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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志是我同学，虽然不是一个导师，但是其导师的品行天天在同学言谈中回荡。大家亲切地简称

QZ 教授为覃授！ 

  毕业设计写论文，我们是邻居，看他天天痛苦地来来回回，论文改了一遍又一遍，我都不知道怎么

帮他。 

  其他覃的弟子都是数一数二优秀的人才，在艰难的环境下执着地成长，现在也都大有成就！ 

  今天看了他的好文，才清清楚楚地明白了此中缘由，特转载以留念！ 

  以此纪念我们一起度过的青葱岁月，以此怀念难忘的清华生涯！ 

  lz 要求：略去真实姓名和部分内容。 

 

--- 

 

8 月 11 日 

 
  终于办完了所有的离校手续，彻底毕业了。现在我终于可以不用顾忌那个整天拿毕业威胁、讹诈我

的混蛋了，可以自由地表达我的想法了。 

 

  
〈QZ 其人〉 

 
  在 Google 上搜“QZ”，可以看到一个个光辉的 title（虽然列表中的那些论文没有什么质量，更没

有多少是他自己的工作），可谁又能知道，在这光鲜的外表下，隐藏着一个什么样的烂人。而且在刚开

始和他接触的过程中，往往还会留下更多的假相。 

 
  QZ 原来在另外一所大学，只比我们早几个月来清华，我们是他在清华的第一届学生。那时他还不

是副院长、他的博士后也还没从另一所大学弄过来。所以，看不到一点像现在这样的嚣张气焰。第一学

期，QZ 给我们开会，还帮我们制定培养计划，强调要多选课，要尽早修完课程，要学好数学，必要时

去旁听数学系的课程等。上进、务实、精干，这是那时 QZ 给人留下的印象。然而事实证明，这完全是

一个假相。在最初的接触中，QZ 会给人留下很不错的印象。但是，通过进一步的了解，你就会看到一

个十足的恶棍！ 

 

  QZ 之所以能给人留下较好的第一印象，那张嘴皮子立下了汗马功劳。面对几百个听众，那张嘴皮

子能面不改色心不跳地连扯带吹 2 个小时，没有中场休息，而且连口水也不用喝。这，可是真功夫！和

以严谨为特点的学术、学者等词汇决不搭边。 

 
  QZ 的另一个特点是，无论关于什么主题，他说的每一句话中都浸透着威胁和讹诈。当然，他首先

要有威胁的资本，对于我们这些学生，他威胁的最佳资本就是毕业问题。他对使用毕业问题威胁讹诈学

生的手法已经熟练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QZ 最喜欢的就是“关系”。对于那些有关系或背景，或是潜在的关系和背景的人，即使是他的学生，

他也会眼里放光，脸上笑成花。从他对我们的态度和对与我们同时读研的在职的国税局班同学、已经工

作过的强军计划的学生的态度对比就可以看出来。这个不用多说，在场的人心知肚明。 

 
  QZ 实力的源泉来自于对学生的残酷压榨和剥削。他的学生研究软件体系结构，那他的研究方向就

是软件体系结构；他的学生研究电子商务，那他的研究方向就是电子商务；他的学生研究图像检索，那

他的研究方向就是图像检索......他自己不用有什么研究方向的。这其中奥妙想必大家都明白。QZ 不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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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钱，但是他连学生的勤工助学资金也敢动。他的学生曾多次被他要求在勤工助学领款单上签字，但是

从来没有人真正领到过一分钱，可想而知这些钱去了哪里。本来会被用于帮助那些家境贫寒学生的勤工

助学资金，竟这样流进了这个混蛋口袋里。那点钱对他来说就是九牛一毛，而对穷学生来说很可能是一

笔不小的资金。所以，QZ 的实力是和他的学生数成正比的，而他现在光在另外一所大学的学生数就有

上百人。 

 

  
〈关于山东的闹剧〉 

 

  2004 年 6 月左右，也就是我研一快结束的时候，QZ 的真实面目才开始暴露出来。那是他已经被

任命为副院长，那个博士后也被弄到他身边处理和学术相关的事情。说：“山东有一个 600 万的 863 项

目，你们尽快考完试，然后立即去山东，要在那待一年。这一年之内放假也不用回北京了，直接从山东

回家，回家的来回车费可以报销。在山东的伙食，住宿由山东那边解决”。除此之外不会再发任何其他的

生活费。接下来就是这个项目的意义有多么的重大等，“要制定中国石油行业的数据标准，要全部使用面

向对象数据库”云云。现在看来那确实是标准的有 QZ 特色的吹牛，但是那时的我却听得那样地虔诚，而

且看了好长时间的面向对象数据库的资料，后来证明这个项目和面向对象数据库就没有任何关系，这只

是一个被拿来吹牛的华丽词汇而已。 

 
  ＊＊＊＊＊＊＊＊＊＊＊＊＊＊＊＊＊＊＊ 

 
  接下来就是威胁和讹诈了：“国家规定，研究生必须做纵向项目，否则不能毕业。xx 都结婚了，不

想去，我都没有同意。你们不要被这些事情耽搁了”。 

 

