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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学术自觉与学问之路 
陈伟武 

摘要：青年学者要有崇高的追求，怀揣为国为民的人生理想，在求学路上踏实前行。要追求学术自觉，对

创造性的研究有强烈的进取心，将对学问的追求变成永不止息的内驱力。对人生目标、学习目的及个人的能力

特点要有清醒认识，有较好的自我把持能力。要掌握适合自己的读书方法并拥有问题意识，论文写作不应有抄

袭、隐匿、淡化或抹杀他人学术贡献的行为。读书过程既要增加眼力，也要调整好心态。青年学者要有正确的

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多做奉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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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学术自觉与自学 

知识的积累和传承有一定的规律，学习是人类

的一种重要能力。从知识的学习到知识的创造，有

一个发展的过程。模仿是允许的，有时还是必需的。

如《红楼梦》出了名，就有《续红楼梦》《红楼前梦》

《红楼后梦》等等；《少林寺》火了，就有《少林小

子》《南北少林》。诗文创作的模仿祖述前贤有深远

的传统。陈永正先生指出：“诗文家摹拟袭用前人，

初时似觉不大光彩，甚至以此互相攻讦。……但后

来这已成文人的惯技。其实，不必忌讳，摹拟前人

佳作，是学诗必由之径。习诗如同习字，临摹古代

名家碑帖，先力求逼肖，然后才取其神韵。几乎所

有需要讲究技法的文艺门类，不从摹拟入手，则终

生只能作门外观，难以升堂入室。”[1]89 

学术自觉是对未来学术发展的自我期许，是一

种人生定位。若想做一个有作为的学者，一定要有

清醒的学术自觉，上天入地，焚膏继晷，对创造性

的研究有强烈的进取心，将学问的追求变成永不止

息的内驱力。纯粹的学者不应有掠美、抄袭之类的

失范行为。“立志”很重要。毛主席说过：“久有凌

云志，重上井冈山。”梁漱溟先生说：“……从那维

新前进的空气中，自具一种超迈世俗的见识主张；

使我意识到世俗之人虽不必是坏人，但缺乏眼光见

识，那就是不行的，因此，一个人必须力争上游。

所谓‘一片向上心’，大抵在当时便是如此。”又说：

“由于这向上心，我常有自课于自己的责任，不论

何事，很少需要人督迫。……所谓自学，应当就是

一个人整个生命的向上自强，最要紧的是在生活中

有自觉。……向上心是自学的根本，而所有今日的

我，皆由自学得来。”[2]77-78 

大约小学五六年级开始到中学毕业，我就长期

阅读《人民日报》和《解放军报》，还是学到不少时

事知识。后来做简帛兵学文献研究，与小时候这种

阅读恐怕也有一些关系。1975 年读高中一年级时，

听了校长林绍文先生一次讲话之后，我还写过一篇

作文，题目就叫《评“胸无大志”》。那时语文课本

收的古文篇目极少，语文课许慈祥老师讲的一篇补充

材料叫做《陈涉起义》，出自《史记•陈涉世家》，其

中有一句话：“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这句话一直伴

随着我沐风栉雨，砥砺前行。古人说：“大丈夫当雄

飞，安能雌伏。”1991 年秋，我考上在职博士生，从

曾宪通先生习战国秦汉文字，陈永正先生惠赐墨宝，

我请求写的内容是《淮南子•本经》的话：“秉太一者，

牢笼天地，弹压山川。”沚斋先生跋语还谬赞说“足

见器度”。2012 年夏天，博士生王辉（号小松，现为

山东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即将毕业，我为他书写的赠

联是：“博士亦尝种地，小松当可参天。”这固然是对

学生的殷殷寄望，看作夫子自道也未尝不可。 

大家进入研究生阶段，对人生目标、学习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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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个人的能力特点都有了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了更

好把持自己的能力，这就是“自觉”。有了“自觉”，

才能“自主”，才能“自决”，才能更好地“自学”

