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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级党政机关一律不得到八达岭－十三陵、
承德避暑山庄外八庙、五台山、太湖、普陀山、黄山、
九华山、武夷山、庐山、泰山、嵩山、武当山、武陵源
(张家界)、白云山、桂林漓江、三亚热带海滨、峨
眉山－乐山大佛、九寨沟－黄龙、黄果树、西双版
纳、华山21个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禁止召开会
议的区域范围以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确定的核
心景区地域范围为准。（见 9月 29日《人民日报》）

昨天，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
了《关于严禁党政机关到风景名胜区开会的通
知》，其中关于禁止到21个风景名胜区召开会议

的规定被列为第一条，引人瞩目，也令人好奇。
有人纳闷儿，中央纠风整纪，干吗像开药方一样，
开好药片，写出禁忌，一日三次，用温水送服，事
无巨细，大事小情自己来，眉毛胡子一把抓吗？

此论差矣。“两办”的“婆婆妈妈”，实际反映
了一个现状，很多党政机关不自觉不自律的情形
很普遍也很严重。有的看文件办事，文无规范不
禁止，法无规定胡乱为，以前你不说21个风景名
胜区不能去，那我就去；你现在说了不能去，我不
去就是了，但是21个之外你就管不着了吧？于是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还要掰开了揉碎了说：

“禁止召开会议的区域范围以风景名胜区总体规
划确定的核心景区地域范围为准。”还要说：“地方

各级党政机关的会议一律在本行政区域内召开，
不得到其他地区召开；因工作需要确需跨行政区
域召开会议的，必须报同级党委、政府批准。”

某些被告诫的党政机关弱智吗？装弱智。
智伤吗？很智商。在一些处处事事都想着“擦边
儿”“出圈儿”的人那里，他们猴儿精的党纪都可
以规避，国法都可以遛缝，只要不标个一清二楚
明明白白，说了等于白说，等于没说。于是，令行
不能禁止，“违规到上述风景名胜区开会问题仍
未完全杜绝，到其他热点风景名胜区开会以及在
风景名胜区外开会到区内旅游的情况时有发生，
有的单位还巧立名目组织公款旅游”，一些地方
的党政机关不拿豆包当干粮，倒显得“两办”婆婆

妈妈、絮絮叨叨了。
事实上，“两办”的婆婆妈妈，更多佐证的，是

我们的某些党政机关不够风清气正，这说起来是
风气问题，说到底是班子问题，或者干脆说，是一
把手的问题。事实证明，凡是一把手有问题的地
方，不是烂一摊子，就是坏一窝子，贪腐成群，窝
案频出。

如果说，我们有法律法规的铜墙铁壁还不
够，那么有了“两办”的苦口婆心，倘再孺子不可
教，子不肖那就不能怪娘不亲，剩下的，就只能该
处理的处理，该送监的送监了。

一句话，“两办”的婆婆妈妈彰显母爱之慈，
各级党政机关，当感恩，应照办，莫辜负！⑧10

生活中遇到不文明行为，往往可怒但不
可言，因为如果“言”不好也和当面指责一样，
会惹来一场麻烦。最近有件事是个例外。

一个雨天，我和夫人乘公交车外出。我
俩淋了半天雨好不容易快上车了，夫人在前
我紧随其后。谁知她刚抬脚突然跑过来一男
子，根本无视我俩的存在，直接将夫人撞到一
边挤了上去，接着还侧身合伞雨水又溅了我
们一身。夫人当时就气坏了，厉声道：“你干
啥吗你！”那男子回头看看并未还口。

上车后他就站在我们旁边，夫人仍怒气
未消自语道：“讲不讲道德了，有没有一点涵
养。”男子按捺不住了，竟反唇相讥：“啥道德
不道德，你上你的，我上我的，我不让你上
了？”这时我才看清楚那男子，四十岁上下，肩
上斜挎着一咖啡色的公事包，乍一看上去还
真不像那种素质低下的人。