  刚开始，我很沮丧。我当时宁愿自费也要选择清华，就是为了清华这个软环境，为了能和一批优秀

的人在一起。而且当时我已经在校研究生会工作了一年了，很想再继续做下去。无论如何，要离开清华

整整一年，到山东的一个没有任何学校气氛的地方读清华的研究生，让我痛苦了好长时间。但是考虑到

这个项目的重大意义，我还是在痛苦中做好了去山东苦干一年的准备。 

 

  7 月，接到通知：在学校原地待命。当时很多其他同学开始进入一些著名公司实习，而这些机会我

们一点都不敢考虑，也无法有什么计划。8 月，通知；在学校原地待命。就这样，对我们可能产生重大

影响的 2 个月，我们一群人在学校里碌碌无为地原地待命。那时，我们才开始觉得这个人信口开河，没

有信用。 

 
  8 月底，博士后领我们去山东。原以为博士后会带我们做项目，但是实际情况是博士后用一周时间

帮我们安顿下来就回北京。就这样我们一群刚上完基础课的研究生，要在没有任何指导的情况下制定中

国石油行业的数据标准。这就是那个 600 万的 863 项目。在学校说好的在山东为我们重新买计算机，

但是我们到山东的第三天 QZ 就变卦，说是太贵。然后调动学院的公车把学校为我们每个人配的计算机

运到山东，提到这些机器，是因为关于这些机器后来有更恶心的事。在毕业前夕，在 QZ 的逼迫下，我

们自己出车费再将其扛回学校。 

 

  在山东的第一周，照例是和不同的领导喝酒吃肉。此外，关于这个项目更恶心的内幕暴露在我们面

前。项目已经启动一年了，11 月份 863 专家组要来中期检查，但是还拿不出像样的东西。我们的任务

就是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做出一些可以应付检查的东西。我们还了解到，我们学院的李老师接了这个项

目的另外一部分，有 3 个学生也在这边做。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李老师给他的学生说有一个山东的项

目，需要出差，你们愿不愿去，愿意的话我就接了。然后就是他们每个月大约可以在学校待 2 周，除了

报销路费食宿之外，每月还有 1000 左右的生活费，而且李老师经常去山东和他们讨论方案。唉，人和

人的差别咋就这么大呢！ 

 

  此后的一个月里，我们就在一个三流的软件公司里，被一个蹩脚的工程师领着，做一些乱七八糟的

事情。简单地说，就是做一个界面，可以监控一个油井系统的运行情况。有时候实在没法从遗留数据库

中取到数据，就在那个位置返回一个常量。那可真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演示系统。这样的系统显然没法用。

后来听说，中期检查时使用的是先前花几十万请斯伦贝谢做的一个项目蒙混过去的。这就是我所经历过

的 863 项目！老实说，从此我对国内的学术界没有了信心！ 



 
  在我们到山东不到一周的时候，QZ 又反悔了。这一群人要在山东吃住一年的话，食宿费用他承受

不了。然后我们就接到命令：把那些数据带回北京，国庆节以后在北京做。而这些又不能让山东方面知

道，于是这一个月里我们又多了一项秘密任务：拷数据。 

 
  9 月底回北京之前，我在一个月的所见所闻中积累的不满情绪开始爆发了，我感觉被骗了。10 月份

就要开题，但是从来没有人关心过我们该怎么开题，更无法得到相关的信息和资料，我们几乎要失去和

学校的联系了，心急如焚。大约 26 号，我们就被通知学院的车会被派来接我们，不坐长途大巴，因为

车费太贵。然后一天天过去了，学院的车始终没来，那时我们对 QZ 的言而无信已经深有体会了。29

日，我已经不相信我们能在国庆节前回北京了，忍无可忍，我告诉他们 30 日早上我要坐长途大巴回北

京了。然后被告知车 30 日到，当天回北京。就这样我没有领到回北京的车费，而就在 2 天前另外 2 个

同学因为国庆节要回家而领到车费提前回北京了。另外，我们当时还不相信，司机能开车 7 个小时到山

东然后再开 7 个小时当天回北京，就算相信能当天回，在司机疲劳驾驶的情况下，我也为我们的生命安

全担心。30 日早上，我和另外一个同学自己掏钱坐长途大巴回了北京。 

 

