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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史晓琪

这是一场别开生面的新书发布
会。3月 1日，河南财经政法大学一
个报告厅里，经济学教授樊明带着
24 名本科生举行了师生合作专著
《教育、劳动市场表现与教育政策》新
书发布会。这也是该校就业指导处
主办的“创客堂”的第17期活动。

多名参加新书发布会的同学表示，
这本新书值得关注，但更值得关注的，
是樊明教授身体力行的教育创新之路。

一场别开生面的新书发布会

台上，新书的学生作者统一着装，
依次为大家讲解自己负责章节的核心
内容。一张张青春自信的脸庞，一个
个有理有据的观点，展示了当代大学
生的风采和创新思维。台下，同学们
兴趣十足，感叹没有白来。

一名教授和 24名本科生合著，
这是一本什么样的新书？

该书主题是讨论我国的教育政
策。学以致用自古以来为中国教育
者所追求，而在市场经济时代，教育
的一个基本目标是让学生在劳动市
场有良好的表现，这一思路可反过来
审视教育本身，即今天的教育是否真
正能够有助于学生在劳动市场有良
好的表现。这是一个重要的话题，也
是一个不容易说清楚的话题。

樊明教授和学生们为了把这个
话题说清楚，花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
全国 20个省市区进行问卷调查，共
完成有效问卷17978份，受访者包括
城镇居民、农民工、民村居民、企业界
人士等。在此基础上，该书提出了不
少有价值的观点和建议：创新能力有
助于改善就职者的劳动市场表现；沟
通能力、表达能力、团队精神和领导
才能有助于改善就职者的劳动市场
表现；要谨慎推进政府组织的针对农
民工的培训等。

中国劳动学会劳动科学教育分
会会长曾湘泉教授说，这是一本谈教
育更是做教育的书，这本书的研究过
程本身也是在探讨教育。中国的大
学只有切实培养出富有批判精神和
创新能力的人才，中国的教育才能获
得真正的进步。

一条充满希望的教育创新路

樊明教授带着本科生写书已不
是第一次了。

本着“凡非原创，概不入书。观
点可以不正确，但不可以不原创”的
原则，从2008年开始，师生们至今已
合作了 8本专著：《退休行为与退休
政策》《生育行为与生育政策》《种粮
行为与粮食政策》《房地产买卖行为
与房地产政策》《收入分配行为与政
策》《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

行为与对策》《中西部工业化、城镇化
和农业现代化：处境与对策》《教育、
劳动市场表现与教育政策》。

这8本书，本本探讨的都是现实
问题、热点话题。

樊明说，我很欣慰，因为通过写
书改变了一些学生，培养了他们的批
判精神和创新能力，让他们享受研
究、享受发现。不是每位老师都要教
学生写书，但一定要教学生创新；也
不是每位学生都要学习写书，但一定
要学习创新。老师只要有创新教育
的理念，都可以自己个性化的方式把
创新教育融入教学中去。

参与写书的学生也都受益匪
浅。田志浩说：“写书十载，樊老师觉
得‘最好的师生关系并不是老师无私
奉献，而是师生相互成全’；一年忙
碌，我体会到‘只有不计回报的付出，
才能得到意想不到的收获’。”

周文婷说：“难以忘记，在青海做
调查时那湛蓝的天空；难以忘记，与
老师争论问题时的面红耳赤；更加难
以忘记，彻夜改稿的老师疲惫又坚定
的身影。是樊老师为我开启了一个
未知的世界，激励我不断前行，不断
成长，最终遇见了更好的自己。”

“我还会继续努力。今年已经组
织了全国范围的关于农村扶贫和土
地流转的调查，未来我的学生和我还
有两部新作将问世，十全十美。”60
岁的樊明教授说。⑥5

河南织密
全民医保幸福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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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王平 实习生 侯宜坦

今年的两会政府工作报告指出：
“城乡居民医保财政补助由每人每年
420元提高到450元，同步提高个人缴
费标准，扩大用药保障范围。在全国推
进医保信息联网，实现异地就医住院费
用直接结算。完善大病保险制度，提高
保障水平。”

