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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发创新主体活力
——谈谈怎样建好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之一

凌晨四点半的哈佛

□谷建全

激发创新主体活力是加快自主创新示范

区建设的核心所在。企业是市场发展的主

体，更是创新的主体。如果说自主创新示范

区是一个精心设计、布景优美的舞台，作为创

新主体的企业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其创新

活力是否强劲，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这场气

势磅礴的宏伟大剧能否演出成功。近年来我

省通过优化发展环境、搭建创新平台、培养创

新人才、培育创新型企业群体，企业创新活力

有了大幅提高。但是长期以来受资源导向型

的路径依赖、短缺经济下的规模扩张、政府主

导下的政策红利以及整体市场发育程度不高

等多种因素的影响，与先进发达省份相比，我

省企业创新活力不足一直成为实现创新发展

的瓶颈，也是当前深入推进郑洛新国家自主

创新示范区建设亟须破解的难题。

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必须突出企业的主体

地位。企业在推进产学研合作、促进科技与

经济结合中处于关键环节和核心地位。强化

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要促进创新资源向企

业聚集，引导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扶持企业建

立研发机构，充实企业研发力量。要探索多

主体投入、多样化组建、企业化运作的方式，

构建以市场需求为取向、以企业为核心的产

学研新模式，支持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

发投入、科研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要分

类施策，支持创新龙头企业做大做强，激励传

统大型企业向体制机制创新要活力，扶持科

技型中小企业实现裂变式增长。

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必须强化市场的决定

作用。市场是促进竞争、激励创新的根本动

力。要尊重市场经济规律和企业发展规律，

着力构建发展目标合一、功能优势互补、动力

同向联动、运行有序规范的新型政企关系。

要优化政府服务，切实减少审批事项、简化审

批程序，开辟创新“绿色通道”，营造公平、开

放、透明的市场环境。要建立创新容错免责

机制，形成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制度、政策、

法律环境。要把科技创新、制度创新和体制

创新兼容在一起，以体制机制改革促科技创

新。要着力打造创新创业生态体系，形成创

新要素流动充分，技术创新、业态创新、商业

模式创新踊跃的创新热土。

激发创新主体活力必须依靠开放的强力

助推。开放是倒逼体制创新、激发创新活力

的重要途径。要牢固树立开放意识，构建开

放合作体系，广泛汇聚创新资源。要充分发

挥示范区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中的区位优

势和交通枢纽优势，拓展创新合作的深度和

广度，积极融入全球和全国创新网络。要推

动拼土地、拼资源、拼政策优惠的开放方式向

拼市场环境、拼办事效率、拼服务水平的方

向发展，以创新增量激活创新存量。要把开

放式创新放在突出位置，实现引资引智相结

合，引进或共建一批新型研发机构、技术转

移机构、技术服务机构，实施跨区域协同创

新合作。要鼓励企业走出去，探索在全球范

围内产业价值链整合的新模式，打通从基础

研究、应用研究到孵化中试和产业化的创新

链条。4（作者为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
中心主任）

□刘婵

凌晨 4点多的哈佛大学图书馆里，灯火通

明、座无虚席，莘莘学子“一个萝卜一个坑”，

静静看书、认真思考、埋头苦读……朋友们一

定不会忘记这篇曾经在各大网络平台上疯传

的 10 万+神文，或许你还瞬间如同打了鸡血

一般转到朋友圈，配上一两句“向哈佛人致

敬，从明日起发奋”的豪迈誓言，抑或是毫不

犹豫转给自己正在上学的孩子，不忘叮嘱两

句：“看看人家是怎么学习的，就你这样还想

上哈佛？”

