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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大学生，你准备好了吗？

“玩老虎”的人

对于要创业的大学生而

言，把摆正心态放在第一位，

才能真正理解创业的涵义，

获得人生的真谛。

中岳观察

画中话

老师问：“烟盒上写着抽烟有害

健康，你怎么看？”学生回答：“就像暑

假作业上写着暑假快乐一样。”

这个笑话，真实地反映了很多学

生的暑假感受：“不快乐”。何以不快乐？因为学习任

务重。确实，学习是让人疲累的事。白居易说：“趁凉

行绕竹，引睡卧观书。”苏东坡说：“忘怀杯酒逢人共，

引睡文书信手翻。”但累与不快乐并不能画等号，没听

说哪个孩子因踢足球太累而抱怨不快乐的。何况孔

夫子早就说过：“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荀子更进一

步说：“凡以知，人之性也。”

快乐的学习一事，何以让如今的孩子们不快乐，

甚至是痛苦呢？大人们把孩子的学习功利化，是根

本原因。孔子讲的学习，是修身；荀子讲的学习，是

指人对世界的认识能力。现在很多人眼中的学习，

特指为应付考试的书本知识学习。书本知识是前人

经验的总结，学习它也能给人快乐，可一旦将之功利

化之后，学习的目的就变成了分数、大学、就业，将快

乐撵得连影子也看不到。

孩子正看动画片看得热闹呢，一声断喝：“做作

业去”；小学生考试成绩差了，父母脸色就不好看，训

斥是免不了的，一到暑假，孩子便被无休止的补课及

繁重的暑假作业压得喘不过气来；最近，又有老师出

了新花招，让成绩差的孩子站到讲台上道歉……如

此一次又一次的刺激后，学习自然变成痛苦的事，孩

子们一见学习往往在潜意识里就垒起排斥的高墙，

任你怎么灌输他也学不进去。

宋元之际有个叫王丹桂的道士批评一些修道人

尘心太炽，说：“家缘事事待周全，更望一身成正果，掘

地寻天。”套用这句话，奉献给一些家长：“呵责推儿堕

深渊，更望一飞薄云汉，掘地寻天！”2 （吕志雄）

□易家炎

毕业季、就业季，省内高校、公益

联盟等做客河南日报经济会客厅，畅

谈大学生创业问题。与会嘉宾们普

遍认同：创业并不是人人都能成功，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是一种理念，

高校的创业孵化园希望成就更多的

创业成功者，但真正能够走向创业之

路，并取得成功的人，是一个小众群

体。（据7月4日《河南日报》）
这种观点并非泼冷水，而是负

责任的忠言。对于大学生而言，顺

利完成学业是首要任务，如果能在

完成学业的同时利用所学知识，进

行一定的创业尝试非常难得，若成

功就更可贵，但是，这些人毕竟属于

少数，大多数人还是会走毕业先就

业的路。因此，对于要创业的大学

生而言，把摆正心态放在第一位，才

能真正理解创业的涵义，获得人生

的真谛。

摆正心态，要俯下身子学习。

“大众创业、万众创新”，创业与创新

密不可分，不去钻研，何谈创新。没

有创新，又谈何创业呢？潜心研究

一个领域，了解其发展现状，才能客

观分析自身的优势与资源，有的放

矢去创业。

摆正心态，才能直面挫折。学

生身处象牙塔，很多时候并不了解

社会，创业学生所了解到的业内动

态往往有限，想要推出的产品可能

已有很多企业在做、甚至早已折戟

沉沙。绝大多数创业者并不缺少

热情，缺的是平常心，谈到自己的

设想时两眼放光、滔滔不绝，面对

失败时一脸茫然，团队核心成员

离 开 时 埋 怨、市场开拓不力时埋

怨、没有资金时埋怨、碰到技术障

碍时又埋怨……挫折来时缺乏韧

性与弹性，久而久之，创业失败在

所难免。

摆正心态，才能戒骄戒躁，坚实

前行。最近几年互联网创业的故事

太多人在讲，这就像心灵鸡汤一样，

喝多了容易腻歪。这股不好的风气

有传入高校创业大学生团体的迹

象，动不动就想成为“下一个马云”，

忙着上电视台创业栏目讲情怀、讲

故事，以拉到天使投资为最终目

的。拉到投资后的创业团队往往自

我膨胀起来，不是认真经营，而是天

天将公司的估值这些虚拟数据放到

嘴边说事，甚至开始为其他公司做

创业培训。有媒体专门追踪过这些

所谓的校园“创业天才”，结果发现

一年时间不到不少创业项目就已搁

浅，多数人从“天才”沦为路人甲。