夫人听了男子的话更气了：“你……你太过
分了……”此时，公交车上发生的种种恶性事件
在我眼前浮现，我知道再这样继续吵下去，冲突
很快就会升级，甚至会演变成对骂、对打！这
次，没等夫人说完我立即就截住了她的话，“他
有没有道德碍你啥事，他的水平没到那一步你
气也没有用！”我竭力控制住情绪，开始把气往
夫人身上“撒”。

那男子听了先是一愣，但看到我一本正经
地在“训斥”夫人，他似乎也怪解气的。夫人一
听不干了：“他不排队把我挤一边，你说他还有

理？”我语气更重了：“他就有理，他就不会去排
队，他要是排在咱俩后头，那太阳就从西边出来
了。”到底是大半辈子的夫妻了，猛然间夫人似
乎明白了点我的意思，她不再对着我吼了，但仍
然自言自语唠叨着：“不懂规矩也问问。”

夫人好像已经出了一口气，我却还有一
肚子气，马上接着夫人的话又说：“你唠叨个
啥，社会上这号不懂规矩的人多的很，你能都
教育过来，不就是排个队，有啥了不起！”夫人
似乎又蒙了，说：“弄了半天你认为还是我错
了？”我心里暗暗发喜，太棒了，要的就是这一
句。“你就是错了，你不站在车门口他会挤

你？你还得给人家赔礼道歉呢！”
这时我快速扫了那男子一眼，只见他脸

上说不出是啥表情，无奈、尴尬、欲言又止。
我身后有几个乘客一直在偷偷发笑。其实，
这种对不文明者间接的指责和讽刺，不需要
多高的文化素养，一般人稍微听上两句就能
品出门道。下车后，夫人笑着对我说：刚开始
我确实气得不轻，你今天要是不这样做，还不
知道会闹到什么地步了！这种做法，既没有
让不文明者当众下不来台，也使之受到了触
动，我们自己的火气也在轻松幽默之间消解
了。不亦快哉！⑧10

“两办”的婆婆妈妈是一种爱护

一次间接的痛斥

●画中话

近日，北京大学法学
院刑法教授陈兴良透露，
刑法修正案（九）拟设置

“收受礼金罪”。这一罪
名是指国家工作人员收
受他人财物，无论是否利
用职务之便、无论是否为
他人谋取了利益，都可以
认定为此罪。收受礼金
罪并不是受贿罪，量刑比
受贿罪轻。（见 9 月 28 日

《京华时报》）⑧10
图/闵汝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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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说

投放约租车须有“国情思维”
足不出户，一个电话就能叫到出租车，这种全新的

“约租车”，市民可能需要支付更高的费用，而基本不需
担心叫不到车——日前，广州市交通部门通告，将于
11 月 7 日举行“约租车”投放听证会，拟投放 2950 台约
租车。（见 9月 28日《新快报》）

约租车不妨一试，但如何做到稳妥“尝鲜”，我以为
最好多一些“国情思维”。譬如，方案中提到，约租车是
一种高端的电召出租车，由于运力专属，不设标识，因
此市民很难在街上识别出约租车。这或许缘于“与国
际接轨”，但依我之见，约租车不打明显标识的“潮流”，
还是不去附和为好。此前个别地方的小范围尝试已经
露出端倪：为了多接生意多赚钱，有些电召车辆也会

“不请自来”，在马路边偷偷揽客，设置明显标识有利于
预防和查处这类违规现象。

多些“国情思维”来管理约租车，对于车型的选择
与确定，似乎也不宜过于武断或“苛刻”。有种观点认
为，应当遵循国外约租车通常采用中高档车型的“惯
例”，让乘客觉得“物有所值”，也体现了“城市形象”。
目前，我们引入约租车的首要目的，还是为了尽可能地
缓解“打车难”。虽然这种打车方式的花费要比一般出
租车来得高些，但也不能一厢情愿地搞成“贵族消费”
的模式，否则恐怕很难实现“释放”一部分现有出租车
运能的设想，反而会让约租车有“吃不饱”的隐忧。

