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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学生实习

今日评论

学生实习需要制度保护
新闻及订报热线
0371-

□本报评论员 赵志疆

96211

11 月 8 日，河南工业大学
职业技术学院有同学向大河
报·大河客户端记者反映说，
他今年大三，学校要求该学院
200 多名学生参加校外实习，
他被强制安排在广州一家磨
具厂，每天工作 11 个小时，有
时还要上夜班。由于磨具厂化
学成分多，一些学生出现过敏
症状，身上起了许多红疙瘩。
他们向学校反映这一问题，但
学校却称，只能请假一天，不
实习不发毕业证。
（详见今日
本报 AⅠ·14 版）
实习，顾名思义就是在实
践中学习。其中，实践是辅助
手段，学习才是根本目的。作
为学生迈向社会的过渡阶段，
实习不仅意味着学以致用，检
验一下所学到的知识，而且可
以帮助学生对即将从事的职
业有更加全面深入的了解，准
备迎接即将到来的职场身份

依 托 纸 媒 ，大 河
报致力于以全媒体
矩阵为用户提供更
多资讯与服务，欢迎
扫描下方二维码参
与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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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变。实习有一个最基本的前
楚：顶岗实习是高等职业教育
提——专业对口，或者起码有
实践性教育的重要环节，是一
所关联。只有这样，才能学以
门学校与企业对接的必修课
致用，实现理论结合实践的人
程。既然是以“教育”为名开展
才培养方式。如果所学非所
的“课程”，为什么枉顾学生的
用，充其量不过是打零工，与
学习需要与身体状况，将学生
实习制度的初衷未免谬之远
全盘交给企业任意处置？针对
矣。
企业工作强度过大的质疑，学
不知道这些被安排在磨
校一面表示“这是企业根据生
具厂的学生，在学校学的是什
产的需要自主安排的”，一面
么专业。如果与专业无关，那
告诫学生“遵纪守法，戒骄戒
所谓实习，终不免只是一场校
躁，严格遵守企业的管理规
企合谋的利益绑架。即使这次
定 ”。这 实 在 令 人 啼 笑 皆 非
令他们心悸的实习经历与所
——即使学生“遵纪”，企业
学专业有关，其中存在的巨大 “守法”吗？难道实习就应该遵
瑕疵也显而易见。每天工作 11
循企业一切不合理的内部规
小时、一个月只能休息两天， 定？
这样的劳动强度已远远超出
实习过程中，学生被当作
了《劳动法》规定的范畴，涉嫌
廉价劳动力的事情时有发生，
违法。即使如此，学校依然坚
虽然屡遭口诛笔伐，但却总能
持“不实习就拿不到毕业证”， 一次次死灰复燃。由于职业教
擅自离岗的学生还因此受到
育普遍采取工学结合、校企合
了处分。
作的培养模式，因此，此类现
名为《关于给予××留校
象尤以职业教育院校为多发
察看处分的决定》写得很清
之地。各类学生实习变成廉价

劳动力的事件中，一个普遍存
在的现象是“强制实习”。实习
过程中，当学生连最基本的选
择权都没有的时候，无疑会置
身于一种危险的境地，因为伴
随着一纸格式合同，所有正当
劳动权益都可能被强制格式
化。
早在 2016 年，
教育部就通
报了多家组织学生顶岗实习
的职业学校，并要求按照《职
业学校学生实习管理规定》，
各地教育部门要始终保持治
理实习违规问题的高压态势。
今年 4 月，教育部再次强调禁
止强迫学生实习。发生在河南
工业大学职业技术学院的这
一幕，有待相关部门进一步调
查取证。以此为观照，避免学
生实习沦为廉价劳动力，仍需
完善法律法规、加强源头管
理，在此基础上，有必要明确
细化教育主管部门的监管职
责，畅通实习学生的利益诉求
表达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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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扶贫更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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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8 日，拼多多创始人
及 CEO 黄峥参加在乌镇举办
的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受
邀在“网络公益与扶贫：消除
饥饿与贫困”论坛发表主题演
讲。黄峥在演讲中介绍，过去
三年，拼多多平台已累计帮扶
139600 户建档立卡扶贫家庭，
产生超过 21 亿笔助农订单，
累
计销售 109 亿斤农产品，相关
交易总额达 510 亿元。
曾几何时，农村地区流行
一句脍炙人口的标语：要想
富，先修路。修路为什么能致
富？原因很简单，便捷的交通
能够及时将农产品带出田间
地头。现如今，多数农村地区
都不缺少公路，一些农村公路

