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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岳观察

□本报评论员 薛世君

日前，《河南省老年人权益保

障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发

布，征求意见稿与旧条例相比有不

少新变化、新亮点。既有 80 岁以

上老人可领津贴、博物馆等文化场

所对老年人免费，设置老年人休息

座椅等福利，也在家庭权益等层面

为老人“撑腰”。比如，对于当下常

见的“啃老族”，“意见稿”认为，有

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或者其

他亲属要求老年人经济资助的，老

年人有权拒绝；赡养人不得要求老

年人承担力不能及的劳动，不得违

背老年人意愿将老年人与其配偶

分开赡养。

按照传统观念，“啃老”行为、

违背老人意愿将爹娘分开赡养这

一类的“家庭内部矛盾”，是家庭伦

理行为，属于道德问题，公序良俗

之类的事情，还是“温情脉脉”一点

比较好，诉诸法律条文就有“撕破

脸”的尴尬。但遗憾之处就在于，

很多老人的权益因为没有法律撑

腰而毫无保障，有些子女就是对道

德约束视而不见，“啃老”者大有人

在，不孝者屡见不鲜。用法律为老

人权益上一道保险，十分必要。

法律与道德相得益彰，才能

支撑起社会文明与秩序的大厦。

没有法律，道德独木难支；没有道

德，法律也会左支右绌。一般来

讲，道德是法律正当性、合理性的

基础，道德所要求或者禁止的，往

往是法律做出相关规定的重要依

据，所以说大多数规范社会行为

的 立 法 ，都 是 道 德 法 律 化 的 结

果。而法律对道德有明显的促进

和保障作用，道德约束往往比较

模糊，评价标准无法精确量化，通

过立法把经济道德、社会道德，乃

至家庭伦理道德的一些基本要求

法律化，一方面可以强化道德的

价值诉求和规范实施，从而使良

好的道德风尚发扬光大，另一方

面 对 不 道 德 行 为 进 行 惩 戒 和 阻

止，保护正当的道德权益。

特别是当道德失灵的时候，法

律就不能坐视不管。此前，吉林也

实施了《老年人权益保障条例》，规

定“有独立生活能力的成年子女或

者其他亲属要求老年人给予经济

资助的，老年人有权拒绝”，也是用

立法拒绝“啃老”现象。我国《老年

人权益保障法》规定子女应当“常

回家看看”，不常看望老人将属违

法 ；《江 苏 省 老 年 人 权 益 保 障 条

例》也有“常回家看看”的规定，苏

州市甚至颁布新规，子女如果不

“常回家看看”，可能拿不到一分遗

产……这都是从法律层面，为老人

权益提供了“保护伞”。

法治成功的重要标志，是法律

被公众所普遍尊重和信仰，通过润

物细无声的方式，在日常社会生活

中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引导并美

化“人心”。我省《老年人权益保障

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稿）》的发

布，既为老人的权益“撑腰”，更为

社会道德风尚“兜底”。６

□丁新科

这位“神医”老太太，曾经非常非

常火。

白发苍苍、慈眉善目，出没于各

大电视台养生节目的她身份多变：在

这个电视台是“苗药传人”，换个电视

台又摇身变为“藏药继承者”；时而是

“北大专家”，时而是“高级营养师”，

时而又成为“中华中医医学会镇咳副

会长”，甚至名字也在“刘洪斌、刘洪

滨、刘洪彬”之间频繁切换。节目中

的老太太一脸严肃，正襟危坐，不完

全统计，她先后为唐通 5.0、天山雪

莲、苗仙咳喘方、苗家活骨方、蒙药心

脑方、助眠晚餐等“站台”。

如今，这些身份一一被媒体证

明是假的，很多头衔涉及机构甚至

是民政部门早已公布的山寨协会。

她所代言的产品广告甚至早已被

相关部门查处过，但是老太太换个

马甲依然活跃于其他电视台。网

友们不禁好奇：这位神医究竟什么

来头，竟然可以驰骋各大电视台，更

深深地为她精湛的演技“折服”，认

为此等“老戏骨”不当选影后真是埋

没人才。

老太太“神医”走红网络，凸显

的是近年来保健品市场乱象。由

于高利润的驱动，保健品销售近年

来已成为案件高发区。某些伪劣

保健品的销售、推广都形成了一条

完整的产业链，而且悄然占领了各

大电视台，甚至早已进入社区。

从播出渠道来看，尽管有关部

门早已为养生节目划了红线，“不准

在节目中推荐保健品，夸大疗效”