  回北京后，QZ 竟然大怒，理由当然冠冕堂皇：“让你们不要擅自回来，是为你们的安全考虑”，而

报销回京的路费更是不敢奢望了。从那以后我就成了 QZ 的眼中钉肉中刺。10 月份开题时，我们两个

提前回来的当然是不通过了。对于开题、论文答辩这种事，QZ 是十分用心的，可谓斟字酌句，当然他

关心的可不是学术，而是通过这些来整人。但是很多方面他又不懂，在其他老师面前又不敢瞎说，怕闹

笑话，所以被他指出来的问题大都是“题目太大”“用词不合适”等此类问题。我的开题报告就被以“题目太

大，题目不合适”为由不通过。在我把提目改了几个字以后就通过了。交给他的时候，得到一堆暗示：

“现在知道了吧，不要和我作对”。在我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情况大抵相同，从他那里打回来了十多

次，改动最大的一次论文几乎推翻重写，“写的太差，题目不对”“用词不合适”“二级标题不对，这些词不

能用在标题里”，最后虽然从他那里勉强通过，但他还是不甚满意。总之，在我的开题和论文答辩过程中，

QZ 可是花了不少“心思”的。 

 

  在开题答辩之前，一次 QZ 召集我们开会时，为了证明只有做了他的项目才能毕业，说：“你看老宋，

没有项目，我要让他的学生不通过几个”。果然后来的答辩，老宋的 8 个学生有 6 个开题不通过。不知

老宋怎么得罪过他，学生竟然成了牺牲品。这 6 个学生修改过的开题报告，只好先给 QZ 审阅，根据其

意见再修改，而老宋就被架空了。戏剧性的是，那 6 个人中有一个毕业时在 SCI 收录的国际会议上发表

了 3－4 篇论文，此时没见过 SCI 论文的 QZ 竟然眼睛放光，在给他学生开的所谓欢送会上这位同学竟

然成了他的座上宾，“老宋已经调走了，XX 就算作我的学生了”（此前老宋已经离开学院去数学系了，

老宋说：“数学系人际关系简单”。在那以前 QZ 曾扬言让老宋给他当助教，而老宋也是清华一个副教授

呢），至此，你应该能更好地理解什么叫厚颜无耻了。 

 
  ＊＊＊＊＊＊＊＊＊＊＊＊＊＊＊＊＊＊＊ 

 
  我开题的方向是支持向量机方法在生物信息学中的应用，这和所谓的山东 863 项目毫无关系。由此，

QZ 就患上了“生物过敏症”，要是听见生物、蛋白质等词汇，必然会条件反射地说“和题目不相关，不适

合申请计算机领域的学位，适合申请生物领域的学位”。不知 QZ 是真不知道还是故意装傻、故意歪解。

反正，此后这又成了 QZ 整我的另一重要手段。此后的近两年时间里，QZ 经常给我们开会提及写论文，

而每当这时我就成了反面例子：QZ 会指着我说：“像你的论文就和题目无关，不能算数，无法毕业”。 

 

 
〈毕业、开除及开会〉 

 

  2005 年 6 月我要去微软亚洲研究院作实习生，需要 QZ 签字同意，一般这种情况下，QZ 都会卡

一卡，不会让你太顺利。但是，这也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因为半年前他就签字同意另一个同学去微软

实习，此外，QZ 曾得意地在我们面前吹牛说他认识微软亚洲研究院院长。而那天上午，QZ 又签字同意

了另一个同学去微软实习。下午，我去找 QZ 签字时照例被卡，后来再将时间由 6 个月改为 3 月后，他

才勉强签字。但是，大约一个月后，QZ 就反悔了。QZ 的言而无信，我们几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7 月份，就是李开复宣布跳槽的那几天，我们得到了一个很坏的消息：所有人一个月后去山东，因



为那个所谓的 863 项目要结题了。就这样，在我只安心在微软实习了一个月后，我们的日子一下子陷入

了无边的昏暗。一边是难得的实习机会和马上就要开始的求职，一边是一个垃圾项目，中间是一个霸气

十足的流氓，那几个月可是我最难熬的一段时间。 

 
  ＊＊＊＊＊＊＊＊＊＊＊＊＊＊＊＊＊＊＊ 

 
  故意装傻或者故意歪解是 QZ 惯用的手法之一，从那以后 QZ 就一直瞧不起微软亚洲研究院的学术

水平，一直认为我在微软的研究工作是打工赚钱，是荒废学业，然后就不能毕业。 

 