（但千万不能“自经”）。可以说，人的一生中自学

比起被动地受教占了更大的比例。老师的传授反而

是短暂的。研究生期间虽说有导师，但导师的作用

仅仅是引导而已。《荀子•劝学》篇说过：“君子之学

也，入乎耳，著乎心”，“小人之学也，入乎耳，出

乎口”。荀子原话的大意是，道德好的人，求学是为

了提升自己的素养，道德差的人，求学是为了让人

知道。儒家讲究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修身”是其

他诸项实现的基础。既要“独善其身”，德才兼备，

又要有家国情怀，“兼善天下”。有理想，有抱负，

有大局观，不做井底之蛙，关心时事政治。清华大

学收藏的战国竹简中有许多治国理政的篇章，至今

还焕发着耀眼的光芒。自觉方能体现反省精神，朱熹

说：“人之病，只知他人之说可疑，而不知己说之可

疑。试以诘难他人者以自诘难，庶几自见得失。”[3]

在实现国家利益和集体利益的同时，也实现了自己

的人生目标，体现自身的个人价值。 

二、读书与选题 

陈永正先生说：“在当代，社会对传统文化的漠

视，知识传承体系的断裂，致使人们，包括‘读书

人’在内，已经不大读‘书’了，学者不学，更成

为高校文科的症结，研究者每倚仗电脑，搜索网络

资料，黏贴成文，并以此为能事。作为一位注释家，

一位社会的文化传承者，须博闻多识，贯通古今，

解读‘四部’之要籍，有深厚扎实的学问功底，对

中国传统文化有总体的认识。”[1]4 真可谓语重心长，

振聋发聩。年轻人如何完成研究生学业、实现自己

的人生理想？无论如何，刻苦读书、练好基本功是

必要的前提。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的。 

容庚先生 1940 年 12 月 25 日在日记中写道：“并

世诸金石家，戏为评骘：目光锐利，能见其大，吾

不如郭沫若。非非玄想，左右逢源，吾不如唐兰。

咬文嚼字，细针密缕，吾不如于省吾。甲骨篆籀，

无体不工，吾不如商承祚。操笔疾书，文不加点，

吾不如吴其昌。若锲而不舍，所得独多，则彼五人

似皆不如我也。”[4] 容老能成为大学者，引以为傲的

正是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曾师经法先生说：

“（容庚、商承祚）二位前辈长期从事古文字资料的

搜罗和撰集工作，他们擅长字形分析和强调第一手

材料、注重实证的严谨学风，对我影响至深，特别

是容庚先生一贯倡导的‘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

之己千之’的自强不息、锲而不舍的精神，至今仍

是自己克服困难的座右铭。”[5] 

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将蕲至于古之立言

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竢其实，

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

晔。”朱东润先生说：“我敢说我绝没有一丝一毫想

要做一位古文家的意思。可是韩愈那两句‘养其根

而竢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的思想，对我是起着

莫大的影响的。”[6]上大学之前，我学过一年的木工，

跟我姐夫学的。从前，我姐夫的爷爷去几十里外的

山区亲戚家当学徒，学习木工手艺。整整三年只学

了一个品种——制作摆放棺材的条凳，练就了过硬

的榫卯基本功。平时人们形容事物格格不入是“圆

凿方枘”。而我姐夫的爷爷在附近乡村名气颇大，做

的木器是榫头与卯眼契合，恰到好处。不用钉子，

不用楔子，却坚固无比。 

人们常用“学海”“书海”来形容知识海洋之浩

渺广博。要读的书真如恒河沙数，而能读到的书却

非常有限。老作家孙犁建议人们多读选本是有道理

的。但做学问只读选本远远不够。读选本可当作一

种重要的读书方法，对某一方面的书有“鸟瞰式”