等，甚至有“神医”张悟本这样的前

车之鉴，但是有些电视台频道，为了

那一点蝇头小利，不惜违反规定。

据媒体披露，“神医”刘洪斌在湖南

新晃县电视台播出的养生节目，包

括六则药品（医疗器械），半年打包

费用才7000元。电视台为了区区的

7000元，让新晃人民半年内打开电

视都要忍受同样的画面折磨，而类

似的情况在县级电视台并不鲜见。

养生节目推广只是保健品推

销的套路之一。近日，郑州警方破

获的一起特大保健品诈骗案中，骗

子团伙有 100 多人，有些置身高档

写字楼内，看似管理严密的“现代公

司”，却是“业务”遍布全国的诈骗犯

罪集团。该团伙有专门的“话术剧

本”，由“业务员”假扮专家教授，以

老弱病人群为目标，诱骗客户高价

购买低廉伪劣保健品……保健品

推销套路之深让人“叹为观止”。

破除保健品市场乱象，职能部

门亟须展开联合整治行动。一方

面取缔非法保健品推销的违规广

告，让其不能在公开渠道招摇撞

骗；另一方面要对老年人广泛开展

宣传教育，普及医疗知识，让老年

人相信正规医院，不要轻信电话推

销、电视推销等非正常途径。对于

子女来说，要多花时间陪伴老人，

免得老人情感空白，给骗子以可乘

之机。６

据《扬子晚报》报道：南京市秦淮区复成里的“头条巷垃圾中转站”，
处在居民楼之间，一墙之隔就是小学教学楼。近日气温高，垃圾站散发
的异味越发浓烈，居民和学校强烈要求搬走垃圾站。６ 图/陶小莫

给老人权益上道“法律保险”
我省《老年人权益保障

条例（修订草案征求意见

稿）》的发布，既为老人的权

益“撑腰”，更为社会道德风

尚“兜底”。

假“神医”为何驰骋电视台

“成都有一群怀揣着梦想的少年相信在牛 xx的带领

下会创造生命的奇迹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这不是一个句

子，而是一个“公司名称”。日前，在宝鸡一公司注册39字

奇葩名走红网络后，成都一创业者也想效仿，在提交核名

申请表后被工商部门劝返，放弃注册。（据6月22日《成都
商报》）

近年来，随着企业数量井喷式增长，企业名称资源日

益紧缺，“起名难、效率低”成了不少申请人的困扰。但起

名难是一回事，在起名上搞笑甚至恶搞，则是另一回事。

有专家说得好，“一个真有心将自己的企业做成百年老店

的人，怎会对自己的公司名字如此不严肃？”诸如“云南妈

妈说名字太长不容易被别人记住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这

样，几乎犹如玩笑的公司名字，谁会认为像个做成知名品

牌的样子？企业起名奇葩，弊大于利。６ （钱夙伟）

在共享单车风靡城市街头的当

下，“悟空单车”的倒闭，让“风口飞猪”

理论一语成谶。

“风口飞猪”理论出自被誉为“中

国雷布斯”的雷军。“站在风口上，猪都会飞。我引用这句

话是为了说明创业成功的本质，是找到风口，顺势而

为。”去年此时雷军的这番话，曾在创业圈内广泛流传，

甚至出现“风停了，飞着的猪就摔死了”的恶搞——马云

就指出，猪碰上风也会飞，但是风过去摔死的还是猪，因

为你还是猪。

必须承认，对“风口飞猪”的恶搞，不是周星驰的“无厘

头”，而是理论的不断完善：风总是会停的，风口自然就消

失了，没有翅膀，飞得越高，摔得越惨。“悟空单车”的倒掉，

显然是大概率事件。摩拜、OFO及其他，当共享单车的这

种市场格局越发巩固，两家垄断市场的趋势愈发明显，无

疑意味着风口正在消失，实力不强者总是最先从空中摔到

地上，不幸的是，即便在“其他”者阵营中，“悟空单车”亦非

佼佼者。

“悲莫悲兮伤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悟空单车”