  8 月底，我已经办完了在微软的交接手续，等待出发去山东的命令了。然而被通知的出发日期先是

9 月 1 日，然后是 5 日，后来是 11 日，再后来关于去山东的事就再没有下文了，最后所谓的山东最终

还是没有去成，又一场闹剧而已。被 QZ 这样反复折腾，我们似乎已经习以为常了。 

 
  但是事情还没有完。虽然自那以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了所谓山东项目的消息，我们的生活暂

时也稍微平静了一些。但是，这种平静是没有任何保障的。QZ 随时可以给我们制造一些巨大的麻烦。

所以我们也无法有什么稍微长期一点的计划和安排。 

 
  曾几何时，在大约一年的时间里，QZ 每隔 1－2 个月就会召集我们开一次会。每次会议大致只有

两项内容，吹牛以及自我吹捧，然后就是对我们破口大骂、威胁、讹诈，最后就是指着我：“像你的论文

就和题目无关，不能算数，无法毕业”。每次开会时，QZ 一个人在那手舞足蹈地尽情表演，而我们一群

人则低着头窝在角落里，有时甚至会忍俊不禁，但却必须尽力憋着。可想而知，这样的会议当然是没有

任何意义的，因为会议本身并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内容，所以这样的会议大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只能持

续 5－10 分钟。 

 
  大约 11 月初，我们暂时的平静生活被一次会议给打破了。“现在还有谁在外面打工？”，我和其他

几个人怯生生地举了手。“给你们一周时间，马上回来。现在就开始写硕士论文，今年学术委员会要严格

审查你们的论文了，每个人马上给写个论文提纲，下周交给我”，（我们的论文答辩时候是第二年的 6

月，而后来那个所谓的提纲也没有了下文。在 QZ 的概念里，论文是“写”出来的，而不是“做”出来

的。），“上次谁谁谁在微软打工，论文和题目不相关，答辩就不通过”“人家教授一看，说这个工作我几

年前就看见过，怎么你又拿出来写，你的硕士论文只有最后一页是自己的内容，其他都是抄的”。QZ 很

重要的一个手段：把所有答辩中出现的问题和微软打工硬扯在一起，然后用一个不知是否存在的的微软

打工答辩不通过的案例，把所有在微软实习过的人一竿子打翻。最后的威胁和讹诈是最具 QZ 特色的：

“我只要写一个条子-„不宜培养‟，现在就可以开除你”。 

 