值得一提的是，投放约租车缓解城市“打车难”，其
良好初衷当然不容置疑，但也切莫忽略了试验推广、循
序渐进的规律。譬如，这次广州一次性拟投放 2950台
约租车，而广州自 2007 年至去年，累计投放普通出租
车也不过 4590辆，且称接下来普通出租车运力暂无投
放计划。如此“厚此薄彼”，当要谨防“冒进”和“急进”
之下的隐患丛生了。⑧10 （司马童）

作家为何高考作文得低分
今年夏天，80 后作家张一一走进了阔别 15 年的高

考考场，本该是其拿手好戏的“作文”只拿到了可怜的
29 分。为此，张一一将湖南省教育考试院告上了法
庭，要求公开语文和文综命题程序以及阅卷者名单，高
考作文评分标准。（见 9月 28日中国之声《新闻纵横》）

所有的高考作文命题，都要求思想内容健康、积极
向上，弘扬主旋律，传递正能量，引导学生建立积极正
确的人生观。因此，考场作文也必须是在这个大范围
内发挥，如果文章本身的立意，有悖于一般的社会公众
意识，甚至是言论过激，想必阅卷老师是不会也不敢给
高分的。

湖南这次作文的立意很明显，就是提倡青年人深
入基层，艰苦奋斗，踏实工作，实现人生价值。而这位
作家的作文题目却是《“最美乡镇干部”八年未提拔为
哪般？》，文章立意是为“最美乡镇干部”不但得不到提
拔和重用，反而被“发配”到更偏僻的地方鸣不平。

很显然，这篇考场作文在立意上有些偏颇，甚至
偏激。因此，得不到高分也在情理之中。这也从另
一个角度说明，阅卷老师尺度把握的一致性和准确
性，不是说作家的作文就一定能得高分，还要看考生
的综合素质，比如书写规范等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
重要方面。⑧10 （孟祥海）

公元前 478 年，齐平公与
鲁哀公相见时向他叩头行礼，
鲁哀公却只是拱了一下手，无
礼之至。可鲁国傧相武伯却引
经据典地说：“诸侯见了周天子
才叩头，诸侯相见，只是拱手。

你们咋一点礼节也不懂！”齐平公很生气，后果很严
重。过了四年，两人再度相见，齐平公派人硬按着鲁
哀公叩头。为此，齐国还编了歌谣嘲笑鲁国：“鲁国
人冥顽不灵，多少年都不清醒，让俺们都难为情。他
们死守着儒书，引起无谓的纷争。”

这歌谣把鲁国冥顽不灵归错了因，鲁国不是因
为守着儒书上的礼节而得罪齐国，而是因为没有理
解礼的精神内涵。《礼记》云：“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
疑、别同异、明是非也。”有子说：“礼之用，和为贵。”
礼的精神实质是和谐。所以，孔子说“不学礼，无以
立。”但鲁哀公却死守着规定的礼仪，忘记了礼的精
神实质，并把礼当作嘲弄齐平公的工具，不引起纷争
才怪呢。

近来，公交车上因不让座引起的纷争一起接着
一起。河南有老人因争座位而心脏病突发猝死，河
北有老人因学生不让座而拦公交车两个多小时……
对此，有骂老人倚老卖老的，有骂年轻人道德沦丧
的。让座是道德的表现，也是尊老的礼节，其根本目
的是和谐。如果牢记和谐，老人体恤年轻人劳累，年
轻人顾念老人安全，互相体谅，想来不会有这么多纠
纷吧。

死抱着礼节，并先入为主地把礼节视为架别人
于道德刑台之上的工具，甚至于不惜违法又打又
闹，本身就已失去了基本的礼节，更不会带来和
谐。⑧10 （吕志雄）

打闹不出和谐
古
今
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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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蛟龙号载人深潜器”成
功创造了载人深潜新的历史记录，
意味着“蛟龙号”已经成为世界上
下潜能力最深的作业型载人潜水
器，可在占世界海洋面积 99.8%的
广阔海域自由行动。

今年 3 月，华兰生物有限公司
提交的 H7N9 禽流感疫苗已经中国
食品药品检定研究院检验合格,待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审批后
即可进入临床试验阶段。这是继
2009 年生产出全球第一批 H1N1
流感疫苗后,华兰生物公司取得的
又一重大突破。