的了解，或对某一专题的材料有一个精要的掌握，

以此为向导，再作更全面更深入的阅读和探索，这

才是治学的正确途径。读书做学问，有打井式的，

长期做一个题目，打持久战。本科毕业论文做的题

目，硕士论文接着做，博士论文继续深入，掘地三

尺，“批深批臭”。出土秦代简牍的考古遗址有“睡

虎地”，也有“放马滩”。有老师开玩笑说某位学者

“十年都睡在睡虎地里”。其实，如此治学真能出成

绩。这位学者治学的认真和毅力都值得钦佩，专著

进了国家社科成果文库，还晋升为教授。这样治学

属于炖老火靓汤的烹饪法。苏东坡《和子由论书》

诗曰：“多好竟无成，不精安用夥。”另一种方法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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撒网捕鱼法，先广撒网，再慢慢收拢，纲举目张。

读书可使人改变气质，明辨是非，洞悉高下。书读

多了，“识”才会高。也可选定若干题目，围绕题目

来读书。真的是“戏法人人有，变化各不同”。 

结合我本人的问学之路，谈点感想供大家参考：

苦练内功，先易后难，由浅入深，亦雅亦俗。我在

《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1986 年第 1 期发表了《〈诗

经〉同义动词说例》，算是入道之始。1988 年 5 月

参加广东省语言学会年会，写了一篇《骂人话研究》

的论文，算是文化语言学的学习心得，1992 年正式

发表在《中山大学学报》时改名为《骂詈行为与汉

语詈词探论》。写《〈古陶文字征〉订补》这篇会议

论文，用了八个月时间。《〈甲骨文字诂林〉补遗》，

都是自己为了读书而做的题目。《简帛文献中的残疾

人史料》原是题为“古代残疾人与礼、俗、法”的

讲演稿。博士论文《简帛兵学文献探论》，是研究古

人如何杀人的学问，后来一段时间治简帛医药文献，

是研究古人如何救人的学问。将汉语史与古文字、

古文献紧密结合起来研究，逐渐形成自己治学的特

点。回首前尘往事，读了一些杂书，只是走了不少

弯路。《出土战国文献字词集释》是与曾师经法先生

联合主编的书，此书是中山大学老中青三代学者二

十多人十五年艰苦奋斗的结晶。我的体会是：态度

决定一切。在一个团队中，需要有合作的精神。上

海博物馆收藏的战国楚简《性情论》说：“凡忧患之

事欲任，乐事欲后。”[7] 讲的也是奉献的精神。 

叶燮《原诗》说：“大抵古今作者，卓然自命，

必以其才智与古人相衡，不肯稍为依傍，寄人篱下，

以窃其余唾。窃之而似，则优孟衣冠；窃之而不似，

则画虎不成矣。”[8] 若无新见，文章大可不必作。写

出来的东西要“人人心中所有，人人口中所无”。郑

天挺先生说过：“在技术科学中，某些方法，在历史

研究中也适用。如在技术改革和研究中，每讨论一

个问题，都要从对你的整个事业有无作用着眼，然

后把问题分成若干小的单元，再从三方面加以研究：

一、这个选题是否必要，能否取消它？二、能否和

别的题目合并？三、能否以别的东西取代它？”[9]

容庚先生说：“有题目我还不自己做，还留着让你

做？”自己读书多了，题目都做不完，用不着去抄

袭剽窃。陈永正先生说过：“我像你们这般年纪的时

候，满脑子都是题目，还可给别人出题目。”要寻找

学术的问题点、焦点，开拓新材料，寻求新方法，

作出新考释。蔡鸿生先生说：“从苏东坡的诗（《题

西林壁》）可以悟出学理：要避免主观、片面性，历

史认识一定要坚持整体认识，包括纵横、内外的观

察。这当然要花大力气。做学问应从容、宽容。从

容，才可慢慢探讨，从难从严要求自己。宽容，是

指对他人；对古人固不宜苛求，对今人也不要苛求。

在当今的学术和教学的评估体制下，从容是非常难

做到，于是有人寻找种种捷径，如用第二、三手资

料，或通过现代技术手段，综合别人的成果而没多

少新意，甚至抄袭，改头换面，乔装打扮，招摇过

市，这是不能做好学问的。”[10]明目张胆的抄袭，巧

取豪夺，故意隐匿、淡化或抹杀他人的学术贡献，

都不是真正读书人应有的行为。 

三、“炼眼”与“养心” 

