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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评论

关键词 感恩父母

感恩我们的父亲、母亲，不是为了温暖自己，更不是为了取悦他人，需要的是将这
种精神慰藉直接传递给我们所感恩的人。
“母亲节”和“父亲节”只是我们感恩父母的开
始，决不能因此意味着全部。 （详细报道见今日本报 AⅠ·04、05 版）

亲恩莫要止于默念

6 月 17 日，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发布通报称，据统
计，近三年来全国共在斑马线上发生机动车与行人的
交通事故 1.4 万起，造成 3898 人死亡。从造成事故原
因分析，
主要是由于交通参与者交通安全意识淡薄，
违
反法律法规通行导致的。具体而言，一个是机动车行
经斑马线未按规定让行，
另一个是行人闯红灯。

斑马线是互相礼让的地方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
“父
亲”
是一个提到就会感觉温暖的称
呼。昨天是
“父亲节”
，
这个起源于
美国、
现已广泛流传于世界各地的
节日，
寄托着人们对父爱的无尽赞
颂与感念。我们身边，
无数人用各
种方式向自己父亲表示感恩。
这是令人愁肠百结的感悟
——
“你养我小，我养你老。是多
么幸福的事情！现在你已经老
去！我不能为你养老！还要你为
我养小！父亲你辛苦了！愿天下
所有的父母身体健康！”意外瘫痪
在床的高斌，在病房里更新了自
己的微信朋友圈。这是令人潸然
泪下的祝福——
“爸爸你最爱说
谎，你答应我的事情从（来）做不
到……”郑州公交二公司四车队
28 路车长李宁，收到了 7 岁儿子写
给他的一封信，一直被车队同事
称为“硬汉”的李宁，看完信后忍
不住落泪。相比之下，这是温情
满满的体验——郑州南阳路与群
办路交叉口，80 后孙建超站在路
口疏导交通，和他搭伴的是上小
学三年级的女儿孙思雅。
“父亲
节”前一天，像孙建超、孙思雅这
样的“父女兵”，仅南阳路和群办
路两条路上就有 7 对，成为郑州街
头一道靓丽的风景线。
提起父爱，
人们惯常使用的是
“父爱如山”
。所谓
“仁者乐山”
，
山

观点圆桌

不仅有伟岸的身姿，
同时有坚毅的
品格，
其无忧无惧、
不悲不喜，
淡定
从容地面对风霜雨雪、沧海桑田。
这一切，
不失为对
“父亲”
一词最好
的总结。少不更事时，
父亲像大山
一样张开宽广的臂膀，
为我们撑起
一方自由成长的乐土；长大成人
后，父亲依然像大山一样岿然不
动，
随时准备成为我们最坚实的后
盾。也许是因为山的身姿过于伟
岸，习惯于仰视的我们不免有“不
识庐山真面目”之惑，乃至于总是
在挣脱山的怀抱之后，
才能在远远
眺望中发现山的另一种美，
并情不
自禁为之赞叹不已。我想，
这大概
是不少人对待父亲的态度——朝
夕相处的时光，
未必觉得每天都其
乐融融，远隔千山万水之后，才发
现曾经的分分秒秒都是最温馨的
记忆。
传统的中国艺术作品讲究
“留白”，这一极具中国美学特征
的表现方式，也不可避免地浸淫
于我们的精神世界，其中尤以亲
情交往为甚。于长辈来说，讲究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于晚辈而
言，遵循“大恩不言谢”。因为不
言亲恩，构成了我们含蓄的国民
性格，生活中固然留下许多只可
意会的美妙意境，却也因此平添
了些许难以弥补的遗憾——多少
弥留之际的老人苦苦支撑，只为

