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创业教育、资金援助、政策扶持等不仅给大学生提供了一个机遇，更为他们打造
了一个放飞梦想的平台。以此为依托，希望大学生能培养就业理性，释放创业激情，
在实现个人价值的同时为社会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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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教育化解创业难题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国务院办公厅日前印发《关
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
革的实施意见》，从高校教学改
革、创业指导服务、创新创业资金
支持和政策保障体系建设等多个
层面，对大学生创新创业予以公
共服务支持。其中明确要求，“面
向全体学生开发开设研究方法、
学科前沿、创业基础、就业创业指
导等方面的必修课和选修课，课
程要纳入学分管理。”

每逢大学生毕业季，就业都
是一个热门的话题。实际上，在
理性就业之外，激情创业更加重
要，毕竟，创业才是就业之源。就
业与创业虽然只是一字之差，但
却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就业是被
动的适应，而创业则是主动的创
造，这种创造力，正是推动经济社
会快速发展的重要因素。国办此
次要求各高校为参与创新创业的
学生提供便利，不仅可以减轻社
会的就业压力，更为重要的是，能
够大大激发年轻人的想象力和创
造力，从而为整个社会注入新的
活力。

在公务员考试不断升温的过
程中，不仅显示出大学生对稳定
职业的向往，以及对就业压力的
逃避，同时也暴露出大学生创业
理想与激情的泯灭。鼓励高校创
新创业教育改革，为大学生自主

创业提供便利，显然有利于扭转
这种局面。对于怀揣创业梦想的
大学生来说，不仅需要激情与创
意，同时也离不开制度的支持。

“创客”正在成为创新时代的热
词，而大学生更是一支蓬勃生长
的创新创业生力军。据有关部门
粗略统计，现在每年有700万左
右高校毕业生，其中，自主创业人
员占总量的2%左右，再加上往届
毕业生创业者，每年大学生创业
群体约２０万人。在此背景下，
如何解决大学生“创客”的后顾之
忧，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2014年起，为引导扶持更多
大学生创新创业，人社部、发改
委、教育部、科技部等九部门启动
实施“大学生创业引领计划”，各
部门、各级政府应制定简化创业
手续、降低创业门槛、享受优惠政
策的具体办法，使好的政策便于
执行、执行到位。今年2月，工信
部发布的《2015年扶助小微企业
专项行动实施方案》指出，将更加
注重改革创新、转变职能、改善服
务，助力小微企业激发创业创新
活力。包括此次高校建立弹性学
制，诸多蕴含真金白银的制度利
好，都在为年轻的创业者提供可
靠保障。

对于高校来说，提升大学生
就业创业的能力已成为一项硬性

考核指标——意见指出，教育部
门要把创新创业教育质量作为衡
量办学水平、考核领导班子的重
要指标。同时，把创新创业教育
相关情况列入本科、高职高专、研
究生教学质量年度报告和毕业生
就业质量年度报告重点内容，接
受社会监督。毋庸讳言，由于以
往创业教育效果不佳，大学生普
遍创业意识淡薄，不少学生甚至
曲解了创业的概念。中南财经政
法大学创业学院曾向1.2万名学
生发放调查问卷，针对“你认为什
么是创业，什么是创业教育”这一
问题，80%的学生回答“创业就是
做生意，创业教育就是让老师教
我怎么赚钱”。强化创业教育，不
仅是为有实力有想法的大学生提
供帮助，更是旨在增加学校创业
教育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从而启
迪更多的大学生参与创新。

青年人充满激情的想象与不
惧失败的勇气，是编织未来希望
的原材料和主动力。身处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公共服务的
作用日益突出。创业教育、资金
援助、政策扶持等不仅给大学生
提供了一个机遇，更为他们打造
了一个放飞梦想的平台。以此为
依托，希望大学生能培养就业理
性，释放创业激情，在实现个人价
值的同时贡献社会力量。