读书要“炼眼”，“眼”即眼力，见识。裘锡圭

先生说：“我在学习和研究过程中，深感治学应有三

种精神：一、实事求是；二、不怕苦，持之以恒；

三、在学术问题上，对己严格，对人公平。”[11] 

读书还要“养心”。常言道：“知人知面不知心。”

“人心不古。”“心”太难懂了。二千多年前的战国

时代心性学说就已在中国流行。《孟子•告子上》说：

“心之官则思。”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的《心是谓中》

篇说：“人之有为，而不知其卒，不惟谋而不度乎？

如谋而不度，则无以知短长，短长弗知，妄作衡触，

而有成功，名之曰幸。幸，天；知事之卒，心。必

心与天两事焉，果成，宁心谋之，稽之，度之，鉴

之。”[12] 中医的“心”似乎比西医的“心”含义更

宽泛。西医的“心”指心脏，有时为了更明确，就

直接说“心脏”，不说“心”。二十多年前我为了赶

博士论文，总觉得胸闷，一坐到书桌前就透不过气

来，跑去校医院看中医科，医生说是“心悸”，B 超

结果是“左心室心律不齐”。大毛病也不是，只能说

“我心脏不好”，不说“我心不好”。心脏不好是病

人，心不好是坏人，当病人还是比当坏人好。 

裘锡圭先生在接受青年学者访问快结束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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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讲的都讲了，最后强调一下我的主要意思。我

不反对提倡或引进好的理论、方法。但是我感到，

就我比较熟悉的那一部分学术界来说，存在的主要问

题不是没有理论或方法，而是研究态度的问题。要使

我们的学术健康发展，必须大力提倡一切以学术为依

归的实事求是的研究态度，提倡学术道德、学术良心。

我不是说自己在这方面就没有问题，一个人不可能完

全不受社会环境的影响，何况还不可避免会有认识上

的偏差。大家共勉吧！”[13]裘锡圭先生引用《吕氏春

秋•诬徒》：“善教者则不然，视徒如己，反己以教，

则得教之情也。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14] 师法古

人，师法今人，博古通今。《论衡•谢短》篇说：“夫

知古不知今，谓之陆沉……夫知今不知古，谓之盲

瞽。”一心前行，必有善果。学术之路很漫长，跋涉

前行，总能修成正果。《西游记》中的白龙马都能修

成正果，马是畜生，我们是人，为什么不能呢？ 

做学问要调节好心态，先难受，后享受。“炼眼”