了等到远道而来的子女，多少人
再 听 一 句“ 爸 爸 ”这 样 的 小 小 心
愿，最终却饮恨难偿。
“ 子欲养而
亲不待”的人生憾事，并非特指物
质层面，
精神赡养何尝不是如此？
朱自清的《背影》一文脍炙人
口，其中感人至深的莫过于那个
蹒跚的背影。虽然自始至终没有
谈及感恩父爱，但浓浓爱意足以
力透纸背。作为最广泛的创作题
材之一，关于父爱的文学作品不
胜枚举，不仅名师大家可以感人
至深，名不见经传者同样足以令
人触景生情。究其原因，真挚的
感情往往比文字技巧更能打动人
心。每一个饱蘸深情的文字，都
是一个拨动人们心弦的音符，以
此而论，每个人都可以成为最优
秀的作者。面对“父亲节”林林总
总的暖文，值得扪心自问的是，我
们是否当面向至亲袒露心扉？
“ 母 亲 节 ”歌 颂 母 亲 ，
“父亲
节”赞美父亲，这种形式本身固然
没错，但在一时喧嚣过后，这种温
暖的表述方式是否还能得以延
续？感恩我们的父亲、母亲，不是
为了温暖自己，更不是为了取悦
他人，需要的是将这种精神慰藉
直接传递给我们所感恩的人。从
这种意义上说，
“母亲节”和“父亲
节”只是我们感恩父母的开始，决
不能因此意味着全部。

祝建波：让司机做到“礼
让斑马线”，除了要提高司机
的文明开车意识，还要有相
应的惩罚。对车辆在斑马线
前不按规定让行的，必须通
过严厉的执法并顶格处罚，
才能让司机有所触动，才能
真正治理好这一道路交通安

全领域的顽疾。
当然，行人也需要学会
敬畏斑马线，社会成员的和
解，从来就不能依靠单方面
的退让而成。也就是说，
“斑
马线”是互相礼让的地方，只
有这样，才能成为“行人的生
命线”
。

现如今，很多人家里都装有智能摄像头。下载一
个相关联的应用程序，可以随时用手机看看家里的情
况。但近日央视记者发现，网上相关聊天群的内容绝
大多数有关家庭摄像隐私，时不时会放出一些号称他
人家庭摄像头拍下的画面。有人声称一些扫描软件能
够攻破摄像头的 IP 地址。

安防能力应跟上科技应用速度
侯坤：现实中绝大多数
家庭智能产品的生产者只对
产品本身负责，对其网络安
全风险防范往往不予重视，
间接纵容了各类安全风险隐
患的滋生。
在家庭摄像头等家庭智
能产品的应用中，很多人都
没有升级密码或加装安全软
件的习惯，疏忽大意给了不
法之徒可乘之机，个人隐私
及财产安全都容易陷入风

险。对此，广大用户应从安
全使用角度避免安全风险。
归根结底，大量家庭摄
像头遭入侵，反映出当前智
能产品的安全技术尚存不
足，以及家庭网络安全意识
仍有欠缺。对此，监管部门、
生产厂商、用户应当共同努
力，通过安全技术与安全意
识的不断完善提升，使高科
技智能产品的安全防范能力
跟上其发展应用速度。

解读双创密码，探秘创新人才孵化基地
黄河科技学院独特的“双创”品牌
□记者 樊雪婧 通讯员 王军胜 文图

核心提示┃“创时代”之际，中
原沃土之上，黄河科技学院紧紧抓
住“双创”政策机遇，领跑“双创”新
航程，在这里，学子们一路乘风破
浪，
成长为时代所需的双创型人才。
黄河科技学院接连将全国首批
众创空间、全国大学生创业示范园、
全国创新创业典型经验高校、河南
省大学生创业示范基地、河南省首
批高校双创基地等荣誉收入囊中，
形成独特的双创品牌，而品牌的背
后，正是这一人才孵化基地所破解
的双创密码。

造梦空间

照进现实

创客工厂外景

好平台孵化学子创新梦想

“想人所不敢想，做人之不
敢做，才能成人之所不能。”这句
励志语正是黄河科技学院现实
的写照。在这里，关于创新的佳
绩，不计其数，仅机械工程学院
2017 届毕业生获发明专利的就
有 150 人次以上。
其中，2013 级电气专业学
生王永帅大学四年斩获十四项专
利火爆朋友圈。王永帅告诉记
者，在妈妈眼里，他是个“把家里
东西都拆完的小孩”
，
而考上大学
后，
他的发明梦开始一路远航。
好的创意要有阳光才能结
出果实，在黄河科技学院，阳光
普照在每一个有梦想的学子身
上。为了给像王永帅这样的“创