医院残害年轻女患者令人震惊
□本报评论员 岳建国

近日一则《投诉商丘妇科医
院小病大治 恶意敲诈女大学生1
万多元》的帖子在网络、微博及微
信上热传。无独有偶，13日，商丘
师范学院大一女生向本报爆料，
称自己也被该院坑了。原本只想
做个常规妇科检查的她，却被医
生又劝又吓，接二连三做了3次
手术，花费7000多元。对此治疗
和收费，商丘市其他医院的医生
都表示惊叹，说“正规医院极少给
患者抽积液，他也没听说过‘海谱
尔斯’、‘水疗排毒’这些东西。（详
见今日本报A11版）

民营医院处于不公平竞争状
态，经营难、效益不好是事实，但
越是这样，越要靠最热情、负责的
态度、最诚信的服务、最高超的医
疗技术和最优惠的价格去赢得患
者的信任。可作为民营医院的商
丘妇科医院却不是这样，他们采
用没病留医、小病大治、漫天要价
等手段敲诈年轻女患者的行为实
在令人震惊。

从报道中看，这家医院对女
患者采用了如下策略——

一是承诺低价，引人上钩。
如他们的宣传册上写着“月经不
调检查18元，妇科炎症检查18
元”等宣传语，让缺乏健康知识、
没有很多钱、对妇科病羞于张扬
的年轻女性自投罗网。

二是有病没病都留下治疗。
如女患者一到那里，彩超、阴道
镜、尿检等检查一个不落，然后是
开刀、理疗，手术一动就是三四
个。

三是撒下弥天大谎，欺骗患

者。如没有盆腔积液说成盆腔积
液过多，甚至胡乱编造出“海谱尓
斯”等假病名或假手术名。

四是百般恐吓。比如动辄告
诉年轻女患者“不做这个手术将
来不会生育，就算怀上也保不住
胎儿，以后要是有啥事，你后果自
负”等，逼迫患者就范。

五是恐吓不起作用时，就自
作主张使用麻药，在家属没有签
字的情况下，趁患者神志不太清
楚时让其签字同意做手术。

六是无休无止、永不放手。
比如患者离开医院时丢下狠话：

“如果明天不来复查，后果自负”。
这样的医院和医生，简直是

对白衣天使、救死扶伤这些美丽
神圣的词汇的侮辱。对于这样的
医生，不能止于吊销其行医执照，
国家要建立医疗从业者黑名单制
度，让这样的所谓医生几年甚至
终身都不得从事医生这种职业。

我们也有必要对这几位女患
者提出批评，虽然你们年轻，但也是
成年人了，已经接受十年以上的学
校教育了，怎能连如此简单的健康
知识和医学常识都没有掌握？怎
么连如此露骨和低级的骗局就分
辨不清？医生把自己的病说得那
么严重，如何治疗，怎能不和家长或
者陪同你一起去的朋友商量一下？
怎么不换个医院复查证实一下？
医生让你接二连三做手术，你自己
已经有所怀疑并进行了制止，但怎
么如此懦弱，在医生的软硬兼施面
前没有勇气坚决说不？当幼稚遭
遇无耻，怎么不出问题？

出了如此痛心的问题，女孩
子的家长也有责任，其上过的学
校也有责任，他们平时在妇科卫
生、学生自我保护、预防上当受骗
这些方面，对孩子关心、教育做得
太少。这些，也应该引起全社会
的思考。

保送生造假，依然是拼爹

□王石川

旨在为优秀学生提供免
试入读重点大学的保送生制
度，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
频频曝出徇私舞弊、弄虚作
假的案例。南方一所高校相
关领导向记者透露，该校梳
理总结10年保送生情况时发
现，绝大多数保送生为厅局
级领导干部的子女；在中部
某省的 2014 年保送生中，几
名厅级领导干部的孩子赫然
在列；广东一名落马副省级
干部子女被曝凭借造假获得
重点大学的保送资格……
（据《人民日报》）

