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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岁的大学生莫向松为筹集治疗白血病
的巨额费用，和14名同学带着标志牌和玫瑰在
成都市武侯区希望大厦外下跪，向希望集团董
事长借款100万元治病，引起了社会关注和网
上争议。（见7月3日《新京报》）

看到这则新闻，不由想起了“史上最牛乞
丐”夏海波，因风湿性关节炎休学，在外流浪乞
讨。乞讨途中他坚持写博客，学英文，撰写了
《乞丐日记》、《爱在人间》两本书，在好心人帮
助下出版《乞丐日记》后，他结束乞讨生活，卖
书为生。

两起事件中的主人公都有类似“乞讨”的

经历，不同的是莫向松的行为引起人们质疑，
而夏海波则得到了大家的尊重与好评。从某
种程度上说，“借款100万元”与“帮助出书”都
属于对乞讨者的慈善行为，体现着社会的人文
关怀，但前者多了些“道德负担”，后者则是出
于人们自愿。

在“跪求借款”事件中，莫向松的不幸遭遇
当然值得同情，但是他寻求“慈善”的方式有待
商榷。莫向松表示“此举只为获得救助，活下
去”，听起来似乎无可厚非。可是，想获得帮助
是否就有必要采取下跪这种“不太尊严”的方
式？又何必在公众场合，吸引大家关注？也许
在求助者看来，一边是“不差钱”的集团董事
长，一边是急需钱救命的“患者”，人们情感的

天平很容易倒向了后者，这种“方式”更容易达
到获得救助的目的。至少，引起了社会关注，
不会产生太坏的影响。

但是，自愿是慈善的前提，再合理的诉求
也需要通过合理的方式表达。高调公开的慈
善策划，与道德捆绑的求助活动，也许在短时
间能起到放大爱心、扩大关注的效果，成功于
一时，但是伤害的却是慈善事业的基础。试
想，那位董事长如果不借款，是否就贴上了“为
富不仁”的标签？如果借了款，其他需要帮助
的人群起效仿，是否会给公司正常运作秩序带
来影响？不理性的“寻善”活动，终将阻碍行善
的步伐。

如今，慈善观念已深入人心，越来越多

的个人、企业都投入到了慈善事业之中，健
康的慈善环境对慈善事业的可持续发展也
愈加重要。现代慈善理念、行善积德的氛
围、大批慈善家、慈善捐赠平台是慈善事业
发展不可或缺的元素，是慈善走上良性轨道
的坚强支撑。这既需要慈善方的责任、热
情，也需要受助者的真诚、冷静，还需要社会
的宽容与理性。

此外，还应该明确：慈善只是社会救助体
系的一部分。既要促进慈善事业发展，更要完
善医疗保障制度，让类似莫向松的弱势群体在
遭受重大病故时，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助，这
样才能避免“下跪救助”的尴尬和如此强烈的
社会反应。⑧6

50人有 50条狗，有病狗。只能观察其他
人的狗，只有主人才能打死狗。不能交流，不
能通知狗的主人。如果推断出自家狗是病
狗，就要枪毙，只能枪毙自家狗。第一天没有
枪声，第二天有一阵枪声。请问有几只病狗？

看到这里，很多人可能要犯晕了。但这
可不是什么脑筋急转弯的题目，而是郑州一
道小升初的试题。很多网友看了题之后，无
奈感叹：狗没病，我病了。

最近几年，不管是学校平时的测验考试，
还是中考高考，都会出现一些在考生和网友
看来很另类、很“奇葩”的题目。尤其是大学
自主招生考试，更成了各种“奇葩题”的高产
区，比如2013年国内高校自主招生考试中，就
出现了给“北京雾锁车迷路”对出下联，以及
用“北大、清华、高考、状元”四个关键词编一
个笑话的考试题目。

这些“奇葩题”乍看上去让人无所适从，
不知如何下手，但是仔细分析起来就会发现，
其实“奇葩题”的背后更是“素质题”，考察的
是考生对当前国家大事，时事热点的关注程
度，以及突破常规思考问题的能力。换句话
说，“奇葩题”不但不“奇葩”，而且体现了出题
者引导素质教育，避免学生脱离现实，死记硬
背书本知识的良苦用心。后来这些“奇葩题”
经过广泛的讨论之后，也都得到了网友和公
众的理解与肯定。