新 达 人 ”提 供 更 多 的“ 造 梦 空
校与华为等一批龙头企业共建
间 ”，黄 河 科 技 学 院 “ 五 轴 联
行业学院，与宇通重工联合申报
动”，建设校内实验室和实验中
的“黄河科技学院、郑州宇通重
心、校内实验实训基地、校外企
工有限公司工程实践教育中心”
业实习实训基地、学校与企业合
获批国家级大学生校外实践教
办 公 司、建 立 职 业 技 能 鉴 定 所
育基地，校企共建“黄河科技学
等，形成了融教学、科研、实习实
院物流研究所”
“ 太阳能应用技
训、职业技能鉴定等为一体的创
术工程研究中心”等研发中心，
新创业实践教学平台。
积极推进人才培养过程对接生
目前，黄河科技学院共建成
产实践。
实训基地 15 个；校外实训基地
好平台上，创意的火花不断
316 个 ；各 科 类 实 验（实 训）室
迸发：
“物联家居智能监控插座”
110 个，实验分室 288 个。学校 “智能开门机”
“桌面 3D 打印机”
的“河南省纳米复合材料与应用
等学生创客作品先后诞生，其中
重点实验室”获批省级重点实验
机械创新创客团队研发的“一秒
室，实现了全省民办高校省级重
快速折叠电动滑板车”获得 4 项
点实验室建设的历史性突破；学
国家专利。

全链条铸就学子创业佳绩

双创型人才的培养，离不
意萌发到实战练兵，学校都给
开双创平台的举与托。
予最大的帮助。
“ 学生入校后，
黄河科技学院毕业生、
“哈
通过阶梯式创新创业课程体
佛小子”赵杰正在和创业团队
系、创客训练营等贴合实战的
进行攻坚战，针对自闭症儿童 ‘双创’课程及训练，将创新创
制作公益治疗项目，有望获得
业的种子根植于学生心田；同
联合国世界青年卓越贡献奖。 时，学校还将学科竞赛、专业竞
2015 年，赵杰被哈佛大学录取
赛、创业大赛作为‘练兵场’，让
后选择休学创业，如今，他不仅
学生动手能力进一步提升。在
拿到 1300 万元的徐小平真格基
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电
金投资，还带团队走上国际舞
子设计大赛等学科竞赛中获得
台。
省级以上奖励 5300 余项，其中
为帮助赵杰这样的校园创
全国级奖励就有 1200 项。”
客把梦想变为现实，学院建成
金点子想要变成金饭碗，
了 创 客 工 厂、众 创 空 间、孵 化 “创业导师”必不可少，作为全
器、加速器、人才公寓及配套设
省唯一获得授权的创业咨询师
施等功能区，形成“创意—创新
认证点，学校聘请北极光创投
—创业—产业”全链条孵化载
创始人、董事总经理邓锋等数
体。经过培育孵化，一批中小
十位知名企业家担任创业导
企业脱颖而出，目前，已入驻企
师，同时选聘优秀校友企业家
业和创业团队 130 个，在孵小
对学生进行指导。众筹网高级
微 企 业 45 家 ，已 毕 业 企 业 15
合伙人张栋伟创办了“黄科三
个，
其中国家高新技术企业3个。 众创业服务有限公司”，为校内
其中，毕业生李威创办的
外 300 余个创业项目提供咨询
“飞轮威尔”实业有限公司正是
指导，
目前正对33个学生创业项
平台孵化的给力之作。从在课
目指导；
学校从2011年起设立的
堂上萌生设计一款可随身携带 “大学生创新创业实践训练计划”
的代步工具的“金点子”，到在
项目，
已先后立项建设 378 个项
母校支持下发展成为一家产品
目，
参与学生近1900人。
出口 50 多个国家、产值近亿元
创业大赛、创业讲堂、创业
的高科技公司，李威的成功绝
沙龙……创新创业的潮流正在
非一夕而就。
黄河科技学院的校园里涌动，
创业导师蒋华勤透露秘
一批有激情、有活力、有闯劲的
密：除了平台全链条孵化，从创
创新创业生力军正在成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