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刘婵

“学生返校时需带 600元钱，其

中400元补课费，200元空调费……”

五一小长假过后，浚县一中高二

年级家长微信群接到通知。对此，

部分家长发出质疑：学校教室装

空调，由学生家长买单，实在难以

接受。

天 气 越 来 越 热 ，每 年 到 这 时

候，“要不要在教室里装空调”都会

引来热议，早已不是什么新鲜事

——空调的使用不是“一锤子买

卖”，不仅购置机器需要开销，长期

运行所耗电量更是一笔不小的开

支。大部分公立中小学受各自财

力所限，几乎都只配备了电风扇。

每到盛夏时节，外面烈日当空，教

室里就像个蒸笼，有时室内温度直

逼 40℃，连老师上课都挥汗如雨，

更别提孩子们有多难熬。一些心

疼孩子的家长会自发各种“送清

凉”，新闻里常见的送冷饮、送冰块

等活动，噱头大于内容。

最根本的办法似乎还是让学

生在课堂享受到空调的冷风。那

么，学校教室到底要不要装空调，

费用谁来出，如何装？

正 反 两 方 的 理 由 都 很“ 充

分”。支持者认为，应该给孩子创

造良好的学习环境——本来学业

负担就重——没有有效的降温措

施，学习环境就没有保障，遑论学

习成效；反对者则具备着“狼爸虎

妈”的特性，觉得孩子不能太娇生

惯养，室内太舒服，孩子可能变得

懒惰，缺了些吃苦奋斗的精神，反

而对成长不利。

其实，随着经济社会发展，我

们的基础设施水平不断提高，连许

多公园的公厕里都装上了空调，其

他很多公共设施，比如公交车、地

铁站、环卫休息间、治安岗亭内都

有着空调配备，给学校教室装个空

调并不是难事。“该不该装空调”不

应作为争论点，更应反思的是，为

何很多学校的基础设施普遍滞后，

空调安装难以推行，孩子们还要在

酷暑中熬多久？

事实上，学校安装空调受到经

费、规模和成本等综合影响。这么

大的一笔费用，在公立学校所获有

限财力支持的基础下，如何挤出

来，是个很现实的问题。据了解，

郑州市目前新建设的中小学，几乎

都在建设方移交教育部门使用前

就完备了中央空调配置，费用一次

性打包进教育基建投入，学校运营

管理时只承担电费即可，这是个好

的尝试。但其背后，则是郑州市雄

厚的财政实力在“撑腰”，在没有

其他顶层设计支撑的前提下，我省

其他地区不具备完全照搬推广的

条件。

浚 县 一 中 的 案 例 是 个 好 尝

试。由家长委员会出面，集资安装

空调。记得笔者上高中的时候，学

校也采取了这种形式，早已不是什

么新闻。但其中的争议时隔多年

依然存在，一是家长、学生们的意

愿难以统一，家庭条件的差距可能

令大家在装空调时“贡献”不均，带

给孩子不健康的优越感或不必要

的自卑感。

前些年，我省冬季重污染天气

还很严重的时候，郑州市中小学都

在紧锣密鼓地安装新风系统，据报

道，郑州是继北京之后，全国第二

个宣布在中小学安装新风系统的

城市。这也充分说明，只要政府层

面高度重视、充分论证，校方、家长

有效沟通，无论是空调还是新风系

统，我们都能有一些积极行动，给

孩子带来更健康的学习环境。只

有权衡利弊，找到最好的切合点，

才能找到最好的答案。4

□吕志雄

一个朋友最近向笔者抱怨：现

在反腐败太不近人情了。他最近得

了个处分，原因是，下基层吃食堂，

忘了给饭钱。他很委屈，每次我都

记得交伙食费，只这一次因为匆忙

忘了交，咋就给个处分？

笔者对他的“委屈”无法表同

情。堤溃蚁穴，气泄锋芒。有一次小

得不起眼的违规行为，人就会存了侥

幸心理，就会有第二次，而次数多了，

就会形成心理学上说的习得性动机，

将违纪违规当成谋利手段。一个人

这样，其他人也会这样，整个社会风

气就会坏掉了。这就是古人所说“勿

以恶小而为之”的根本要旨。

有个民间故事说，学理发的小

徒弟先拿剃刀在冬瓜上面刮，临时

有事儿了，顺手将刀插到冬瓜上。

师傅批评他，他认为无碍。可到给

人剃头时，又临时有事，他竟随手把

刀往人脑袋上插。看吧，随手插一

下，只是让小徒弟得到“省事”的小

利益，反复习得下，就成了几乎要人

命的恶习，能不让人害怕吗？

这故事看似是笑话，其实就是

历史经验。东汉承袭改进西汉选官

制度，各方面的限制也更加严格，加

上考试、考察等手段。但到了汉灵

帝时，为一时缺钱，便以五百万钱卖

了个司徒。只这一次，下面人竞相

效仿，以致到后来，富翁孙陀送太监

张让一斛葡萄酒，竟得到凉州刺史

的官职。这不乱了套了吗？后世苏

东坡感叹说：“将军百战竟不侯，伯

郎一斛得凉州。”将军百战竟然抵不

上一壶酒，谁还愿意打仗？官风一

坏，社会风气跟着坏，贪腐就变得理

直气壮了。

当下也有不少人是从小小不然

之事演变成巨贪的。笔者曾看到一

个落马腐败官员的材料。她单笔受

贿从未超过十万，却累积成了二千

多万的巨额受贿。而第一次收钱，

是帮一个老乡孩子择校，她没当回

事，就收了一万块钱的“人情”，之后

不断利用职权帮人，不断收“人情”，

就跌进犯罪深渊。而刚逮捕她时，

她很是委屈，还自觉廉，可账一算下

来，也就低头认罪了。

当前，反腐败已形成压倒性态

势，但形势依然复杂，要取得压倒性

胜利，需要“老虎”露头就打，“苍蝇”