不是他们不聪明，不是他们不努力，

而是心态失衡使然：先人一步没什

么大不了，在市场中笑到最后才是

硬道理。

态度决定一切。高校的创业孵

化，对创业学生的心理辅导，是不可

或缺的环节，从而引导他们摆正心

态，树立健康、科学、符合市场要求的

创业观。社会各界尤其是媒体更应

该把握报道分寸，既呵护创业幼苗，

也不要盲目吹捧。这样，通过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大学生的创业之路，

才能走得更扎实、更长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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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彭天增

车祸无情。因此过去开车的人

把自己的职业比作“玩老虎”，真的

是太形象了。

现在有驾照的人多了，有的一家

就有好几台车。就像马戏团里面玩老

虎的，以前只是专业人士玩，现在很多

人都在玩，都成了“驯兽师”。但不少玩

家根本不懂得“老虎”的习性，只会拿鞭

子甩两下，赶着“老虎”跑几圈，就自以

为多么老练了，结果被“老虎”吃掉者越

来越多。虽然在“老虎”发威时有些人

会侥幸躲过一劫，却会伤害到别人，事

实表明，“老虎”伤害到的无辜者比“玩

老虎”而受伤的人要多得多。

遗憾且可怕的是，很多“玩老虎”

的人，从来不严肃认真地反省一下自

己的技能，而是去找一些客观理由为

自己辩解。笔者家旁边有一交警大

队的违章处理大厅，每天大厅门前人

声鼎沸、热闹异常，往往还没开门，交

罚款的队就排得老长，有的还想偷偷

“加塞”，因此经常出现吵骂甚至挥拳

相向的场面。为交罚款还得拼挣一

番，不知道这算不算冷幽默，他们开

车上路会怎么样？

有时，笔者也静静地站在一旁，

悄悄听一下交罚款的人都在说些什

么。“想不到那条小路还装有电子眼

呢，真该我霉气”，“在高速上碰到个流

动测速车，你说巧不巧”，“那条路上从

来就没见过交警，见一回看叫我碰

上”，“就端杯酒沾沾嘴，出来叫警察正

好查住”……奇谈怪论多了去了。

这些“闲谈”实在吓人。从这些

“玩老虎”者的嘴里，听不到有关自

己的生命、他人的安全、公众的利

益、家人的嘱咐和交通违章危害的

反思，更多的只是他人的安全是次

要的、掏钱交罚款实在太冤枉、算算

自己的驾照能再扣几分、借驾照消

分之类为自己开脱和找门道之言，

真的让人不寒而栗。

司机的超速、酒驾、乱加塞变道

等违章驾驶行为，是交通事故发生

的最主要原因。无数交通事故表

明，司机如果不绷紧交通安全这根

弦，最终会被“老虎”所伤。笔者在

这里还要提醒路人，当你看到“玩老

虎”的人时，虽然从外观上无法分辨

他们的技术优劣，但只要牢牢记住

四个字“各行其道”，被“玩老虎”者

伤到的几率，就会降低很多。6

自6月中旬开始，连云港市灌云县交警大队推出交通违规“优惠
券”，市民违章被罚时，凭券罚款可以打5折，还可以借别人的券免罚，
借此提高市民的交通安全意识。6 图/陶小莫

北京天坛医院急诊室日租金22元的院方病床只

有 51张，有“床贩子”借机以每天 300元至 500元的价

格向家属租床。（据7月5日《北京晨报》）
“病人家属和商贩不好分辨，监管很难”，天坛

医院的这种解释不是狡辩，但不能让人信服：为什

么不配备足够数量的低价床来满足需求呢？这样

一来，“床贩子”就没了市场，也不会出现监管难。

该走的“号贩子”还没走，不该来的“床贩子”又来

了，作为服务主体的医院忘了本来，是一个重要原

因，医院商业习气太浓，各种商贩才有空可钻。杜

绝穿行在医院的各种“贩”，需要双管齐下：既要“依

法”打击，更要强化医院的服务意识，才能最大程度

减少各种可“贩”的机会。6 （张国栋）

掘地寻天

及时管住“床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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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粮为安 衣被天下
——河南科技学院现代生物育种河南省协同创新中心发展纪实