河南作为户籍人口大省、农业大
省、流动人口大省，保障和改善民生、将
基本民生底线兜牢兜好是我们的首要
目标。近年来，我省注重发挥医保在深
化医改中的基础性作用，突出医疗、医
保、医药联动改革，探索建立多层次的
医疗保障体系，多项工作走在全国前
列，着力为中原百姓织密了一张社会医
疗保障网，亿万城乡居民在看病就医、
健康保障上拥有了实实在在的获得感
和幸福感。

从“普惠”到“特惠”的多
层次医保体系

2016年 3月 14日，家住焦作市中
站区的贫困户靳冉喜，因心肌梗塞入住
焦作市人民医院。令全家人没想到的
是，住院两个月后的费用报告单显示，
总花费 41549.5 元，合规医疗费用为
36664.01元，除去新农合基本医保和大
病保险一共报销了 16754.98 元以外，
大病补充保险又再次报销了10227.22
元，报销比例较以往提高了27.8%。

“多报销的这一万多块钱，能顾住俺
爸妈近半年的生活费了。”谈到父亲享受
到了困难群众大病补充医保带来的“福
利”，女儿靳敏霞难掩内心的感激。

迈向全面小康，贫困是绕不过去的
障碍，疾病是挡住路程的顽石。根据最
新统计，截至2016年底，我省农村贫困
人口中因病致贫、因病返贫比例达到
51.59%。2014年，焦作市率先启动困
难群众大病补充保险试点，对困难群众
看病医疗费用经基本医保、大病保险报
销之后，再次给予报销“减负”。从
2017年 1月1日起，这项制度在我省全
面推开，领先全国。

根据实施意见，我省对建档立卡的
贫困人口、特困人员救助供养对象、城
乡最低生活保障对象等三类人群购买
大病补充保险，实行省级统筹，按照人
均 60元标准筹集资金，全部由财政负

担，群众不需交纳一分钱，起付线设为
3000元，报销不设封顶线。这意味着，
更多贫困家庭“看得起大病”的愿望正
在变为现实。

这项重大惠民举措，实现了健康扶
贫与精准扶贫的有机衔接，更反映出了
我省探索实施从“普惠”到“特惠”的全
民医保体系的制度性创新。

基本医保保底作用充分发挥。截
至目前，我省全民医保基本实现全覆
盖，参保人数突破 1亿人，参保率持续
稳定在 98%以上，居民基本医保住院
费用政策范围内报销比例达 75%左
右，城乡居民基本医保制度完成整合，
一亿人口“病有所医”有了“兜底线”的
制度保障。

大病保险全面铺开。我省自2014
年10月1日、2015年1月1日先后启动
新农合和城镇居民大病保险，并率先实
现省级统筹、即时结算。今年1月1日，
整合后的城乡居民医保大病保险年度
最高支付限额升至 40万元，高额医疗
费用患者看病负担将再次减轻。

与此同时，我省已初步建立起基本
医保、大病保险、大病补充保险、医疗救
助、疾病应急救助、商业保险、慈善救助
等衔接互动的多层次医保体系。得益
于这张越织越密的全民医保“网”，曾经

“一人得大病、全家陷困境”的现象大大
缓解。

严控费、惠民生的支付制
度改革

医保支付制度改革是牵住“看病
贵”牛鼻子的重要举措。我省一直把支
付制度改革作为推动医改的重要抓手，
利用医保调控手段，规范医疗行为，目
前已基本建立起以总额预付、按病种付
费为主的复合型付费方式体系，实现了

“要医疗机构控制费用”向“医疗机构要
控制费用”的转变。

——43 个重特大疾病按病种付
费。自 2009年以来，我省在市、县、乡
级医疗机构开展总额预付的基础上，
率先在宜阳县、息县等地开展了按疾
病分组分类支付办法，获得世卫组织
的高度称赞。2016年，全省对43个重
特大疾病实行按病种付费，覆盖所有
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实行“同级同病同
质同价”，促进了医疗机构加强自我管
理，有效遏制了不合理用药和大处方、

