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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航向上的分流是社会发展的常态，
既受到社会对人才或人力资源选择的制约，
也由个体个性禀
赋差异所决定。个性差异并无高低优劣之分，
不同性格不同禀赋的人都有希望成就个人梦想。

从容走过高考这座
“分水岭”
□涂启智
2016 年全国统一高考今日正
式开始。今年全国高考报名考生
共 940 万人。教育部要求各级教育
行政部门和招生考试机构要以考
生为本，切实做好考试服务工作；
教育部特别提醒广大考生认真了
解并熟知《考生须知》，
提前做好各
项考前准备。
有关部门做好考试服务工作，
考生们做好考前准备，
是高考的必
要序曲，经过“十年寒窗”苦读，每
一位考生都希望发挥最佳状态、
交
出没有遗憾的答卷。只要莘莘学
子正常发挥，
高考结果应已在预料
之中。此时此刻，我想说的是，比
高考成绩更重要的是大家对于高
考成绩的认识，
以及高考之后学子
人生道路的选择取向。
考上大学固然可喜，
但没考上
大学也不用悲观，
更不能绝望。一
个人能否成才，
关键不在于是否上
大学，
而在于他的实际本领。高考
只是人生的一个重要时刻，
一座指

引莘莘学子奔向社会广阔天地的
育分流随之启动；美国教育分流从
分水岭，
而非任何终点线。走过高
高中阶段开始，
高中学校按照学生
考，一部分学生要上大学继续深
以前的学业成绩，
把他们编入不同
造，
另一部分学生将进入职业院校
的教学轨道，
轨道覆盖完全不同的
学习技能，
还有一部分同学可能提
课程，贯穿所有科目，最终把学生
前步入社会。这种教育航向上的
导向毕业后的不同走向。
分流是社会发展的常态。它既受
要让青年学子乃至全社会都
到社会对人才或人力资源选择的
能以平和心态看待教育分流与高
制约，
也由个体个性禀赋差异所决
考“分水岭”，还需要坚定不移推
定。个性差异并无高低优劣之分， 进社会公平制度改革。首先是推
如同花开千百种各有其美丽，
不同
进收入分配改革，让各行各业收
性格不同禀赋的人都有希望成就
入差距趋于合理，从根本上消除
个人梦想。将喜好钻研学问之人
人们通过高考“独木桥”挤“公考”
放到机械操作岗位上，
或让喜欢动 “独木桥”念头。其次从制度上激
手不爱手不释卷的人去搞学术研
励拥有一技之长以及干实业的人
究，都是严重的就业抑或择业错
们，使其收入地位丝毫不逊色于
位，
无论对个体还是于社会皆有害
仕途为官者；当人们不再削尖脑
无益。
袋钻营做官，而是普遍崇尚创新
高考让学子形成有序分流态
研究与干事创业，社会进步和民
势合乎情理。在适当时候实施普
族崛起就会拥有永不枯竭的源头
通教育与职业教育并行不悖的教
动力。当社会实现人尽其才、才
育分流制度，是国际教育通行做
尽其用，人们无论从事什么职业
法。新加坡学生在读完初级中学
收入与尊严都无忧虑，
莘莘学子从
后，
即根据学习能力不同而划分为
容淡定走过高考“分水岭”必然成
学术型、技能型两类人才，职业教
为普遍的现实。

画外有话

面对高考压力，你可以这样排除——
□钟文
心理学家发现，一个人的外
部行为（如肢体运动）可以改变一
个人的心境。比如当你遇到解不
开的烦恼时，
如果能主动走到熟人
多的地方去说笑、
去做体育运动，
你的烦恼很快就会得到减轻。高
考考生们可借鉴这个道理。如果
你感觉到高考的压力很大，
那么考
试前一定不要独处，
不要试图通过
自己的大脑寻找解决办法，
更不要
用加倍复习功课的方式进行排遣，
而是要走出教室或者家门，
约上几
个好友，
到郊外好好地疯玩一天，
或者去看一场惊险刺激的电影。
这样，
压力就会大大缓解了。

拍摄警察执法并非都妨碍执行公务
近日，
一个认证为
“平昌公安”
的微博说：
遇到警察执法，
请不要随意拍摄，
因为法律不允许！5月30日，
一段
“太原警
察打人”
的视频风靡网络。事情的真相是什么，
山西警方已有
结论公布，
但群众是否有权随意拍摄民警执法过程这个问题，
引发众多网友关注和质疑。
马涤明：因为拍摄警察执法和其他公务活动而引
发的抢手机、殴打事件越来越多，关于公民拍摄是否合
法、执法者是否有权阻止拍摄、是否有权检查没收手机
的质疑也越来越多。法律上确实有妨碍执行职务或妨
碍公务这一规定，但法律上对妨碍公务的定义是：以暴
力、威胁方法阻碍相关公职人员依法执行职务或履行
职责的行为。而拍照则完全不构成对执行职务行为的
任何阻碍，更不存在暴力和威胁的问题，执行职务行为
完全可以在拍照中正常进行，根本不妨碍警方执行公
务。
diming:“平昌公安”还引用《公安机关人民警察现
场制止违法犯罪行为操作规程》的规定：人民警察可以
根据警情需要，要求在场无关人员躲避。然而，
“警情”
亦不可以任意解释、扩大，比如警方和歹徒发生枪战
时，可以要求无关人员躲避，但一般处警根本没有必
要。
“ 躲避”不同于“回避”，是出于安全考虑，而不是禁
止监督。
“ 平昌公安”搬出一些似是而非的法律法规条
款，而对于宪法和法律关于保护公民监督、政府部门和
公职人员必须接受社会监督的原则和规定，则采用了
选择性失明，
真实的目的则是为拒绝监督而自我扩权。