□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姚刚 吴玲玲 牛艳芳

源于农、兴于农。作为我国最早
从事育种与作物栽培的单位之一，
2012年，河南科技学院因势而动、顺
势而为，以实现国家“2011计划”提出
的人才、学科、科研三位一体创新能力
提升为目标，在多年与高等学校、科研
院所、企业合作开展项目研究、人才培
养的基础上，获批成立了现代生物育
种协同创新中心（以下简称中心），创
新合作与运行机制，聚集了一批高水
平的研发创新人才，引入育种现代生
物技术，搭建科学研究平台，建立示范
推广基地，组建技术服务队伍，实现了
基础研究、品种培育、示范推广、种子
销售、技术服务一体化，人才培养、科
学研究、社会服务全面化的良性循环，
为中原经济区建设和农业发展提供了
品种支撑和人才保障。

协同创新大目标：勇挑重担
敢为先 绿色增产保国安

“无农不稳，无粮则乱”。粮棉油不
仅是人们的基本生活需求与保障，而且
关乎国家的经济和政治稳定。大力发
展现代生物育种既是农业科技创新的
必由之路，也是保障我国粮食安全和农
产品中长期有效供给的必然选择。国
务院在《关于加快培育和发展战略性新
兴产业的决定》《关于印发生物发展规
划的通知》等多个文件中多次强调要

“着力培育生物育种产业，积极推广绿
色农用生物产品，促进生物农业加快发
展。推进生物制造关键技术开发、示范
与应用”，“要提升生物育种的核心竞争
力，大力开发主要农作物等的高产、优
质、多抗、高效新品种”，“集中优势资
源，实施一批科技重大项目，重点加快
生物育种产业化发展。”

“根据国家和河南省战略性新兴
产业发展需求，得益于河南省委省政
府以及省教育厅、省财政厅、省科技厅
的大力支持，我校牵头成立了现代生
物育种协同创新中心并入选国家

‘2011计划’协同创新单位。”在谈到
中心成立过程时，河南科技学院校长
李成伟说，“中心以粮棉油协调发展及
国家生物种业安全重大战略需求为导
向，以解决生物育种关键科学问题与技

术难题为牵引，以培育优异品种、优异
品种大面积推广和提高农民收益、推动
农业现代化为目标，坚持现代生物育种
领域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学研究‘三
位一体’协调发展，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保障国家种业安全和促进粮棉油安全
生产，推动河南省生物育种技术进步和
优良品种产业化，为保持河南农业的领
先地位提供有力支撑。”

紧紧抓住“建成国内一流、河南领
先的现代生物育种高端人才汇聚平台、
复合型创新人才培养基地、协同创新机
制实验区、服务地方经济示范区”的发
展定位，中心明确了发展目标，包括突
破小麦杂种优势利用、春棉、短季棉杂
交种和特优长绒棉、高油花生等优异种
质创制技术难题，育成并推广一批小
麦、棉花、花生、大豆等主要作物的高
产、优质、多抗、高效新品种，满足农产
品高效益、多样化、有机化需要，其中杂
交小麦亩产提高100斤以上；棉花、花
生的每亩收益提高150元以上；建立和
优化现代生物育种共性技术体系，提升
河南省生物育种技术水平；创建高层次
学科平台，培养一批从事作物品种选育
与技术服务的高层次专门人才，服务河
南经济发展；以品种为技术要素，培育
省级以上种子产业化龙头企业3-5家，
推动相关产业行业发展等。中心通过
人才聚集、机制创新、搭建平台、合作攻
关、示范推广等措施在实现目标的过程
中勇担重责、全力以赴。

协同创新大能量：人才汇聚
实力强 开放协作平台足

承担国家 973 计划、国家 863 计
划、国家转基因生物新品种培育重大专
项、国家科技支撑计划、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等省部级以上科研项目50余项，
承担产学研横向合作项目30余项……
自建立以来，中心正以势不可挡的势头
开展科技创新，为提升国家粮棉油供给
能力大展身手，而一切成就背后的关键
就是高端人才引育和团队建设。

栽下梧桐树，引来金凤凰。中心
汇聚创新人才90多人，包括中国工程
院院士4人，国家杰出青年、千人计划
2人，中原学者 3人，河南省科技创新
杰出人才 2人，河南省学术技术带头
人5名；设立创新平台5个和创新团队
7个，中心已形成一支年龄、职称、学