但就事论事，就这道小升初考试中出现

的“病狗神题”，却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许
多人感叹现在的小学生真是不容易。就这
道题目本身来说，如果有小学生真想现场把
它解答出来，那恐怕其他试题都不用做了，
只忙活这一道题，考试时间就用完了。最要
命的是，你把所有的考试时间都用在这道题
上，最后还不一定能够解答出来，因为它实
在是太难了，完全超出了小学生的理解能
力、逻辑思维能力和计算能力。

有不甘心被难倒的网友上网检索这道“病
狗神题”，发现它竟然是某年美国微软公司的

面试题。这意味着什么？出题者，是拿微软公
司考察那些具有高学历，高素质，具有超强数
学和电脑知识背景的成年人精英的题目，来考
察我们的小学生。试问，这不就等于是把一个
幼儿园的孩子送去参加高考吗？在这些能把
孩子难哭的试题面前，除了会挫伤孩子们的自
信心，实在想不出什么积极意义来。

“病狗神题”和素质教育无关，和知识的
储备、解决问题的能力也无关，个人感觉就是
对小学生们的一种刁难，但愿以后这类神题
还是不出为好。⑧6

病狗神题
平定安史之乱，郭子

仪被封汾阳郡王，赫赫王
府建在京都，雕梁画栋，美
轮美奂。可郭子仪却不会

享受朝廷给予的尊荣，竟然敞开大门，任人出
入，以至于王爷的老婆、闺女，洗脸化妆，都被来
来往往的将吏仆役看得清清楚楚。郭家子孙受
不了，一块哭谏：“王爷咋能这样不自重呢？”郭
子仪笑着说：“你们知道个啥？筑起高墙、关紧
门户，一旦有人编造谣言，捏造罪名，到那时，咱
家九族都会化为齑粉；四门洞开，即使有人想毁
谤，也无可乘之机。”

这个故事足证郭子仪英明。不过，郭子仪
对敞开大门的作用，看得还是小了。公开个人
生活，不仅能杜绝谣言，又让郭子仪与军兵更贴
心，还促使郭家子孙克绍箕裘，坦荡做人。

在封建社会，功高震主、异性封王者几乎都
不得善终，而郭子仪生前载誉、寿逾八十，死后哀
荣、青史留名，不能不说与其公开个人生活有关。

如今制度化地推行政务公开，其功效远非
郭子仪单个人的行为可比。公开，保障公众知
情、参与、表达、监督的权利，强化了对权力的监
督制衡，遏制权力失控、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
密切了群众与政府的关系，为突破诸多领域改
革瓶颈打下基础，推进了制度的自我完善。

从2011年出台《关于深化政务公开加强政
务服务的意见》，到十八届三中全会要求“实施全
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从中央各部门连
续四年公布预算，到最近全国人大拟修法细化预
算公开，政务公开将越来越扎实广泛。⑧6

（吕志雄）

敞开大门
好处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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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自行车能走多远？
“咦，这么多新自行车啊。”6月30日，许昌市建安大道，路

边一排崭新的绿色自行车，吸引着路人的目光。据悉，这些自
行车，是许昌市为改善市民出行条件，解决公交换乘“最后一公
里”问题，新推出的公共自行车。（见7月2日《大河报》）

作为一项便民措施，相较于公交、地铁等城市交通设施的
投入，公共自行车投入较少，可它带来的社会效益、环境效益，
实难估量。但是，要把好事做好，还需要多下功夫。譬如说，项
目一开始就市场化了，骑上一两个小时就得花好几块钱，这民
众咋能接受呢？公共自行车的“生命力”在于“公益性”，“2小
时以上3小时以内收费2元，3小时以上按5元收费”，租赁费也
太高了。许昌的城市框架不算大，花上5元租赁自行车，还不
如打的方便、快捷。假如需要经常租赁自行车，买一辆多方便，
还省钱。另外，租赁自行车，不但要交纳保证金，还要持身份
证、户口簿，这手续是不是可以再简化点儿？政府鼓励公众低
碳出行，就得拿出诚意来。否则，就是自行车上路了，也注定骑
不远。⑧6 （刘英团）

教师口头禅里品温情
近日，微博上“老师口头禅”的话题迅速蹿红，不少网友跟

帖吐槽自己学生时代经历的老师口头禅，重庆网友@包子我是
菜菜还专门列出了老师的口头禅榜单，引发大讨论。“我再讲两
分钟”位列榜首。其他还有“不想听的可以睡觉”、“不准谈恋
爱”、“明天把你的家长喊来”、“体育老师今天有事”……许多网
友纷纷点赞转发。（见7月2日《重庆商报》）