家庭医生全覆盖别流于形式

“大学美容院”是对“读书无用论”的另类反击
“胸有书卷气自华”，
读书会让人变得更有内涵，
更有气质，而读大学的主要内容就是读书。

又到一年毕业季，
你还记得刚
入学时的青涩模样吗？6 月 2 日，
重
庆师范大学大四毕业生侯某在微
博上晒出一组照片，
她和两位室友
重走了一遍大一去过的地方，
并拍
下对比照。三人从大一到大四的
颜值变化火速引来围观，网友直
呼：
“大学是最好的美容院。
”
（据新
华网）
同一群女孩，
刚进入大学时的
照片和即将离开大学时的照片对
比，简直就是一出“丑小鸭变白天
鹅”的逆袭加励志故事，也难怪网
友惊呼大学才是最好的美容院
了。其实不只是女生，即便是男
生，
在进入大学后与即将离开大学
时，
在个人形象、
气质上，
也同样会
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会从“土
萌丑”
变成
“高酷帅”
。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原
因有很多，比如高中时忙于学习，
没空打扮修饰，而进了大学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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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聃：如同平昌警方在官微中所说，干涉警方正
常执法，甚至故意妨碍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国家安全工
作任务的拍摄行为，应当被禁止，但是，这并不等同于
公民不可以拍摄警方的执法行为。公民对于任何国家
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有提出批评和建议的权利，对于
其违法失职行为，有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既然
如此，拍摄“执法行为”不仅是公民的个体行为，也是实
施个人监督权的方式。法律上对此并无禁止，所谓“法
律不允许”根本无从谈起。

新闻观察

□苑广阔

大河微评

既有时间和精力在个人形象、着装
万富翁、
亿万富翁为主要目标。大
上有所追求了，
同时也慢慢培养起
学对一个人的塑造与改变，
既是全
了个人的审美观念，反映在外表
方位的，同时也是长期的，是可以
上，
自然就是更会穿衣打扮了。但
让人受益终生的，尤其是诸如眼
这只是表面原因，
“ 丑小鸭变白天
光、
心态、
素质、
价值观、
人生观、
世
鹅”的真正原因，在于大学对个人
界观等等这些无形的东西，
是金钱
从内到外地塑造，
而这也是大学所
所买不来的，
而这些东西又偏偏和
要实现的教育目的和宗旨之一。
一个人一生的幸福有着密不可分
最近几年来，
“ 读书无用论” 的联系，
会让一个人的一生更有价
在社会上沉渣泛起，很多人习惯
值和意义。
以工作挣钱多少、个人拥有多少
也正是这些内在因素对一个
财富来作为衡量一个人成功与否
人的影响，
才让刚迈进大学校门时
的标准，并且把那些学历很低，但
的“丑小鸭们”成了即将迈出大学
是财富很多的人当做是“读书无
校门时的
“白天鹅”
。我们常说
“胸
用论”的形象代言人。而相形之
有书卷气自华”，读书会让人变得
下，随着大学毕业生数量的增多、 更有内涵，更有气质，而读大学的
近几年的大学生普遍面临就业形
主要内容就是读书，
所以完全可以
势严峻，毕业起薪也不高的问题， 说读大学也会让人更有内涵，
更有
似乎让秉持“读书无用论”的人有
气质，
这种气质，
既是内在的，
也可
了更多的底气。
以是外在的。从这个角度来说，
但事实果真如此吗？以工资 “大学是最好的美容院”，是对“读
之高低衡量读大学是否有用，
本身
书无用论”的另类反击，可以充分
就有问题。因为大学在培养人才
地告诉我们，读大学不但有用，而
方面，
从来就不是以培养更多的千
且在很多方面都有用。

国务院医改办、
国家卫生计生委等6部门联合制定《关于
推进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的指导意见》6日正式公布。指导意
见提出，
到2020年，
力争将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扩大到全人群，
形成与居民长期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
基本实现家庭医生签
约服务制度的全覆盖。

张枫逸：在许多欧美国家，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家庭
医生。一般的头痛脑热，
先找家庭医生看，
病情严重时才
到医院就诊。相比之下，
国内家庭医生长期缺位，
使得人
们一有病就直接跑到大医院，
既浪费了宝贵的医疗资源，
又加剧了看病难、
看病贵现象。如今，
卫计委等部门印发
指导意见，
列出了
“2020 年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全覆盖”
的
时间表，
让人充满期待。作为百姓
“健康守门人”
，
家庭医
生制度的推广对于规范诊疗秩序、
改善就医环境、
方便群
众看病具有重要意义。
fengyi: 此前北京、上海等城市已经进行了多年的
试点探索。不过从试点情况来看，由于公众更信任城
市大医院，由于家庭医生队伍缺口巨大，由于家庭医生
大多不是家庭和医生自愿结合等原因，各地表面上在
计划期限内完成了家庭医生服务签约，但“签而不约”
现象比较突出。不少群众反映，不知道自己的家庭医
生是谁，也没有享受过相关服务，签不签一个样。可以
想见，随着家庭医生的全面推广，这方面的问题会愈发
凸显出来。但梦想必须照进现实，要真正使其发挥作
用，
绝不能让这件好事流于形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