在首届“国际大学生微电影盛
典”上，纪录片《盆窑工》从 20 多个
国家和地区的 1215 部精选作品中
脱颖而出，获得最高纪实奖，成为
最大的赢家。

……
各位读者恐怕不禁要问：这些

和新乡学院有什么关系？
让记者为您揭开谜底：适用于

“蛟龙号”的电池智能充放电装置
及电源检测系统，正是由新乡学院
物理与电子工程学院参与研发的！

新乡学院化学化工学院与华
兰生物公司联合设置“华兰班”，与
企业共同承担人才定向培养任务，
一届届新乡学院毕业生直接进入
华兰生物公司，每一支治病救人的
疫苗里都有他们辛勤的汗水！

而《盆窑工》的作者，正是新乡
学院新闻传播学院当时在读学生
王令森！

“新乡学院的所有专业都已经
和相关行业、企业或政府部门实现
对接，全部教师都有‘走出去’学习
或挂职经历！”新乡学院党委书记
杨宏志教授感慨地说，作为一个 7
年前才升格为本科院校的地方性
高校，要办出自己的特色，绝不能
贪大求洋，而要接地气。要用创新

为地方创造价值，用科研服务地方
经济发展，还要培养大批适应地方
经济发展需求的应用型人才！

用创新创造价值
用科研服务地方经济发展

2007 年升本后，新乡学院把握
“三校合并、新升本科、地方办学”
的三大校情，把服务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培养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作为
办学的价值追求和历史使命。

学校制定《新乡学院“十二五”
建设发展规划》等文件，建立开放、
动态的专业设置和调整机制，吸纳
77 位企（行）业、政府管理部门、兄
弟院校的专家学者进入专业建设
指导委员会，指导专业建设。根据
新乡市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设置、
调整、优化专业布局，专业布局与新
乡市企（行）业的契合度为百分之
百。学校根据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
要，不断优化专业结构，针对新乡市
六大战略支撑产业，重点支持与之
密切相关的优势、新兴专业。

学校与新乡市企业、行业共建
了纳米碳修饰膜技术工程实验室、
动物疫病分子诊断工程实验室为
河南省产业集聚区产学研共建工
程研发创新平台，膜技术实验室、
多肽生物技术实验室为新乡市重
点实验室，薄膜功能复合材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绿色建筑工程技术
研究中心、电子政务工程技术研究
中心、高效切削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为市厅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每
个本科专业都在新乡市均建立 1
个实习实训示范基地。

学校为加强“双师型”师资队
伍建设，实施了“双师型教师队伍
建设计划”，目前到企（行）业任职
或锻炼达到 521 人次。同时，聘请
企（行）业工程师、管理专家、技术

骨干等参与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
制订，参与实践类课程的设计和教
学，担任学生的实习实践导师，建
成了一支实践能力较高、实践经验
丰富的兼职师资队伍。

化学化工学院与华兰生物有
限公司、心连心化肥有限公司联合
设置“华兰班”、“心连心班”，与企
业共同承担人才培养任务，进行双
主体教学，实施订单培养；教育科
学学院与中小学校、幼儿园开展深
度合作，对教师教育专业学生进行
全程实践教学，探索出具有鲜明特
色的 U-S（University—School）合作
模式。文学院与新乡市作家协会
合作，开设“作家班”，邀请知名作
家、报刊编辑为学生上课，培养学
生的创作、写作能力。

注重围绕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
求，大力开展应用性研究，鼓励、引
导教师加强与企（行）业的合作，共
建横向研究平台，开展合作研究。
三年来，学校教师承担各级各类科
研项目 839 项，其中国家级 6 项，省
部级 206 项，获得省部级以上科研
奖励 109项，国家专利 39项，科研工
作取得巨大成果，服务地方经济发
展的能力得到进一步提高。