现在，备受应试教育煎熬的孩子，或许对这些教师的口
头禅都痛恨不已。然而，从学生时代走过来的网友们，现在
回味教师们的口头禅，反而感觉亲切，还想再听一遍，显然是
从口头禅中品味出了那份持久的温情，虽然有时候是苦口婆
心的叮咛，但也蕴含了老师殷切的期盼，哪怕是恨铁不成钢
的心态。小时候，我们听烦了父母的口头禅，等长大了，才明
白母亲唠叨中的亲切和爱。那些直来直去的教师口头禅，也
是如此，它们是教师们无限期待的流露，只是贪玩的我们没
有体会到其中的深意。⑧6 （黄齐超）

弯腰老人挺起公民道德
洛阳一对老年夫妇带着1岁多的重孙女出门，不料，重

孙女突然在公交车上小便，老人发现孩子的尿液流到车厢
地面后，先把孩子交给老伴儿，紧接着掏出一沓纸巾，蹲在
地上仔细擦拭。随后又从车厢角落找来一把拖把，把车厢
地面仔细拖了一遍，她边拖边向乘客道歉。（见 7 月 2 日《洛
阳晚报》）

孩子无自控能力，在公共场所尿急也在所难免。但孩子
小便后的事情该咋办？正常情况下，大人一方面要告诉小
孩，公共场所是不能小便的；一方面要担负起监护人的责任，
及时主动地清除尿液，这是作为公民的起码道德责任。然
而，生活中很多纷争往往都源于一些人没有做到这些。而老
人这番弯腰擦地以及真挚的道歉，堪称行为模范。在老人清
理车厢地面时，就有众多乘客主动给老人递拖把、腾位置，让
人们感受到了浓浓的爱心。可以说，这位七旬老太太良好的
公德意识，不仅为他人带来舒适的环境，还在言传身教中为
孩子和家长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⑧6 （杨 飞）

据 7 月 2 日《北
京青年报》报道，四
川达州市大竹县周
家镇8岁女孩李微微
为救落水小同伴，不
幸溺水身亡。事件
发生后，当地政府曾
打算为其申报“见义
勇为”称号，却未获
得批准。⑧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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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用道德“绑架”慈善

HENAN DAILY 中原时评中原时评4

河 南 水 利 与 环 境 职 业 学 院 欢 迎 您 报 考河 南 水 利 与 环 境 职 业 学 院 欢 迎 您 报 考
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是经河南

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的具有普
通高等学历教育招生资格的全日制普通
高等职业院校。学院隶属河南省水利
厅，河南省教育厅负责学校的教育教学
管理工作，系省属公办学校。学院国标
代码：12582，2014年在河南、山西、河北、
安徽四省招生（在各省院校招生代码为：
河南 6192，山西 1929，安徽 4401，河北
0482）。办学地点：河南省郑州市花园路
136号，邮编：450008。

学院历史：学院前身是始建于1955年
的河南省郑州水利学校，历经郑州水利专
科学校、河南水利学院等历史沿革。2002
年经河南省人民政府同意、省教育厅批
准，与华北水利水电学院合作举办华北水
利水电学院水利职业学院（专科），为华北
水利水电学院的二级学院。2013年经河
南省人民政府批准，教育部备案独立升格
为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办学条件：学 院 坐 落 在 河 南 省
省会——郑州市，北邻河南省电视台，南
倚东风渠滨河公园，东边毗邻地铁 2 号
线，对面是丹尼斯花园店和郑州市长途
汽车北站。校园环境优美、设施完备、交
通便利，是郑州市花园式单位，全国绿化
四百佳单位。校园占地165亩，新征420
多亩，各类建筑13万余平方米，教学仪器
设备总值4500万元。校内有4个集生产
教学为一体的产业公司，建有大型水利、
水工实验馆，施工技术实训中心和各类
实验室、标本室、模拟室75个，仿真性实
训基地17个。拥有千兆校园网、电子阅
览室、多媒体教室等现代化教学设备，图
书馆馆藏文献 75 万多册，中外文期刊
6000余种。建有400米标准塑胶跑道的
田径运动场和篮排球场、网球场、乒乓球
场、室内健身场所、体育馆等完备的体育