的离去，既带来谁是下一个倒下者的伤感，也让人对共

享单车的未来势力版图，充满期待。这几天，摩拜的投

资大佬马化腾与 OFO 的投资大佬朱啸虎，为摩拜与

OFO 谁是老大这事，在朋友圈怼了起来。因为马化腾代

表腾讯，朱啸虎背后站着阿里巴巴，“马虎”的互怼，不再

是个人间的狭隘口水战，而是两大巨头在共享经济领域

的又一次较量。

风口有风险，想飞须谨慎。腾讯和阿里之间的共享单

车大战，虽然无法预测最终鹿死谁手，但是小公司的命运正

如朱啸虎所言，“下一步首先是清场，把小的公司全部清掉，

和以前打车差不多，最后留下两个PK。未来的几个月可能

会有越来越多的单车项目自己关掉。”2 （丁新伟）

风口有风险

众
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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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李树华
本报通讯员 杨刚要

今年3月 23日，广州日报数据和
数字化研究院（GDI）发布了“2017广
州日报应用大学排行榜”，黄河科技
学院位列民办本科高校 100 强榜
首！这是国内首个全样本应用大学
排行榜，也是权威媒体作为第三方评
估、发布的专业性公益榜单。在中国
管理科学研究院《中国大学评价》课
题组组长武书连著、中国统计出版社
出版的《挑大学 选专业——2017高
考志愿填报指南（民办大学版）》中，
黄河科技学院的人才培养质量和自
然科学实力位居全国民办高校第
一。2017年，学校创业园获批“全国
大学生创业示范园”。每年校园招聘
会现场，黄河科技学院的毕业生都是
各家单位争抢的对象。黄河科技学
院为何两次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商
学院写进教学案例，并被中央电视
台、《人民日报》《华盛顿邮报》等中外
著名媒体多次报道呢？

科教结合 培育科技创新人才

高校科学研究和人才培养的协同
结合，既有利于科研反哺教学，又利于
支撑创新人才培养。因此，黄河科技
学院鼓励学生参与学校科研课题和实
验室研究，参加创新团队，推动教学与
科研互动，建立寓教于研的应用型人
才培养模式，建立新型创新创业孵化
平台众创空间，强调创新与创业相结
合，通过创新带动学生创新创业。

此前，各级媒体也对李威和飞轮
威尔这家中原科技新秀企业表现出了
极大关注，进行过多次报道。连明星
范冰冰都忍不住试玩了李威的自平衡
车。为了支持他们创业，学校在众创
空间专门为他们批了办公场所。受到
鼓舞的年轻人干劲儿十足，在2013年
研发出了飞轮威尔自平衡电动独轮
车。他的团队也成为世界上最早研发
独轮自平衡技术的团队之一，先后获
得智能自平衡独轮车相关国家专利
10余项。他们的产品很快吸引到了
天使投资，团队获得了 1000 万元注
资。“F-WHEEL”电动独轮车于2013

年 11月走向市场，一个月内就收到国
内和东南亚、欧洲等地的海量订单，产
品还取得了欧盟CE国际认证。公司
在深圳投资兴建厂房，成立了“深圳
平衡力科技有限公司”作为分公司；
同时，借国家创新创业和“一带一路”
政策的东风在香港成立了平衡力科
技（香港）有限公司，主营出口贸易。
目前，飞轮威尔的产品已经远销近50
个国家。在《环球时报》国际版整版
报道飞轮威尔的产品后，2015 年 4
月，覆盖欧洲十几个国家的德国最大
民营电视台 RTL也对其做了专题报
道。节目播出后，品牌在欧洲迅速掀
起了一股流行热潮。随着海外合作
渠道在亚洲、欧洲、美洲、澳洲的落
户，小小车轮将在世界各地转动起来
……

在 2016年 5月 20日由河南省人
民政府、科技部主办的“创新创业引领
中原”启动仪式上，省委书记谢伏瞻、
科技部副部长曹健林、副省长徐济超
等都对该校“黄河众创空间”展出的飞
轮威尔电动独轮车表现出了极大兴
趣，并与该公司总经理李威进行了亲
切交谈。

今年即将毕业的机械工程学院
过程装备与控制专业的学生李鹏伟
日前申报的化工容器机器人清洗项
目刚刚立项，他和团队设计的吸盘式
机器人手臂目前正处于研发阶段。
据统计，在校期间他成功申请国家实
用新型专利 13 项，其中个人专利 2
项。专利《用于汽车钣金的电磁拉
锤》已经做出实物，专利《高层住宅楼
烟道密封系统》参加河南省大学生