注重实践强调应用
人才就业水到渠成

新乡学院在传统的“三育人”
人才培养体系基础上，强化实践育
人工作，把实践育人作为促进学校
改革与发展、形成办学特色的突破
口。2009 年，正式把“构建‘四育
人’体系，培育实践育人办学特色”
的发展目标写入学校建设与发展
总体规划。出台了《新乡学院实践
育人实施方案》，确立了“立德树
人、能力为重、全面发展”的实践育
人目标体系。建构了以教学实践、

生产实践、科技实践、管理实践、劳
动实践、艺术实践、军事实践、社会
实践、创业实践、德育实践“十类实
践”为主体的实践育人内容体系。
为深化此项工作，学校实施了实践
育人“十个一工程”，摸索出“三课
堂”互动、产学研结合的实践育人
模式。

学校专门开发了用于实践学
分认证的管理软件，从 2010 级学
生起全面实施实践育人学分制管
理，纳入学校教务网络管理系统，
目前已有 2 万多名学生参与了实
践学分认定工作。

通过打造实习实训平台、创新
创业平台、社会实践活动平台、校
园文化活动平台，深化实践育人工
作，激发学生主动实践、主动学习
的自觉性。各类实践活动，让学生
的专业知识应用能力与实践能力
明显增强，思想道德素质、科学文
化素质、身心素质显著提升。

“ 实 践 育 人 ”催 生 了 教 学 成
果。近三年，学校教师主持完成河
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项目 7
项、河南省教师教育课程改革研究
项目 18 项、校级教育教学改革研
究项目 127 项，获得河南省高等教
育教学成果特等奖 1 项、二等奖 5
项，校级特等奖 3 项、一等奖 10 项。

“实践育人”促进了优良学风
和校风的形成。全校师生逐步形
成了“行胜于言”的校风、“艰苦奋
斗，自强不息”的办学精神。近年
来，学校先后荣获“河南省文明单
位”、“河南省普通高等学校德育工
作评估优秀单位”、“河南省普通高
等教育本专科学生管理先进集体”
等荣誉称号。

近三年，学生在各类省级以上
学科专业和技能竞赛中获奖307项。

在全国大学生数学建模竞赛
中，获得一等奖 2 项、荣获“高教杯”

全国大学生先进成图技术与产品信
息建模创新大赛一等奖；“蓝桥杯”
全国软件设计大赛一等奖；音乐剧

《让理想飞翔》，在全国大学生艺术
展演活动中获一等奖和优秀创作
奖；纪录片《盆窑工》，获国际大学生
微电影节最高纪实奖。在河南省第
十二届运动会大学生组跆拳道比赛
中，荣获本科组团体第一名，取得 2
金 3 铜的成绩。由新乡学院师生编
导并主演的《活力牧野·幸福新乡》
团体操，在新乡市第十届运动会开
幕式上获得圆满成功。

2011 年 11 月，在全国新建本
科院校第 11 次联席会议上，杨宏
志教授作了专题报告，介绍学校

“实践育人”工作时引起与会代表
的强烈反响。“立体化实践育人体
系的研究与实践”教改项目在 2013
年省高等学校教育教学成果奖评
选中获得特等奖。

“实践育人”培养出了优秀的
人才，这些人才都已成为建设新
乡、建设河南的栋梁。

三年来，学校本科毕业生就业
率 始 终 保 持 在 96% 以 上 。 学 校
2011—2013 届本科毕业生工作岗
位 与 专 业 相 关 度 分 别 为 72% 、
71%、72%，均高于全省平均水平。

学校每年采用问卷、电话、座
谈会、走访等形式到用人单位调
查，很多毕业生已经成长为业务骨
干和技术能手，得到了用人单位的
好评，毕业生扎实的专业技能和踏
实的工作作风为学校赢得了荣誉。

以建设促提升
以提升助成才

2012 年 5 月，新乡学院完成了
第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设任务，进一
步夯实了办学基础，实现了办学理
念和办学水平的跨越。

新乡学院校长丁庭选教授说，
建设工作不是为“建”而“建”，我们
要把“建设”当成一个契机，当成一
种源动力，扎实推进教学、管理、服
务地方能力和水平的全面提升，最
终给学子们提供良好的学习环境，
让他们成功成才。