大检查。
——25个常见病种定额补偿。为

促进分级诊疗制度建设的有序进行，引
导群众科学有序就医，我省在 2014年
筛选了 25个常见病种实行定额补偿。
针对老年性白内障、慢性鼻窦炎、剖宫
产等常见病，不分城乡、不分层级，看病
报销均实行“一口价”，避免了病人盲目
转诊，合理引导小病、常见病留在基层
就医。

支付方式的改革，不但遏制了医
疗费用的过快增长，缓解了医保基金
透支压力，更多的是规范了医疗机构的
诊疗行为，提升了医保基金的使用效率
和医疗机构的精细化管理水平，真正让
患者看病得到实惠。这些监管措施，
如今已成为贯穿全民医保制度的“防
火墙”。

领跑全国的跨区域异地
就医直接结算

如果说多层次的全民医保体系让
看病更有“底气”，那么跨区域的异地就
医直接结算，则让百姓切身体会到了看
病的方便与快捷。

我省新农合自2006年就开始探索
跨省就医报销，门诊看病跨区域即时结
报、参合农民外省住院享保底补偿等多
项工作走在全国前列。截至 2015 年
底，全省开展跨区域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的省、市医疗机构达到 195家，仅当年
享受跨区域即时结报的住院参合患者
达136.29万人次，跨区域异地就医直接
结算已成为参合患者常态化的补偿模
式。

着眼河南是劳务输出大省的特点，
信阳市固始县从2006年率先为本地参
合农民在省外指定农民工定点医疗机
构就医，实行即时结报。从2007年起，
我省相继在北京、江苏、陕西、山东、福
建、广州、深圳等地设立了近百家农民
工定点医疗机构，外出务工农民可以就
地就诊、就地报销，并享受与原籍地县
级医疗机构同样的报销补偿政策，受到
社会各界的广泛赞誉。

结合当地参合人员就医习惯，我省
周口市及范县、永城市、睢县、民权县、
虞城县、夏邑县等地还在杭州师范大学
附属医院、徐州医学院附属医院、山东
聊城市人民医院、上海远大心胸医院等
外省医院开展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
试点，参合人员在这些医院均可享受

“即出院、即报销”。
与此同时，作为居民健康卡全国发

放的首批试点地区，河南也是全国唯一
以省为单位进行全面推进的地区。如
今，全省 18个省辖市已全部开展居民
健康卡信息建设工作，从省到村的卫生
信息化建设全面提速。

“让人人公平享有社会医疗保障，
实现异地就医直接结算，是广大百姓
的期盼。”省医改办专职副主任张若石
表示，建立高效运行的全民医保制度
是医改“十三五”规划的重要内容。“下
一步，我们期待国家相关政策的出台，
严格落实各级各类医疗机构功能定
位，完善家庭医生签约服务配套政策，
统筹推进跨省异地就医直接结算，让
全面整合的城乡居民医保制度发挥出
更多优势。”⑥5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教授樊明带领本科生近 10年写出 8本
书，身体力行探索教育创新之路，他认为——

最好的师生关系是相互成全

聚焦

□本报记者 温小娟

3月 5日，一部由河南本土团队
创作的纪录片《盲猴》登陆美国国家
地理频道，成为我省首部登上国际主
流纪录片媒体平台的纪录片。“这不
仅是对我们作品的肯定，也反映出西
方观众对河南风土人情的喜爱。”该
片拍摄团队、河南华之杰文化传播有
限公司负责人王崇茂说。

视角：盲猴生命凸显自然生态

据了解，《盲猴》历时3年完成，这
部50分钟的自然类纪录片通过生动
的故事、唯美的画面、感人的细节真实
记录了一个双目失明的小盲猴在恶劣
的自然环境中艰难成长的故事。

该片导演海金星介绍，片子在济源
市五龙口镇拍摄，那里生活着许多野生
猕猴。一个偶然的机会，拍摄团队在五
龙口发现了一只双目失明的小盲猴。
对于猴子来说，没有视觉就无法奔走跳
跃，只能依靠母猴喂养。随着盲猴的长
大，母猴从未放弃它。“出于本能，我们
开始跟踪拍摄这只小盲猴，一是盲猴出
现的几率极小，我们想与它一起面对未
知的生命历程；二是想通过这群猴子，
展现我们太行山优美的自然风光，也让
观众在这部作品中感受到生命的坚韧
与顽强。”海金星说。