其实，保送生是不是厅
官子女，并非最关键。只要
够格，省部级官员的子女也
有权利保送。这些厅官子女
之所以被质疑，正在于他们
利用手中权力弄虚作假。

如何更好地遏制保送生
造假？应加大惩处力度。早
在2007年，教育部就表示，提
供虚假身份证明和获奖材料
取得保送资格的学生一经发
现并查实，将被取消保送资
格和参加高考资格，已经进
入高校学习的将被取消学
籍。而弄虚作假的中学也将
视情节轻重给予处理。不知
道这几年，教育部的承诺兑

现了没有？
但就报道而言，在权力

的长袖善舞之下，有的保送
生进入名校后被发现名不副
实，也往往逃避惩罚，原因就
是其家长利用关系和金钱摆
平。比如一名高校招生办负
责人说，有时明知这些保送生
就是官宦子弟，资质平平，根
本考不上重点院校，但是有人
多次打招呼，并称以保送名额
换科研经费投入，高校最终也
会放水。高校做出这种交易，
也是腐败，必须依法严惩。

最需处理的是造假保送
生的家长。他们掌握一定的
权位，本应该以身作则，做守
法典范，但为了子女前程胡
作非为，涉嫌违法违纪，岂可
放过？其实，保送生有没有
真本事，高校一检测便知，很
容易发现。

不能让保送生制度成为
官员子女的绿色通道，更不能
让腐败污染了保送生制度。
这项制度该不该取消或者如
何改革，需要全社会讨论。但
既然目前保送生制度仍然存
在，就有理由捍卫它的公正，
提高弄虚作假的违法成本。
打蛇打七寸，要对那些操弄的
官员严肃处理，如果造假，不
仅孩子前程毁了，自己的仕途
也完了，还会造假吗？

“处罚书上签脏话”不应顶格处罚

□张贵峰

深圳驾驶员包某最近因
在驾驶室悬挂放置妨碍驾驶
人视线物品，被交警罚款 50
元。但在处罚决定书上签
名时，包某并没有签上自己
的名字，而是签上了“操”和

“操你妈”等脏话。包某因
涉嫌侮辱交通警察，拒绝、
阻碍交通警察依法执行职
务，拟被行政拘留10天。包
某表示，自己签名时写脏话
确实不对，但交警执法也不
合理，将保留诉诸法律的权
利。（据《南方都市报》）

包某的这种行为涉嫌
构成了对警察和法律的侮
辱，应当依法予以必要的惩
戒。依据《警察法》，“拒绝
或者阻碍人民警察依法执
行职务，公然侮辱正在执行
职务的人民警察的，给予治
安管理处罚”。

不过，若全面回顾事件
的整个过程，警察的相关执
法行为也有可议之处。如对
包某处以“行政拘留10天”是
否处罚过重？依据《治安管理
处罚法》，“阻碍国家机关工作
人员依法执行职务的，处警告
或者二百元以下罚款；情节严
重的，处五日以上十日以下拘
留，可以并处五百元以下罚
款”。这意味着，“行政拘留
10 天”是属于“顶格”处罚。
但是，包某就是一个写脏话行
为，这样的处罚标准，是否与

其违法行为的性质、情节足
够相称？依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治安管理处罚必须
以事实为依据，与违反治安
管理行为的性质、情节以及
社会危害程度相当。”

包某还说：“一开始因为
吸烟被拦下，因为态度不好
又说我车内违规挂东西，我就
挂了一个小玩偶，并不会影响
视线”，如果他的说法属实，那
么这一执法也有瑕疵。其一，

“态度不好”并不应成为交警
执法甚至加重处罚的理由，如

《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规定，“当事人对公安机关交
通管理部门及其交通警察的
处罚有权进行陈述和申辩，交
通警察应当充分听取当事人
的陈述和申辩，不得因当事人
陈述、申辩而加重其处罚”。
其二，对于在驾驶室挂小玩偶
这样轻微违规行为“罚款 50
元”，也有处罚过重之嫌。依
据《道路交通安全法》，“对于
情节轻微，未影响道路通行
的，指出违法行为，给予口头
警告后放行”。

面对警察执法，公民无
疑有积极配合的义务，但同
时，警察同样也必须严格规
范公正文明执法、依法执法，
同样不可“任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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