历、专业结构合理、创新能力强的科
研、推广梯队。

星多天空亮，人多智慧广。与中
国农业科学院棉花研究、河南省农业
科学院经济作物研究所等协作，为中
心提供了学术队伍、实验平台、技术支
撑和人才培养等支持；与河南华丰种
业科技有限公司、新疆德佳科技种业
有限公司等协作，为中心提供了实验
场地、学生实践培养基地及品种示范
和产业化支撑；与美国东卡罗莱纳州
立大学等国外有关高校和科研机构开
展深入合作研究，推动了中心基础研
究若干领域进入国际先进行列。

当前，中心拥有一级学科博士点2
个、二级学科博士点1个,一级学科博
士后科研流动站 2个,河南省重点一
级、二级学科10个，硕士学位授权一级
学科1个、硕士学位授权二级学科4个；
国家重点实验室1个、部级重点实验室
3个、省级重点实验室3个、河南省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2个、河南省工程实验室
2个、河南省高校创新平台6个，4个河
南省科技创新团队、省高等学校科技创
新团队、省高等学校教学团队。

通过与协同单位资源整合，提升
了承担重大科研攻关能力，形成了校
企合作新模式，缩短了新成果的转化
周期，提高了新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国
审“百农矮抗58”是我国目前第一大小
麦品种,年种植面积连续四年超4000
万亩，累计种植 2.6亿亩；自主培育的
另一国审小麦品种“百农207”被列为
河南省重大科技专项，成为首推小麦
播种品种和国有主导品种；创制出小
麦温敏雄性不育系BNS，为我国主产
区杂交小麦的选育及应用奠定了基
础，获国家 973、863计划和河南省重
大科技专项支持；棉花新品种百棉

“985”参加国家黄河流域区域、生产试
验产量连续三年第一；特优长绒棉“百
棉长 6”，填补了我国纺 300支以上高
档纱的棉花品种空白；国审棉花新品
种“百棉 1号”和“百棉 985”、“百棉 5
号”，在全国大面积种植并推广到吉尔
吉斯斯坦等中亚国家，学校牵头建立
了以棉花品种为主体的“中国河南—
吉尔吉斯斯坦农牧业科技示范园区”；
根据河南省人民政府制订的河南省参
与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 21世纪海
上丝绸之路的实施方案，中心承担的

“面向中亚五国的棉花、玉米现代种业
技术示范与产业化”被河南省科技厅、
河南省财政厅列为 2016年度河南省
重大科技专项；培育高产、早熟、高油
系列花生新品种 7 个，新品种“远杂
9847”转让100万元……

协同创新大提升：创新机制
基石稳 运行规范发展畅

工作有实效、事业有发展的先决条
件是破除协同创新单位在人才、学科、
科研、资源等方面的体制机制壁垒。中
心按照“整合创新资源、协作开放共享、
产学研用结合”的原则，以社会需求为
导向，目标任务为牵引，建立了“人事聘
用灵活、资源成果共享、多方协同攻关，
有利于不断提升中心人才培养、学科建
设、科学研究三位一体协同创新能力的
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

中心实行“理事会＋管理委员
会＋中心主任＋创新平台”四级组织
管理模式，建立人才政策“特区”，为

“中心”设立专职科研管理岗位，“按需
设岗、分级聘任、合同管理、优劳优酬”
的人事管理制度和“一人一策，一事一
议”的聘任形式。

在人才培养方面，中心实行本科
生、硕士生采用“双导师、双基地、双技
能”人才培养模式；研究生采用本硕连
读、硕博连读等人才培养模式；设立杰
出青年科学基金项目的青年教师培养
模式。实施了创新社会服务的“三进”
新模式，即学生——进村头：了解农
村，增强使命感；进地头：了解农业，送
科技下乡；进屋头：了解农民，提高农
民素质。教师——进企业：从企业找
课题，建平台；进政府：从政府找课
题，为政府解难题；进示范区：展示推
广成果，加快成果转化。

科研评价方面，“以项目定任务，以
任务定岗位，以岗位定薪酬，以绩效贡
献定奖励”，建立了有效的科研绩效评
价办法和机制，实行“年度考核，先期支
付，聘期兑现”的奖励制度。同时将学
风建设作为一项重要指标纳入创新团
队考核，将科研诚信纳入团队成员的年
度考核，并建立科研诚信档案，营造了
有利于协同创新的良好文化氛围。

