1
二等奖 7

中奖注数
（湖南）

单注奖金
（元）

0 1900944
0 38794

三等奖
四等奖
五等奖

215
744
7638

12
12
145

2526
200
50

六等奖
七等奖

13704
93056

265
1798

10
5

中国福利彩票七乐彩开奖信息
2014年10月15日 第2014121期开奖号码

注：开奖信息以湖南省福利彩票发行中心正式公告为准！

下期奖池：0 元
02 1208 10 21 22 27 2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