乱飞也要拍，还需要深化细化标本

兼治，强化制度建设，重遏制、强高

压、长震慑，铲除可能产生腐败的温

床，打掉所谓“人情世故”的借口，

在内心生成不愿腐的动力，促进

廉政建设。3

日前，一款软件通过引入几个民国范的头像模

板，推出了“我的前世青年照——百年前的你竟然长

这样”迅速引爆微信朋友圈。目前，该软件已经收集

8000 多万张用户照片，并没有告知网民。（见5月6
日《扬子晚报》）

“前世青年照”收集个人信息是没有进行告知

的。很显然，没有进行告知，就违反了信息收集应当

遵守合法的原则了。对此，不能只是提醒市民注意

防范，更需要主管部门对其约束。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诸多案例获悉，绝大多

数新型的网络骗术都与个人信息的泄露有关。在加

大诈骗犯罪打击力度的同时，无疑更需要管理好的是

市民的个人信息，市民的个人信息很多是从网络上和

手机端泄露出去的，而这个过程中，一些收集个人信

息的软件扮演了助纣为虐的角色。“前世青年照”收集

个人信息没有尽到告知义务，而且收集的范围也不属

于“必须原则”。虽然说，目前还不能证明“前世青年

照”收集个人信息是不怀好意。但是，监管部门必须

得弄清楚“前世青年照”收集个人信息到底想干啥？

并对此次收集活动进行处罚。这样才能以儆效尤，

强化监管，保护个人信息安全。4 （郝冬梅）

乱采个人信息
照见监管漏洞

据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报道，银保监会

会同公安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中国人民银行，

日前联合印发《关于规范民间借贷行为 维护经济

金融秩序有关事项的通知》，明确禁止用非法手段

催收贷款和面向在校学生非法放贷。（见5月6日央
广网）

“套路贷”是假借民间借贷之名，通过“虚增债

务”“制造资金走账流水”“肆意认定违约”“转单平

账”“虚假诉讼”等手段，达到非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

的，其本质是连环合同诈骗。“套路贷”的作案手法相

当专业，处处披着合法外衣，在民事诉讼证据上做得

“天衣无缝”，敢去打官司，往往能胜诉。为何？因为

法院当民事纠纷处理，具有侦查能力的公安民警不

介入，法院只能就“证据”断案，往往看不清事情的本

质。打击“套路贷”，需要金融监管、法院、公安沟通

协调，做到信息共享、案件串并、主动纠问，发现一

起，就立即从民事程序转入刑事司法程序，从而剥掉

其画皮，保证公民财产安全。4 （胡建兵）

打击“套路贷”
要出“组合拳”

空调该如何走进孩子的教室
只要政府层面高度重

视、充分论证，校方、家长

有效沟通，无论是空调还

是新风系统，我们都能有

一些积极行动，给孩子带

来更健康的学习环境。

以内在动力促廉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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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央广网报道，即将离校的大学生开始张罗着用毕业旅游、毕业