  ＊＊＊＊＊＊＊＊＊＊＊＊＊＊＊＊＊＊＊ 

 
  一个多月暂时平静的生活之后，12 中旬的那次会议算的上是惊心动魄。“所有人周五上午 9 点在办

公室开会，不得请假，不得以任何理由缺席”。会议是开门见山的：“你们还有很多人在外面打工的，不

要以为我不知道，我已经让业务办查清楚了，要知道业务办和所有这些公司都是有联系的，打个电话一

问，就什么都知道了”。“我已经给这些人办好开除手续了，这里再给这些人最后一次机会，回去给我发

邮件，要不然明天你就会接到业务办的邮件通知”，“尽快来找我，要让我找你就麻烦了”。“你们现在一

个一个说吧，不要等到明天了”......，就这样在强大的“政策”压力下，我坦白交代了所有的事实，“我正

在办交接手续...”，另外，还有几个同学也交代了，曾经或现在在公司实习的事实。会后，我再去找 QZ，

“想不想被开除？，本来我正在给你办手续了，但看到你的档案，考虑到你的父母，决定再给你一次机

会”。就这样，多亏了 QZ 的“仁慈心”，我被从开除的边缘挽救了回来。就这样经过十多天的交接，在

2005 年底，我的担惊受怕的实习生活终于结束了。 

 
  寒假后，3 月初的会议通知更像是军令：“所有人半个小时之内来我办公室开会”，当时是上午 8：

30 分。这次会议总共耗时 15 分钟，这其中包括我们在 QZ 办公室门外的等候的 10 分钟。这次 QZ 似

乎心情不错，竟然破例没有骂人，只是问了一下我们找工作的结果，然后得出结论，这几个人运气还不

错，碰上的。不像其他导师，会利用积累的关系去推荐介绍自己的学生。这种时候，QZ 从来不会动用

他自己所吹嘘的那些关系。当得知我们找的工作还好时，QZ 竟有些失望，并一再声称：“单位是看重你

们身上清华的标签，凭你们几个人根本找不到这样的工作”。 



 
  4 月中旬的会议大致是 QZ 在我们面前最后一次发泄了。大家照旧是蜷在角落里。“你们谁现在还在

外面打工，举个手”，当然没有人敢举手了，都装作没听见的样子。“不像有些老师，不让自己的学生答

辩。我先让你们都答辩吧，能推一把就推你们一把”，QZ 要再次证明他不是最坏的导师，而且多亏 QZ

的“一推”，我们才得以参加答辩。“你们先答辩吧，后面的帐咱们再仔细算。你们的评语里再仔细写，你

们做了什么都写进去。你们在我这里积得德，我最后都还给你”。“你们这些人，不一定都能毕业，要做

好一部分人答辩不通过的心理准备！”。“在山东的机器，你们自己掏钱给搬回来，必须在答辩前搬回来，

搬不回来不能答辩”。至此，为了 QZ 所谓 600 万的项目，学院配给我们的机器被 QZ 调动公车运到山

东，已经放了 2 年了，现在由我们自己掏钱搬回来。 

 
  后面的会议，由于都是和一起毕业的在职国税班的同学一起开的，QZ 客气多了，没有了那些威胁

和讹诈。我硕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被 QZ 来回十多次地要求修改，除了一次是因为题目不对几乎推倒

重写之外，其他主要就是斟酌标题和各章节标题的用词，然后我的答辩日期因此被推迟了大约一周。“平

时不用功，你说我让不让你答辩呢”，最后，QZ 极不情愿地勉强同意我参加答辩。然后，我就顺利地通

过答辩，顺利地通过论文审查。 

 
  ＊＊＊＊＊＊＊＊＊＊＊＊＊＊＊＊＊＊＊ 

  

 
〈...〉 

 
  QZ 那么热衷于开题、答辩、毕业，这只是一种控制学生、整学生的手段，而不是他本身兴趣所在。

而这种手段被 QZ 运用的炉火纯青。所谓的学术、项目，只是 QZ 冠冕堂皇的幌子，其真正的目的只在

于对学生不遗余力的压榨。那年国庆节前，当我们在山东为 10 月份的开题而着急时，从来从来没有人

关心过我们该怎么开题，开什么方向可以做出更好的学术成果，连我们国庆节之前能不能回北京都没有

人关心。而在我们稍微表现出不满时，QZ 立刻对我们的开题、答辩就关心起来了，甚至对我的论文更

是斟字酌句。为了一个徒有虚名的所谓 863 项目，QZ 宁愿让我们在山东的一个三流软件公司里做一年

乱七八糟的杂事，也不愿意我们在世界级的软件公司里做一个月真正的 research。 

 
  本来入学时还踌躇满志的我们，没过多久竟然就被置于毕业与不毕业，开除与不开除的边缘，而这

正是 QZ 控制学生的手段。得乖乖听我的，要不然就毕不了业，甚至会开除。而如果你真的乖乖按 QZ

的意思做，那你就会处于真正的毕业和不毕业的边缘了，或许 QZ 到时会拉你一把，然后 QZ 会得意的

说“看，你能毕业全靠我帮你”。或者，你真的不能毕业了，QZ 必然会毫不犹豫地倒打一耙：“看，平时

不够努力，没有毕业吧”。就这样，为了不落入 QZ 的死套，我们只好自立更生，和 QZ 斗智斗勇，自己

争取毕业（好在清华的整个学术环境还不错）。在 QZ 手下，我们的目标就是毕业，除此之外，不敢再

奢望更多。我们靠自己毕业了，QZ 还会说：“你们运气好，碰上的”。 

 
  “不怕你恨我，只要你怕我”，左边一个“毕业”，右边一个“开除”。这就是 QZ，那霸气十足的样子，

俨然清华就是他家开的，而我们就是他家的家奴。一个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暴发户！而且现在已经开始

宣称要争取当院士了。但是，QZ 能爬到现在现在这个位置，证明他也不是一介匹夫，还是有一定实力

的，但这实力却不是学术水平，而是玩弄权术、关系的手段和手腕。因此，QZ 也可算是一个奸雄。但

是，能让这样的人爬到这样的位置，证明我们当前的学术体制存在很大的问题。 

 

  无论如何，读研期间碰上这样的人，我们只能尽最大努力在现有的条件下做到最好，我们已经做了

最大的努力，我问心无愧！聪明的人，会从对手身上学到自己需要的东西来提高自己。所以，在这个奸

雄身上我们也学到了不少。害人之心不可有，防人之心不可无，在这个充满关系和权谋的社会里，至少

我们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不被伤害。 

 

  但是，归根结底，我还是要说：QZ 不是个好东西！ 

 

http://www.thss.tsinghua.edu.cn/faculty.asp?innerpage=prof&sub=qinzhen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