“创青春”创业大赛获得三等奖。学
校2013级电气专业学生王永帅，4年
拿14项专利。应用技术学院2013级
电气自动化专业学生张睿，2014 年
带 领 团 队 设 计 制 作 的 作 品 双 向
DC-DC变换器参加全国大学生电子
设计竞赛，荣获全国一等奖。如今，
科技创新发明在该校蔚然成风。

在黄河科技学院，像李威、李鹏
伟、王永帅、杨昊霖、张睿这样的创新
发明“小达人”其实还有很多。今年学
校 2017 届毕业生获发明专利的在
150人次以上。

引进大师 提升科研教学能力

清华大学原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一
句名言：“大学者，非大楼也，大师之谓
也。”一流的创新人才已经成为决定一
所大学科研创新水平的最关键性因
素。一流的领军人物可以带出高水平
的科研创新团队，可以创造出重大科
研成果。黄河科技学院始终坚持以人
为本，实施“人才强校”战略，增强学校
核心竞争力。至今，黄河科技学院已
聘用包括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钟世
镇在内的四位知名院士。特别是聘
任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美国国家科
学院院士根岸英一为终身名誉教授，
聘任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鲁迅
文学奖获得者、中国文艺理论学会副
会长鲁枢元教授担纲生态文化研究
中心主任，实现了学校引进国内外高
级专家和著名学者的新突破。创新
领军人才吕志俭教授是黄河科技学院
新药研发中心负责人，是新泽西州罗
格斯大学有机化学博士，药物化学和
有机合成化学专家，在生物医药领域，
发表SCI论文 23篇和专利 26项。创
造性地应用六西格玛方法帮助建立了
默克公司自动合成与纯化部门。领导
的新药研发中心与美国 Sunnylife
Pharma Inc.合作进行减肥药方面的
研究，申请专利3项，达到同类研究的
国际水平。

2013年，在该校副校长杨保成的
诚挚邀请下，吕志俭教授放弃了在美
国默克公司年薪几十万美元的高管工
作，带着自己的创业梦想，来到纳米功
能材料研究所，与所里的其他高层次
人才一起致力于新型有机小分子药物
的研发，同时进行疾病基因诊断。目
前，吕志俭教授研发的项目有一个管
理研发团队和一个咨询团队，他们都
是国际一流药物研发化学家和生物学
家，团队成员中，化学部主任廖希斌，
是原美国默克公司研究中心化学部主
任研究员；生物部主任 Alison M.
Strack，是原美国默克公司研究中心
生物部主任；郭健副主任，是原美国默
克公司研究中心化学部高级化学家；
James Balkovec 博士，Merck 公司
前高级主管，Cidara Therapeutic高

级副总裁，Jef De Brabander教授。
除了引进高层次人才之外，黄河

科技学院还培育了一支具有较强研发
能力的科研人才队伍。学校拥有享受
国务院政府津贴的专家、国家教学成
果奖获得者、国家优秀教师等荣誉的
教师150余人；拥有工程师暨教师、律
师暨教师、会计师暨教师等各类“双师
型”教师 600余人，使教学与生产、教
学与科研、教学与社会紧密结合。学
校拥有河南省物联网底层无线传感网
络应用技术创新团队、新能源化工材
料的设计与应用创新团队等省部级科
技创新型团队5个。

打造平台 提高科技创新能力

2016年 2月18日，黄河科技学院
“河南省纳米复合材料与应用重点实
验室”获批建设省级重点实验室，实现
了河南省民办高校省级重点实验室建
设的历史性突破；同年 12月 3日，学
校与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究中心共
建了“河南新经济研究院”（这是全国
目前第二个以新经济冠名的研究机
构）……目前，黄河科技学院设有国家
职业技能鉴定站、国家大学生校外实
践教育基地、国家专业综合改革试点、
河南省院士工作站、博士后研发基地
等高层次教学科研平台50余个。

其中，河南省纳米复合材料与应
用重点实验室是黄河科技学院纳米
功能材料研究所充分利用学校资
源，整合材料、机械、信息工程、电子
与器件等优势学科，形成的一个从
纳米材料设计、合成到应用的高水
平、多功能、系统化的多学科交叉实
验平台。实验室围绕国家纳米新材
料发展战略，以“一带一路”、郑州航
空港经济综合实验区等国家战略建
设需求为导向，针对纳米复合材料
领域的重大关键、核心技术问题，以
纳米复合超级电容器极片材料研发
为突破口，立足纳米材料研究的国
际前沿，围绕河南省在能源、环境领
域对新型纳米复合材料的重大需求
开展多学科交叉研究，致力于纳米
复合材料在光、电、新能源和计算机
理论模拟等领域的研究和技术开
发，拓展纳米复合材料在光电器件、