的条件还很好，但贫困村依然
销，多劳能多得。传统批发销
制”——以当地土特产和特色
存在。究其原因，仅有路是远
售难以企及之处，新电商平台
农产品为资源，总有一种“拼”
远不够的，道路畅通只是为农
大有用武之地，通过“拼”的形
的方式可以选择。
产品输出提供了必要条件，如
式，能在短时间内聚集海量需
将贫困地区的农田与城
果缺少采购者，农户仍然只能
求，迅速消化掉大批量的当季
市写字楼、小区连接在一起，
徒呼奈何。
农产品，为农业突破分散化制
以“拼”助捐的可持续扶贫助
贫困地区大多地理条件
约，
给出了新的答案。
农机制大有用武之地。只有让
复杂，农产品种植难以上规
今年 2 月，
习总书记在
“打 “丰产丰收、多劳多得”成为可
模，因此只能走“小农”模式。 好精准脱贫攻坚战座谈会”上
以预期的幸福，才能最大限度
由于缺少规模效应，传统的批
强调：要“注重激发内生动力。 激发贫困地区的内生动力，使
发销售模式很难深入田间地
贫困群众既是脱贫攻坚的对
贫困群众成为脱贫致富的主
头，农产品滞销的事情因此不
象，
更是脱贫致富的主体”
。
体。新形势下推进现代农业规
时发生。对那些苦于寻找销路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
模化、集约化、专业化发展，既
的农民来说，丰收未必总是与
渔”的道理人人都懂，其实， 离不开宏观政策的指引，也离
喜悦联系在一起，更多的还是 “授人以渔”也应讲究因地制
不开负责任企业的积极参与。
一种
“幸福的烦恼”
。
宜，因为地区差异客观存在， 从这种意义上说，创新性的扶
诚如黄峥所说，电商企业 “渔”的方式和内容自然大相
贫产品多多益善，以“拼”助捐
参与扶贫工作，核心是利用互
径庭。就此而言，电商平台“拼
的电商平台大有可为。
联网的优势，解决农产品流通
农货”的意义不仅在于聚沙成
问题，让贫困地区有产就有
塔 ，同 时 也 能 实 现“ 私 人 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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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命教育 教导学生珍惜当下幸福生活
11 月 4 日，山东大学基础医学院的老师将生命教育课程开设到莲花山殡仪馆。
通过面对死亡，探讨生命，让学生们探索更为完整的人生意义。殡仪馆内有一条生命之路，学生们沿着生命之路，寻找生和
死之间，真正活着的意义。

荥阳市开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大检查
近日，荥阳市住建局安监站对荥阳
市在建工地开展了秋季安全生产大检
查活动。
荥阳市住建局安监站突击检查在
建施工工地。此次大检查的内容主要
有：深基坑、高支模、外脚手架等危险性
较大的分部分项工程的专项方案实施
及验收情况；塔吊、施工电梯等起重设
备是否登记使用备案；是否明确消防安
全责任人员和制定消防安全制度；施工
现场是否配备灭火器、消防水带等灭火
设 备 ；是 否 设 置 消 防 通 道、消 防 水 池
等。另外，对施工现场的扬尘污染防治
和文明施工也做出了重点要求，特别是

对施工现场裸露黄土、进出车辆的带泥
上路、建筑高层安全网标准悬挂、安全
标示标牌、施工现场材料堆放、责任区
的环境卫生等问题，都要求严格按照
《河南省建筑施工安全生产标准化实施
指南》整改落实。截至 11 月 7 日，检查
组共检查施工现场 35 处，查出安全隐
患 169 条。对于检查中发现的安全隐
患，荥阳市住建局安监站下发安全隐患
整改通知书，并要求施工单位定人定时
限期整改，整改完成经监理单位检查合
格后报荥阳市住建局安监站复查。
(荥阳市住建局安监站 王辉)

@Freda_Seo：很有意义，有些事情没看到没遇到，根本不会有切身体
会。如果人对死亡抱有敬畏感，
就不会有那么多作死的人和事了。
@飞扬非凡：
对待死亡的敬意犹如对待生的真诚。这种教育很重要，
敬畏
死亡才能更好地活着。
@厌学的家长：年轻时天不怕地不怕，初生牛犊不怕虎。这样一堂课，是
比语言更深刻的教育，
这样也能告诉学生们，
好好活着，
珍惜生命，
让孩子们知
道生与死的距离，
你不是孤独活在世上，
要珍爱自己。
@pupupu_hx：我们一直只讨论生，不面对死，这种教育的本质是好的。
记得之前语文老师和我们说过，
“一个人如果觉得生活很不如意的时候，可以
去医院、
殡仪馆看看，
那时候会觉得只要活着一切都有可能”
。

（大河客户端实习编辑 王娇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