写真、散伙饭等方式纪念即将逝去的大学生活。记者调查发现，今年
毕业季一些毕业生过度消费的势头有所增长，毕业季也成了“烧钱
季”。4 图/王怀申

□本报记者 李树华

4 月 26 日，在“第九届河南高等
教育领军高校高峰论坛”上，100多家
省内外知名高校领导出席了本届论
坛。黄河科技学院胡大白董事长在
本届论坛荣获“改革开放40周年影响
河南十大教育人物”。这是多年来胡
大白董事长对河南教育作出突出贡
献所获得的较高荣誉，有力地推动和
影响了河南高等教育的发展。4月 8
日，来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世界51
个国家和地区的 150 余位大学女校
长、专家、学者齐聚武汉大学，出席第
八届“世界大学女校长论坛”，黄河科
技学院胡大白董事长荣获“大学女校
长终身荣誉奖”。近年来，作为全国
首批“应用技术大学改革试点战略研
究单位”、河南省首批“示范性应用技
术类型本科院校”，黄河科技学院积
极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道路，学校的
科研实力与核心竞争力快速增强。
在 2017年学校位居武书连中国民办
大学自然科学排行榜第一名；在国内
首个全样本应用大学排行榜上,学校
位列全国民办应用型本科高校百强
榜首。那么，作为第一所民办本科高
校的中国民办高等教育标杆的黄河
科技学院是如何打造的？如何在竞
争中脱颖而出呢？

根据市场需求，培养抢
手的创新型人才

近年来，黄河科技学院紧密结合
河南省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在主动
服务中寻求与行业组织、地方政府、科
研院所、各类企业的密切合作，探索学
校、企业的产学研用“一体化”深度合
作机制，有效实现学校教育与企业需
求的良性互动，形成多方位、多层次、
多领域的学校与政府、学校与行业、学
校与企业、学校与科研院所的多种合
作模式，使行业组织、企业深度参与学
校的专业建设，建立起以应用型专业
建设为主导的专业结构。2017年，学
校整合力量成立了大数据与智能技术
学院，开设数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智
能科学与技术两个本科专业，其中数

据科学与大数据技术专业全国仅有35
所高校开设，在河南省高校中属于首
开专业。今年3月，大数据与智能技术
学院从全校选拔出的 60名“新生”进
入创新班。2016年，学校在医学院开
设临床医学创新班，致力于培养一批
具有国际视野、专业基础过硬、综合素
质高的临床医学人才。聘请钟世镇院
士、胡大一教授等知名专家为创新班
特聘教授，专业骨干教师按国际医学
教育理念，进行“整合课程”模式全英
教学，全面启动临床医学创新人才培
养综合改革。2017年，临床医学创新
班学生参加全国大学英语考试，四级
（CET-4）通 过 率 达 100% ，六 级
（CET-6）通过率 93.3%;在省部级以
上翻译竞赛中，临床医学创新班29人
报名，25人获奖，获奖率 86.2%；引导
临床医学创新班积极参与各级大学生
创新实践计划申报，已获批6个项目，
临床医学创新人才培养初见成效。