在摄制组的镜头中，小盲猴一天

天长大，开始学会爬行、上树，学会寻
找食物。当地最高海拔 1800米，冬
季最低温度达零下 10摄氏度，小盲
猴不仅要抵御寒冷和食物匮乏，更要
时刻面临母猴再次怀孕的不利消
息。“按照猴子的习性，如果猴妈妈再
次怀孕，她很可能会放弃小盲猴让它
独自生活，小盲猴未来的命运将会怎
样，正是这部纪录片最大的悬念所
在。”该片另一位导演叶静说。

意外：片花获得业内青睐

2014年10月，华之杰制作团队将
拍摄内容制作成一部5分钟的片花，报
送中国最大的国际纪录片节——广州
国际纪录片节。原本就是想展示一
下，没想到小盲猴的故事引发了众多
国际买家以及纪录片专家的关注，其
中就包括曾经以影片《罩袍下的世
界》获得艾美奖的英国著名纪录片制
作人史蒂芬·赛登伯格。在史蒂芬·赛
登伯格先生的引荐下，来自河南的团

队与西班牙制作团队共同完成了《盲
猴》的拍摄和制作。

2016年 9月，《盲猴》在四川“金
熊猫”国际纪录片节上获得自然与环
境类纪录片提名奖，评委评价说：“这
个片子选材很特别，让人们在了解动
物世界的同时，也告诉了我们同情和
怜悯不是人类所独有的。”

领悟：河南故事的全球化表达

尽管是一次意外之举，但也给拍
摄团队带来深深的思考——如何用
国际化的表述方式传播中国故事。

在BBC工作多年的美国著名摄影
师摄像米切尔·法卡斯说，随着中国在
国际舞台上大国地位的确立，纪录片日
益成为展现中国软实力、塑造国家形象
的优良载体。《舌尖上的中国》《超级
工程》等吸引了大批国外观众。我们
觉得以真实的影像记录中国的自然
生态，展现不易看到的影像，都是为
国家形象推广注入鲜活的元素。

王崇茂认为，目前国家印发了
《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
展工程的意见》，还接连出台一系列
大力扶持国产纪录片创作的利好政
策，为国产纪录片的创作与生产带来
勃勃生机。此次《盲猴》的成功为河
南纪录片国际合作提供了宝贵经验，
坚定了用纪录片助力河南文化走出
去的信心。⑥5

“小盲猴”走出国门讲述河南故事

热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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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时三周的河南珠宝行业更具竞争力

品牌和受公众喜爱的十大匠心产品消费者

推选活动，即将落下帷幕。活动期间，近百

万张的读者投票和积极互动，充分表明了

我省广大消费者，对于参与该项活动的多

家珠宝品牌的了解、支持和肯定。

造型美丽璀璨夺目或奢华绚丽或简约

温馨的一件件珠宝首饰，是扮美我们生活

让我们心情愉悦的好伙伴。尽管这两年，

我国的珠宝行业在经历了将近20年的快

速发展之后，步入了一个增幅相对缓慢的

行业调整期。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在产品

同质化差异化缺乏的当下，还是有着许多

优秀的珠宝品牌，在产品原创、新品系列研

发、聚焦放大单品、下沉销售渠道上，做出

了自己积极的努力，也收获了丰硕的果实。

广大的消费者，是能够通过一件件精

美的珠宝饰品，亲身感受得到他们的努力

和付出的。所以，河南日报的读者，用自己

对珠宝品牌的真实认知亲身体验，对于自

己了解和喜爱的珠宝品牌，用积极投票的

方式，给予了充分的肯定。

祝我省珠宝行业健康发展，兴旺蓬勃。

“十三五”河南珠宝行业
更具竞争力品牌榜单

周大福 怦然心动系列 周大生 星芒 铭心珠宝 爱筑系列

中国黄金 投资金条金鑫珠宝“精灵”宝贝

梦祥银 梦祥宝宝
聚宝楼 密玉《十一面观音》

金美福 疯狂动物城

受公众喜爱的十大匠心产品榜单

乾昌珠宝 童话城堡 慕光珠宝 桃花女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