可最近一个叫李柘远的 90后年轻人告诉

世人：这一切都是造谣！李柘远去哈佛念

MBA之前，在微博上问网友“最想知道关于这

所大学的哪些事”，结果不少人请他“验证”哈

佛图书馆凌晨的景象。于是，李同学带着这

个问题进行了官网资料查询、学生现身说法、

图书馆实地走访三步调研，发现哈佛几乎所

有图书馆都在零点前闭馆，绝不可能学到后

半夜，不少学生表示“学习效率更重要，熬夜

没有必要”、“还有其他更重要的事情做”。

由此可见，网上热传、国人热捧的“哈佛

凌晨四点半图书馆的景象”，只是一个不存在

的想象，一个彻头彻尾的谣言。透过谣言心

理学视角，我们知道谣言产生的两个基本条

件：第一，故事的主题必须对传谣者和听谣者

有某种重要性；第二，真实的事实必须用某种

模糊性掩盖起来——两者缺一不可。

这样一来，就很好解释这则谣言如何会

产生了。悬梁刺股、闻鸡起舞、焚膏继晷，自

古以来国人就有勤奋好学的传统，折射到当

下就是学业负担过重的应试教育、愈演愈烈

无休止的被迫加班。此时有人臆想出大洋彼

岸一所知名大学的精英们也是如此“废寝忘

食”，首先激发起强大的同理心，你看大家都

是这么累；同时更是一种强烈刺激，比你天分

好的人比你还努力，怎么能忍？

更重要的是，被公认为是当今世界最顶尖

的高等教育机构之一的哈佛，走出了 8位美利

坚合众国总统，几十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是多

少人梦寐以求的学术圣殿。于是一些人以哈

佛教育的世界性杰出成就套上中国式思维的

论证，把自己所看重的以“刷夜”为荣、牺牲健

康也在所不惜等类似畸形的价值观当作制胜

砝码，强加于一个遥远对象，反正没有多少人

会像李柘远一样有机会、有能力去一探究竟。

其实那篇 10 万+神文还杜撰了很多所谓

的哈佛校训，譬如“此刻打盹，你将做梦；而此

刻学习，你将圆梦”，这当然也只是造谣者的

一厢情愿了。哈佛大学真正的校训是拉丁文

“VERITAS”，即中文“真理”的意思。由此我

想到，没有人能随随便便成功，这话固然也是

真理，然而真理向前一步即是谬误。强调勤

奋没错，一旦超过适当的度，或一定的临界

值，例如人的生理极限，就有可能走向极端、

形成谬误。在这个人人“感觉身体被掏空”的

时代，不要再盲目崇拜“哈佛凌晨四点半的图

书馆”了，也不要以学习、工作时长衡量一个

人刻苦、勤奋与否，那显然是一个不太明智甚

至有点愚蠢的方法。4

编者按 郑洛新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获

批建设是我省的大事，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
对河南改革发展的关心与厚爱。建设示范
区，是河南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重大机
遇和重要实践，必将对贯彻落实创新发展理
念、引领支撑河南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
响。推进示范区建设，既需要挥汗实干，又需
要开动脑筋，还需要大力解放思想。本报从
今日起，邀请有关方面专家谈意见、献良策，
以期凝聚共识、群策群力，深入推进示范区建
设。2

公元前 536 年，郑国子产铸刑

书于鼎上，完成中国历史上第一次

公布成文法的创举，晋国叔向写信

抗议，认为有礼制在，再加一套法

律，容易造成法度的混乱，让百姓莫知所从，并断

言“国将亡，必多制”。叔向却没有看到，礼制早就

歧义丛生，子产铸刑书正是制止多制，一统于法。

后世的法家对这个问题有更深入的阐述，韩非

子说：“法莫如一而固”，“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

所加，智者不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

善不贵匹夫。故矫上之失，诘下之邪，治乱决缪，绌

羡齐非，一民之轨，莫如法。”就是说，法令要统一，要

强制，无论是谁都要在法律的框架下活动。

武汉大学工学部第一教学楼不久前被拆除，这个

当时耗资近亿元的建筑，仅仅使用了16年，拆除它又

耗费1300万元，一建一拆，上亿元打水漂，让人心痛。

破坏了东湖风景，这个建筑不能不拆。但需要追问的

是，为何这个建筑能建起来？据报道，建设之初，就有

反对的声音，那反对的声音正是现在拆除的理由，可为

了解决当时校园小、不能容纳更多学生的问题，行政权

力便不顾风景区的和谐统一，建起了这幢楼。而像这

样的建与拆并非个案，桂林、张家界这些地方都曾经有

过，而更恶劣的是好些建筑建设之初都是违法的。

任何一件事情，都能找到这样那样的理由做

或不做。人情的原因，解决当前一些问题的原因，

都可能使一些拆东墙补西墙甚至是剜肉补疮式的

所谓建设上马，如何制止这些劳民伤财的行为，需

要科学的研判，需要法律的准绳。法一则固，严格

按法律约束权力，严格按法定程序办事，这样令人

心痛的事情才能越来越少。2 （吕志雄）

法一则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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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家住成都市新都区的张女士收到崇州