设施。校外有长期合作的生产性实训实
习基地43个，可供学生顶岗就业实习。

师资力量：学院现有专任教师 230
多人，具有高、中级以上职称教师 190
人，“双师型”教师126 人，具有硕士以上
学位教师 82 人。有省职业教育专家 2
人、省学术技术带头人 11 人、省骨干教
师 5 人；校专业带头人 11 人，骨干教师
23人。师资力量雄厚，已形成了结构合
理、专兼结合、适应教学要求和人才培养
工作要求的师资队伍。

系部及专业设置：学院设有水利工
程系、土木工程系、机电与信息工程系、
经济管理系、环境工程系和基础部、成教
处、实验实训中心等8个教学系部，开设
水利工程、水利水电建筑工程、水利工程
监理、水土保持、建筑工程技术、工程测
量技术、基础工程技术、工程造价、园林
工程技术、计算机应用技术、电气自动化
技术、机电一体化技术、会计电算化、房
地产经营与估价、水政水资源管理、水环
境监测与保护、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环
境监测与评价、水产养殖技术19 个高职
专业，建有职业技能鉴定站1个。

办学质量及声誉：学院紧紧围绕国
家生态文明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围绕中
原经济区建设、生态水系建设，配合全民
技能振兴工程，打造品牌职业院校，培养
一批社会急需、紧缺的技能应用型人才，
促进更高质量就业，实现四化同步协调
发展的目标。学院坚持“以服务为宗旨，
以就业为导向”的职业教育办学方针，坚
持“立足水利、面向社会、适应市场”的办
学宗旨，以质量兴校，以特色强校，深化
教学改革，始终把专业建设作为学校特
色建设和质量建设的基础，放在学校建
设的突出位置，紧跟时代步伐，结合中原
经济区建设和河南水利的发展需要，根

据行业企业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不
断调整专业结构，强化特色，打造品牌，
创新人才培养模式，把工程领域新技术、
新材料、新规范引入教学，着力培养具有
创新精神和实践能力的高素质技能型人
才，打造学院工科专业办学特色。积极
开展多元化办学，广泛开展校企合作、订
单培养、职业技能培训，在加强学生基础
文化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同时，强
化学生专业技能和职业能力培养，使毕
业生真正成为就业基础好，升学希望大，
创业本领强，对社会有用，具有精湛职业
技能和良好职业道德素质的劳动者。三
年来，学院在国家和省教育部门组织的
技能大赛中共获各类大赛奖项 230 多
个，学院多次被省教育厅表彰为参加全
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先进单位。毕业生
深受用人单位的欢迎，就业率均在 95%
以上，连续三次被省人社厅、省教育厅表
彰为“河南省普通大中专毕业生就业工
作先进集体”。

多年来，学院秉承“严谨、勤奋、求
实、创新”的优良校风，走内涵发展之路，
积淀了雄厚的办学基础，发展进入良性
循环的快车道，办学质量和办学特色得
到显著提高，知名度和社会声誉赢得了
高度认可，先后获得省直机关先进党委、
省职业教育先进单位、省级文明学校、全
国水利文明单位、全国水利系统先进集
体等称号。2009年以来，在河南报业集
团组织的社会公众调查中，学院先后获
得“河南省最具影响力十大教育品牌”、

“河南考生心目中最理想的学校”、“河南
职业技能院校综合实力20强”、“河南最
具就业竞争力示范院校”、“河南教育质
量社会满意院校”、“值得推荐的河南教
育20张名片”。

新的征程，新的目标。2014 年是河

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成立的第二年，
学院将全面贯彻党的十八大及三中全会
精神，借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中原经
济区、航空港区建设的东风，为提升我省
水利职业教育的办学层次，改善水利人
才培养结构，全面推进中原经济区建设，
加快中原崛起、河南振兴提供水利建设
管理和水环境保护治理专业的人才支
撑。学院将在发挥人才培养基地功能的
基础上，充分利用人才和设备资源聚集
优势，遵循高等职业教育发展规律和新
的现代职业教育办学理念，以实施“人才
强校工程、人才培养质量工程、基础能力
建设工程、特色专业建设工程、文明校园
建设工程”为主体的“五个工程”为切入
点，全面推进学校建设，把学校建成河南
水利与水环境保护治理的技术服务中心
和科技研发中心，实现科研成果转化和
产学研结合，为行业企业进行技术攻
关。学院将着眼于水利行业发展和生态
文明建设的需求，构建以满足水利建设
与管理、环境保护与治理人才需要为主
线的专业体系。做到人无我有，人有我
优，人有我精，突出专业特色，打造品牌
专业群。建立专业带头人、学术带头人和
骨干教师选拔培养机制，着力打造专业名
师和技术精英，形成一流的专业教学团
队。强化高等职业教育理念，加强专业建
设，深化教育教学改革，实现专业与产业
对接、教学过程与生产过程对接、专业教
学内容与职业标准对接，文化素养与职业
生涯发展相结合，强化学生的实践创新能
力。力争5年～10年的发展，把学院建设
成为一所设施齐全、功能完善、特色鲜明、
行业一流、持续发展，在全国具有一定影
响力的示范性现代化高等职业院校，为河
南水利与环境保护事业的发展，为中原经
济区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2014年各层次类别招生专业和计划