就是长学问，“养气”就是长精神。比“养气”更根

本的是“养心”。我有一水仙花盆，用于春节期间，

一到夏天闲置在侧，于是买来小睡莲，以清水供养

茶几上，差不多每天早上到工作室之前，路经小区

或校园树下，拣数朵鸡蛋花置于花盆中，鹅黄的花

与睡莲嫩绿的叶相映成趣。以前饶宗颐先生喜欢给

人题字：“如莲华在水。”语出《法华经》。如此境界

我们难以做到，先来个“如鸡蛋花在水”，倒也不错。

梁漱溟在《我的自学小史》中谈道：“《东西文化及

其哲学》一书，在人生思想上归结到中国儒家的人

生，并指出世界最近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这

是我从青年以来的一大思想转变。当初归心佛法，

由于认定人生惟是苦（佛说四谛法：苦、集、灭、

道）。一旦发现儒书《论语》开头便是‘学而时习之，

不亦乐乎’，一直看下去，全书不见一个‘苦’字，

而‘乐’字却出现了好多好多，不能不引起我的极

大注意。在《论语》书中与‘乐’字相对的是一个

‘忧’字。然而说‘仁者不忧’，其充满乐观气氛极

其明白，是何而为然？经过细心思考反省，就修正

了自己一向的片面看法。此即写出《东西文化及其

哲学》的由来，亦就伏下了自己放弃出家之念，而

有回到世间来的动念。”[2]91 在学习和工作之余，多

发现生活中的乐趣。尤其要善于苦中作乐。陈永正

先生说过：“西瓜就让别人去抱吧，自己捡点芝麻算

了。”有平和的心态，往往能做出实实在在的成绩。 

台湾著名医生、病理学之父叶曙先生说过：“不

过也有像不修边幅的人一样，满不在乎升等不升

等，心想只要我有学问、有能力，万年副教授又有

何妨？优秀台大人中，各院都有这一类的名士。……

像上述的人物，称之为超俗的逸士固无不可，要说

他们都是些懒于写论文而又怯于争先的懦夫，你也

无法为他们辩解，不幸优秀台大人中，便不乏这种

人物。”[15] 老先生的话，确实值得我们警省。 

四、学术自律与学问境界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学术界对学术规范问题曾

有过一场热烈的讨论，参加者有梁治平、邓正来、

杨念群、徐友渔、朱学勤、陈少明、王缉思、钱乘

旦、雷颐、朱苏力、陈平原、陈来、林毅夫、刘东、

周国平、童世骏、樊纲、丁东、谢泳等著名中青年

学者。杨玉圣先生对这场影响深远的学术争鸣作了

很好的评述[16]。进入二十一世纪，葛兆光先生曾发

出这样的提问：“中国学术界的规范和底线崩溃了

吗？”[17] 学术失范的现象触目惊心，名利地位的诱

惑成了学术不端滋生的社会土壤。张昌平先生在《方

国的青铜与文化——张昌平自选集》自序的结尾说：

“我的一些文字及观点有时会有意无意地被有的学

者‘雷同’，或者被更高明的学者在‘错误的观点’

这样的话之后作出引注，暗示读者该错误源自于我

而不是我已经提出他正在论述的东西。对此我也曾

经郁闷，但念及这种特殊的方式或许也算得上是对

于学术的一点贡献，最终释然。”[18] 刘钊先生在《古

文字构形学》的后记中说：“这篇博士论文迟迟没有

出版，也使得学术界的某些人得以故意装作没看见，

从而不加解释注明地任意取用。台湾学者邱德修先

生曾热心建议我在台湾出版该论文，并开玩笑地说：

‘再不出版就要被人偷光了。’对此我只能报以苦

笑。”[19] 考释一个甲骨文奖十万元，确实能刺激人

的神经。学术不端的学者，与运动场上服用兴奋剂

的运动员很相似，都是抱着侥幸的心态对待人生。

人穷志不穷，不坠青云之志。古人说：“人必自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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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后人辱之。”没有污染的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

金杯银杯不如学界同道的口碑。自己的骨头要长肉。

我们要适应环境，顺时而作，将自尊、自爱、自重、

自律当作毕生追求，不因某些诱惑而出现学术不端。

没有失范行为的学术人生，才能赢得人们的尊敬，

缺乏学术自觉的人肯定自律不严，未来的学问境界

肯定高不到哪里去。我们深为一些前辈学者惋惜，

平生严谨治学，一旦失范，终致贻人话柄。 

有了学术自觉，珍惜自己的羽毛，自尊自爱，

才能自律。不做帮凶，不推波助澜，不当枪手。自

己勤奋读书，勤于思考，题目都做不完，就不会生

出妄念，想去抄袭、剽窃别人的成果。 

要把学问做好，必须有正确的“三观”：世界观、

人生观、价值观。金岳霖先生在讲到清末民初美国

人在中国办雅礼大学时指出：“学校教育这一势力范

围的占领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头一点要强调，它的

对象是青年，不是老年。老年就是争取到了也没有

用。要占领的是青年的什么呢？意志、情感、思想，

或者两个字：‘灵魂’。古人对于这两个字是有某种

迷信的，这里的意义只是前三者的代名词而已。前

三者非常之重要，占领了它也就是占领了整个的人。

这也就是说，这一势力范围的占领制造了许多黄脸

黑头发而又有中国国籍的美国人。当然这只是极其

初步的美国人，单靠在中国办学校也只能做到这一

点。”[20]“为谁服务”的问题、“把自己培养成什么

人”的问题一定要讲的。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的社会主义新时代，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的大变局，