市检察院的《不接受强制亲职教育告诫书》对其无

故缺席亲职教育发出明确告诫，不接受强制亲职

教育累计两次，将启动强制程序。（见 9月 19日
《成都商报》）

很多时候，孩子出事，与家长的监护和教育不

力有着密切联系。亲职教育是对家长进行的如何

成为合格称职家长的专门化教育，检察机关要求和

强制当事人母亲接受亲职教育，不仅是在给家庭教

育补课，也是加强母亲监护责任和能力的一种途径。

成都市的这种亲职教育主要是针对出事孩子

的家长进行的，这显然不够，在未成年孩子保护方

面，还应该关口前移，防患未然，让每位未成年子

女家长都能接受到这样的亲职教育，强化监护责

任，掌握监护技巧，提升监护能力。4 （朱丹）

失职母亲该被强制教育

评论│07

海 南 有 如 此 独 一 无 二 的 自 然 、

人文资源，为放大资源禀赋，适应全

国人民日益旺盛的健康、养生、医疗

的巨大需求，目前由国务院批准在

海南博鳌乐城建设的国际医疗旅游

先行区是国际化健康、养生、医疗旅

游产业园区，分为“保健养生”和“医

学治疗”两大部分，享有含金量很高

的政策。

随着中国干细胞集团附属医院、

恒大原辰国际医学美容医院、国际医

学抗衰老中心、成美国际医疗中心等

14 个高端医疗康复项目的开工建设，

海南医疗健康服务水平整体得到较

大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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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昌位于海南中
部偏北，素有“海南中
部门户”之称，屯昌到
海口仅45分钟车程，属
于“海口一小时经济

圈”，是海南中部的交通枢纽。
境内拥有丰富的土地、热作、矿

产、森林、旅游等优质资源，素有“水
晶之乡”“南药之乡”“沉香之乡”“橡
胶之乡”“黑猪产业之乡”及“林业大
县”等美誉，“屯昌黑猪”“枫木苦瓜”

“屯昌香鸡”等特色优质农产品在岛
内外负有盛名。

屯昌是“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曾
荣获“中国健康养生休闲旅游名县”和

“中国魅力乡村休闲旅游名县”称号。
屯昌优越的区位优势和优质的

生态环境使得屯昌房地产成为全省
投资热点。近年来，吸引了来自全国
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消费者来

屯昌购房居住，开启他们旅游度假、
健康养生、避寒避暑、理财投资绿色
生态慢生活。

海南屯昌欢迎您！

2014年 8月，海南荣膺“世界长
寿岛”。海南省百岁老人比例和长寿
指数均位居中国前列，截至 2015 年
底，全省目前共有百岁老人2083人。
经论证研究，发现海南人长寿的八大
奥秘。

一、亚热带海岛 适宜气温 充
足阳光 丰沛水源

海南人长寿的主要原因是海南
岛独特的地理位置及其带来的优越
自然生态。海南四面环海，属于海洋
性热带季风气候区，提供了适宜人类
生存的前提条件——宜人的气温、新
鲜的空气和充足的水源。

二、优质空气 天然氧吧 空气质
量优 老年病少

海南空气质量堪称一流。据海南
省生态环境保护厅权威发布：2015
年，海南全省空气质量总体优良，优良
天数为97.9%。海南拥有全国超一流
的空气质量，空气含氧量高，堪称“天
然氧吧”。

三、洁净水质 水源清洁 呈弱碱
性 矿物质多

清洁的水源对于生命的延续至
关重要，海南在这方面具有独特优
势。海南饮用水呈天然弱碱性，既没
受污染，又含有硒等多种人体所必需
的微量元素。

四、森林覆盖率高 负氧离子多
灭菌杀毒

较高的森林覆盖率，也是专家公
认的海南人长寿原因之一。海南拥
有亚洲至今保存最为完整的热带雨
林 ，森 林 面 积 3199 万 亩 ，覆 盖 率
62%，是全国平均水平的2倍多。

森林繁茂，为空气提供了较高的负
离氧离子含量，而负离子本身对肌体具
有保护作用，能提高人体的免疫力。

五、土壤 硒含量高 可抗衰老
预防肿瘤

大自然为海南人长寿做了方方
面面的“准备”，连土壤也不例外。海
南形成于火山爆发，土层深厚、土壤

肥沃、有机质丰富，富含钾和硒等多
种微量元素。硒是一种非金属化学
元素，具有高抗氧化作用，能防止器
官老化与病变，延缓衰老。

六、饮食 生态食品 口味清淡
少炸煎烤

海南人饮食清淡，食物中海产品
特别是深海鱼类较多，荤素平衡，低
热量、低脂肪利于人体健康。

七、习惯 心态平和 粗茶淡饭
终身劳作

调查发现，百岁老人在生活习惯
上都有以下共同特征：一是心态平
和，凡事顺其自然；二是饮食节制，粗
茶淡饭；三是勤劳好动，终身劳作；四
是家庭和睦，子女孝顺。

八、人文 孝敬老人 家庭和睦
古风不绝

海南人长寿，既有自然地理环境
的原因，也有敬老孝老的人文文化要
素。海南自古就有百事孝为先、孝敬
长辈、注重家庭和睦的良好风尚。

海南荣膺“世界长寿岛”八大奥秘

海南中部明珠——屯昌海南将建成世界养
生胜地，国际一流医疗
旅游目的地，国家级医
疗旅游先行示范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