1.高招招生专业：理科类专业有水
利工程、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建筑工程技
术（含对口）；文理兼收的专业有基础工
程技术；工程造价、水土保持、工程测量
技术、水利工程监理、电气自动化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含对口）、会计电算化、
水政水资源管理、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水环境监测与保护、环境监测与评价、园
林工程技术、房地产经营与估价、机电一
体化技术。

专业名称

工程造价
水土保持
工程测量技术
水利工程监理
电气自动化技术
计算机应用技术
会计电算化
水政水资源管理
环境监测与治理技术
水环境监测与保护
园林工程技术
房地产经营与估价
环境监测与评价
计算机应用技术
（手机移动开发Android方向）
计算机应用技术
（手机移动开发Wphone方向）
计算机应用技术（UI设计方向）
基础工程技术
机电一体化技术
水利工程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
建筑工程技术

报考科类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文理
理科
理科
理科

专业报考代号（河南）

文科

01
02
03
04
05
06
07
08
09
10
11
12
13
15

16

17
19
20

理科

10
11
04
07
09
05
06
12
13
14
15
16
18
20

21

22
08
17
01
02
03

对口类

02

01

备 注

1.报考类别为文理的专业，文、
理科考生均可报考。
2.报考类别为对口类专业招收
应届中专技校等参加对口升学
的考生。
3.报考类别为理科的只招收理
科考生。
4.报考专业代号为投档录取后
分配专业使用。考生还要明确
在无法满足所报专业时是否服
从专业调剂。
5.艺术体育等类别考生仍按文理科
类别报考，仅以文化课成绩录取。
6.学费：会计电算化专业 3300
元/年，其他专业3600元/年。
7.明年部分专业安排单独招生，
报名随高考报名，考试在每年 4
月份，低分考生可以提前联系我
院报名。
8.按照省招办安排，9 月底新生
报到后由于部分学生不报到缺
额，我院将参加补录工作，请落
榜考生注意关注。

说明：1.河南考生报考，详见河南省招生办公室2014年《招生考试之友》，文科P604，理科P626。
2.山西、河北、安徽考生报考以考生所在省教育考试院公布的专业计划和代码为准。

2.初中起点五年制高职和普通中专招生专业：学校代码020

招生层次

五年制 5年

水利水电建筑工程、建筑工程技
术、工程测量技术、会计电算化、
计算机应用技术、环境监测与治
理技术、电气自动化、工程造价

招收参加 2014年中招统一考试且达到省招办
规定的录取分数线的考生。学制五年，前两年
执行国家免学费政策后会计电算化专业缴费
1600 元/年，其他专业 1700 元/年。毕业发河
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专科毕业证。

招收应往届具有初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学生直
接到校报名注册入学。按照国家免学费政策
免交学费，毕业发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中
专毕业证。

招收应往届具有高中文化程度以上的学生直
接到校报名注册入学。执行国家收费政策，灵
活办学方式，毕业发河南水利与环境职业学院
中专毕业证。毕业可参加我院高职单独招生
考试，直升大专。

建筑工程施工、建筑装饰、工程
造价、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工程
测量、计算机应用、会计

水利水电工程施工、工程测量1-2年

3年

大中专

小中专

学制、收费及其他招生专业学制

请持中招考试成绩单直接到校报名或网报，http://2014.zzslxx.com ,开学日期8月23日、24日

真诚欢迎广大中、高考学生第一志愿报考我院。
学校地址：郑州市花园路136号，邮编：450008。
学校网址http://www.zzslxx.com
咨询电话：0371-65821035、65821036、65821009、65821076、65821077、65821079、65821080

（（学院招生代码学院招生代码：：6192619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