年轻人要有理想，有担当，有作为。读书要有大局

观：了解学术史，大至一个学科的发展脉络，小至

某一知识点、问题点的研究史、演变轨迹。写文章

要开门见山，要讨论哪个问题，在书或论文开头，

人家看你的概述，大致就可知道你的学术背景的深

浅。一个人治学的“格调”“气象”是很重要的。希

望大家炼好本领，把学问做大，看看到底是翻江倒

海卷巨澜，还是激起学海的一点小涟漪。 

刘梦溪先生说：“人文科学的作用不是现在时，

而是将来时，它有潜移默化的作用。宋代大思想家、

理学家、哲学家朱熹，认为读书可以变化气质，真

是一语中的之言。如果很多人都有机会念书，就会

形成集体的文化积淀，每个人都有人文方面的修养，

这样的人群的气质就不同了。……另外学术还是一

种象征，一种文化精神的象征。我在过去的文章中

讲过，学术思想是一个民族的精神之光。王国维说

一个国家有最高的学术，是国家最大的荣誉。而大

学，就是拥有最高学术的学府。……陈寅恪的一个

文化理想，就是希望国家能够尊礼大儒。总之人文

科学的作用，对个人来说是变化气质，对国家和社

会而言，则是可以转移风气。”[21] 王国维《人间词

话》说：“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罔不经过

三种之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

天涯路’，此第一境界也；‘衣带渐宽终不悔。为

伊消得人憔悴’，此第二境界也；‘众里寻他千百

度。回头蓦见，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此第三

境界也。”[22] 前不久中山大学中国语言文学系主任

彭玉平教授在第七届全国中文学科博士生论坛开幕

式上致辞指出，博士生阶段大体相当于第二境界。

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向幸福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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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部委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的若干意见》 

本刊讯 2022 年 2 月 14 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关于深入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

科建设的若干意见》（教研〔2022〕1 号）。《意见》指出，“双一流”建设实施以来，各项工作有力推进，

改革发展成效明显，推动高等教育强国建设迈上新的历史起点。但仍然存在的高层次创新人才供给能力不足、

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不够精准、资源配置亟待优化等问题。《意见》提出，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十九大和十九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入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和全国

教育大会、中央人才工作会议、全国研究生教育会议精神，立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

大变局，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

本任务，对标 2030 年更多的大学和学科进入世界一流行列以及 2035 年建成教育强国、人才强国的目标，更加

突出“双一流”建设培养一流人才、服务国家战略需求、争创世界一流的导向，深化体制机制改革，统筹推进、

分类建设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在关键核心领域加快培养战略科技人才、一流科技领军人才和创新团队，为全

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意见》从九个方面阐述了“十四五”期间深入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思路和措施：准确把握新发展阶段

战略定位，全力推进“双一流”高质量建设；强化立德树人，造就一流自立自强人才方阵；服务新发展格局，

优化学科专业布局；坚持引育并举，打造高水平师资队伍；完善大学创新体系，深化科教融合育人；推进高水

平对外开放合作，提升人才培养国际竞争力；优化管理评价机制，引导建设高校特色发展；完善稳定支持机制，

加大建设高校条件保障力度；加强组织领导，提升建设高校治理能力。 

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公布 

本刊讯 2022 年 2 月 14 日，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出《关于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

及建设学科名单的通知》（教研函〔2022〕1 号），公布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名单和给予公

开警示（含撤销）的首轮建设学科名单。根据该通知，共有 147 所高校进入第二轮“双一流”建设，与首轮相

比，新增山西大学、南京医科大学、湘潭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广州医科大学、南方科技大学、上海科技大学

等 7 所高校，同时不再区分一流大学建设高校和一流学科建设高校。在学科分布上，331 个建设学科（不含北

京大学、清华大学自主确定建设的学科）中，包含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等基础学科 59 个、工程类学科

180 个、哲学社会科学学科 92 个。同时，首轮建设中的北京中医药大学等 15 所高校的 16 个学科被公开警示或

撤销（被撤销学科根据学科建设情况调整为其他学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