两年来，新乡学院发生了由内
到外的变化。

办学思想更加明确。学校的
办学指导思想更加明确，办学思路
更加明晰，目标定位对区域经济社
会发展的适应度进一步提升。教
学工作中心地位深入人心，落到实
处，形成了领导班子重视教学、工
作部署突出教学、管理服务围绕教
学、经费优先投入教学、政策措施
支持教学的良好局面，广大教师潜
心教学、教书育人的主动性、积极
性显著增强。

办学条件显著改善。学校大
力加强教学基础设施建设，建成了
一批省级、市级重点实验室和实验
中心，建立了 96 个校外实习实训
基地。室内外运动场地面积近 11
万平方米，全部对学生免费开放。
图书馆大楼已开工建设，艺术楼、
实验实训楼建设工作已经启动，校
园环境品位显著提升，教学实验设
施大大改善，数字化校园建设迅速
推进，校园办学功能更加齐备。

教学管理更加规范。学校重
视教学管理制度建设，先后制定、
修订教学管理文件 78 个，形成了
较为完整的教学管理制度体系，形
成了由专业管理、课程管理、教材
管理、教学计划管理、教学运行管
理、教学过程管理、教学评价与反
馈管理等组成的全过程教学管理
制度体系，教学工作基本做到了有
章可循，教学管理更加规范，教学
运行更加有序，促进了本科教学水
平的进一步提升。

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持续
提高。良好的教风、学风逐步形成，
教师教学热情更加高涨，校园学习
氛围更加浓厚。建成了一批省级和
校级特色专业、综合改革试点专业、
精品课程，专业结构更加合理。“实
践育人”特色进一步显现，实践教学
环节进一步加强，学生的知识、能
力、素质得到了全面提升，应用型人
才培养质量持续提高。

建立起较为完善的内部质量
保障体系。学校积极完善教学质
量保障体系，构建起由质量决策与
指挥系统、质量目标与标准系统、
教学组织与实施系统、条件支持与
保障系统、质量管理与监控系统、
质量评估与信息系统、质量分析与
反馈系统 7 项子系统组成的教学
质量保障体系。成立新乡学院教
学质量监测与评估中心，积极推进

“管、办、评”分离。教学的标准意
识、规范意识、质量意识显著增强，
建立起自我评估制度，全面加强了
质量监控，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内部
质量保障体系。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能力
持续增强。从近三年的调查中得
知，毕业生对就业指导课程的满意
度平均达到 96.76%。根据学校三
年来针对用人单位进行的学校毕
业生综合素质的调查，对学校毕业
生总体满意度在 95%以上，用人单
位普遍反映毕业生具有吃苦耐劳
的精神、扎实的专业能力、良好的
团队合作精神。

学校升本以来，生源质量稳步
提升，2013年本科二批招生理科、文
科最低投档分数分别超出河南省分
数线 8 分、6 分；2014 年本科二批招
生理科、文科最低投档分数分别超
出河南省分数线 11 分、6 分。2012
年-2014年，本科新生平均报到率分
别为95.72%、97.10%、97.00%。

立足新乡面向中原 服务社会助推发展
——新乡学院服务地方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李虎成 本报通讯员 韩虹新 赵同增

新乡学院是由成立于 1949 年的新乡师范高等专科学校、
成立于 1980 年的平原大学和新乡市教育学院三校合并组建
而成，并于 2007 年 3 月，经国家教育部批准升格为地方性本科
院校。

目前的新乡学院，已初步形成以工学为主，工学、理学、管
理学、经济学、教育学、文学、法学、艺术学协调发展，培养地方
应用型人才的本科院校。

七年本科办学，全校师生秉承“开放、包容、求实、创新”的

校训精神，坚持“以人为本，厚德强能，开放创新，和谐发展”的
办学理念。学校领导班子科学谋划、励精图治，不断深化教育
教学改革，着力提高教学质量和人才培养质量，努力提升科学
研究和服务社会的能力，办学水平和综合实力稳步提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