催化、能源等方面的应用，推动河南
省科技产业链的迅速增长和科技经
济发展。近五年，纳米功能材料研
究所获批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9
项，在全国民办高校高层次科研立
项中位列前茅。

目前，黄河科技学院把纳米材料
研究所等22个研究（院）所、新药研发
中心等 16个研发中心以及省级重点
学科作为学校持续发展的有力支撑。

协同创新 推动科技成果转化

科技成果转化不畅已成为制约
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实施的重要瓶
颈。学校通过实施重大科技攻关专
项计划，着力解决企业发展中的核
心、关键和共性技术难题，推进产学
研用深度融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和
产业化步伐。2016年 8月 9日，黄河
科技学院建设的“郑州市高校专利产
业化服务平台”获郑州市 2016 年专
利技术产业化项目一等奖补资金 15
万元，也是本次获批该项目所有单位
中唯一的高校。

黄河科技学院自 2012年起依托
大学科技园，建设郑州市高校专利产
业化服务平台，重点推进知识产权战
略，促进平台内外优质资源有机整
合，激励广大科技人员的发明创造积
极性，加快一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高
新技术成果的孵化与转化，最终实现
科技工作与经济建设的成功对接。
通过 5年多的建设，黄河科技学院已
初步实现以专利技术转化为重点，通
过产学研深度结合，与企业共建成果
转化平台，获得了多项专利技术成
果，也孵化了多个企业。截至 2017
年 5月底，学校获批专利1400余项专
利授权量 2015年、2016年连续两年
在河南省高校中名列第二。还助力
30个师生专利成果在18个企业成功
转化，6个科技园入孵企业专利实现
产业化，利用专利成果孵化公司 6
个。例如，机械工程学院在新材料研
究所基础上，研发的PLA材料远销马
来西亚和我国香港等地，并建立了良
好的供需渠道。黄河科技学院专利
实施率不断提高，已转化实施的专利
技术，在众多企业中得到了良好的应

用，为企业产品转型升级、经济效益
提升，为行业经济发展，为河南省、郑
州市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深入实施作
出积极贡献。

交流合作 拓展国际化视野

当前，全国上下正在掀起“大众创
业、万众创新”的热潮，积极构建自主
创新体系、全力推进科技创新是黄河
科技学院科研工作的重要任务。学校
始终重视学术交流和合作，鼓励和支
持团队成员积极参加各种学术会议和
交流，跟踪国际学术研究前沿，拓展学
术研究的国际化视野。

今年4月9日，黄河科技学院举办
的“推进高校智库研讨会”隆重举行，
河南省原副省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
中心副理事长兼秘书长、博士生导师
张大卫作“关于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
设”的专题报告，近100名省内外专家
学者齐聚一堂，共话高校智库建设。
学校成功举办了第四届（GAUC）世界
私立高等教育发展国际论坛，论坛围
绕“私立（民办）高等教育的转型发展
和高水平大学的创建”等议题展开研
讨，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教
科文卫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民进中央
副主席、中国民办教育协会会长王佐
书，中国教育学会会长、国务院学位委
员会委员钟秉林等，及来自中国大陆、
台湾和美国、日本等国家和地区的
260余位专家学者参会。

2016年，黄河科技学院还举办了
“中原创新发展论坛”“加快发展新经
济培育发展新动能研讨会”“河南经济
年度分析研讨会·2016”等一系列高
层次学术论坛。科研成果也是高校科
研实力的重要体现，在科研成果方面，
近五年，黄河科技学院共承担省部级
以上课题 249项，其中国家自然科学
基金项目10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
项。学校获得地厅级以上奖励 1983
项，其中，黄河科技学院院长杨雪梅主
编的《区域经济研究丛书》荣获第六届
（2016）河南省发展研究奖一等奖。

我想，这就是中国第一所民办普
通本科高校—黄河科技学院两次被美
国弗吉尼亚大学商学院写进教学案例
的真谛！

解密黄河科技学院

为何两次被美国弗吉尼亚大学写进教学案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