为保障优质资源共享，中心以创
新平台为主体，实行仪器设备“产权不
变，统筹使用”，研究力量“学科交叉，

按需调配”。
通过管理体制和运行机制的不断

改革优化，用良好的激励机制提高创
新动力，用多层次的交流合作促进思
想碰撞，中心营造出自由开放、团结合
作的精神风尚和鼓励创新、宽容失败，
注重协同的创新氛围。学校负责科研
工作的副校长何松林认为：“科学、规
范、高效的体制机制大大地激发了中
心的动力和活力，提升了中心谋事创
业的效率，推动了各协同单位之间的
交流合作、深度融合、资源共享和成果
共有，为中心建成国内一流、河南领先
的现代生物育种平台发展目标打下了
坚实的基础。”

协同创新大作为：“三位一
体”融合巧 成效显著硕果丰

截至2015年底，承担科技部项目
“黄淮棉区抗病及转基因早熟棉花新品
种培育”“黄淮棉区强优势棉花杂交种
的创制与应用”“河南省粮食核心区高
产、稳产、优质小麦新品种选育”，农业
部“高产高油花生新品种培育与扩繁”
等国家级、省部级项目36项；发表论文
123篇，其中SCI收录41篇；授权发明
专利2项、实用新型专利6项；出版著作
8 部；审定百农 207、百农 418、百棉
985、百棉9号、百棉15号、百郑薯2号、
豫花33号、豫花34号等通过国审和省
审定作物新品种8个；2014-2015年，
小麦矮抗58推广7500万亩，社会效益
600000万元；小麦百农207示范和推
广100万亩，社会效益8000万元；百棉
1号、百棉2号、百棉3号、百棉5号、百
棉 985 等推广 375 万亩，社会效益
84000万元；花生新品种“远杂984”生
产经营许可费100万元……在各协同
单位的共同努力下，中心捷报频传、喜
讯连连。一串串数字见证着中心在科
技创新、成果转化和社会服务方面的累
累硕果。

除此之外，中心在学科建设和人
才培养方面也卓有成效。以作物学省
级重点学科为依托，以重大科研任务
为载体，在卓越农林人才培养、博士后
研发基地建设等方面取得了一系列成
效，促进了学科的快速发展。

中心创建“学科到农户”的一体化
教学载体，以基地为纽带，实现本科学
生参与学科研究、成果转化，企业示范

推广及农户服务整个过程；在实施研
究生教育协同创新联盟中，2014年联
合硕士研究生21人，送美国东卡罗莱
纳大学联合培养研究生 1人，国内联
合培养研究生 3人，在校硕士研究生
54人；建立科教合一、学做合一的教学
实习基地共22个；派出团队人员到国
内外优势科研院所进行合作研究、进
修10人次；2名教师获得博士学位，2
名教师正在攻读博士学位，7名青年教
师进入博士后流动站；中心骨干成员
还获得“中原学者”“全国杰出专业技
术人才”“全国优秀共产党员”“河南省
优秀青年科技专家”“河南青年五四奖
章”“河南省科技创新先进个人”等荣
誉称号。

中心以学科优势带动专业发展，
专业基础推动学科建设，资源共享，互
相融合，真正达到教学与科研相互促
进，学科与专业共同发展的目的，探索
出了一条学科专业一体化建设的有效
途径。同时将科研、学科、技术和产业
优势转化为人才培养优势，为社会发
展持续输送创新型人才，实现了“人才
培养与社会需求、科研与生产、成果与
产业、学科建设与社会服务”四个结
合，提高了学校“人才、学科、科研”三
位一体建设水平。

河南省教育厅、河南省财政厅设
立的协同创新中心专项抓住河南创新
的关键，批准成立的“现代生物育种河
南协同创新中心”，为河南省三大国家
战略的实施，确保河南省乃至黄淮地
区粮食安全、衣被天下搭建了平台，凝
聚了团队，激活了机制，促进了产学研
的深度融合与人才培养、学科建设、科
学研究的有效协调。

“通过中心的建设与运行，建立高
校、政府、行业、科研机构、企业高效协
同科技创新机制，构建政产学研用结
合人才培养模式，建成高水平科技创
新平台，形成组织管理、资源配置、绩
效评价等新体制和机制，形成理论研
究、技术开发、成果转让和市场反馈的
创新链条，从而达到理论研究更加深
入，产品更有核心竞争力的良性互
动。通过建设，人才队伍不断壮大，人
员有效交流合作，学科交叉融合，也有
效增强了中心可持续发展的能力。”中
心主任、河南科技学院党委书记王清
连对协同创新有更大的期待和信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