学校根据市场需要调整专业设
置。今年，学校机械制造及其自动化、
材料加工工程、通信与信息系统、区域
经济学、生药学5个学科被确定为河南
省第九批重点学科，居全省民办高校
之首。学校新获批“农业工程”“戏剧
影视文学”和“运动康复”三个本科专
业，今年开始招生，学校本科专业数量
达到68个。其中，“农业工程”这个专
业黄河科技学院是河南省第一家获得
招生资格的高校。学校深化校地合
作、校企合作、校校合作、校所合作，通
过引企入校、订单培养、自办实体等形
式，在联合研发、申报基地、成果转让、
创办实体公司等方面深化校企合作，
培养创新型人才。仅2017年，新建校
外实习实训基地60个，与河南农业大
学共建现代农业工程研究院；与河南
三沃机械有限公司合作在校内建设

“外语外贸就业创业服务中心”；与中
国科学院无锡物联网研究发展中心共
建专业实训班，25 名学生参加培训
等。与郑州市人民政府、郑州信大先
进技术研究院、重庆猪八戒网络有限
公司等签订协议，开展全方位战略合
作，共建技术合作研究中心等。学校
建立的国家职业技能鉴定中心，可开
展56个工种的职业技能鉴定、60种行

业组织的标准化职业资格考试。

打造全新创新创业教育
生态，营造“创业”氛围

黄河科技学院以深化创新创业教
育改革为突破口，为学生营造各种平
台。以全链条创新创业生态体系为
载体，搭建了公共服务、科技支撑、金
融服务和创新创业教育四大服务平
台。

学校创新性地探索了“课堂+园
区+企业”的“三元合力”人才培养模
式，实施就业、创业、学术分类培养。
按照“创新创业教育四年不断线”的思
路,建立了“理念培育—项目模拟—实
践训练—孵化助推—市场实战”的创
新创业教育模式，构建了“普及+专
业+辅导+培育”创新创业课程体系。
学校首批资助 25万元，立项建设《创
业基础》《汽车4S店经营与管理》等25
门创新创业教育示范课程，并制定《创
新创业教育示范课建设评价标准》，促
进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
合，保证课程建设水平。制定《创新创
业在线课程学分认定办法》，充分利用
慕课资源，开设视频网络课程 73门。
建立在校生、优秀校友、优秀企业家的
创业典型案例库资源321个。

提供资金支持。近年来，大学科
技园、众创空间等创新创业孵化载体
和服务平台建设投入2200多万元，创
新创业人才培养、各类创新创业实践
活动等方面投入3800多万元，设立大
学生创业种子资金 300万元，扶持大
学生创新创业项目孵化。2017年，学
校注重与政府和科技、人社等部门的
沟通与联系，帮助6家企业成功申报省
人社厅大众创业扶持项目 27 万元。
2015年被哈佛录取后选择休学创业的
赵杰，创办公司入驻园区，获得真格基
金创始人徐小平投资1300万元，目前
公司经过发展，市值1.5亿元。

营造“创业”氛围。24小时开放实
验室、黄河讲坛、创客训练营、校企合
作工作室、创客工厂、众创空间、众创
咖啡等给想创业的学生提供了最好的
创业硬件场所，这些实验平台充分满
足学生在指定实验、自带项目实验、课

外活动实验、科研项目实验等方面的
需求。据悉，该校“一秒快速折叠电动
车”“智能开门机”“桌面3D打印机”等
学生创客作品已在这里诞生。

提供一站式服务。学校建成了创
客工厂、众创空间、孵化器、加速器、产
业 园 等 创 新 创 业 载 体 ，总 面 积 达
57650平方米，集聚了“中国风投”“秉
鸿资本”等一批金融资源，为提高学生
创新创业能力提供工商、税务、融资等

“一站式”服务。黄河众创空间，设有
216个办公工位，学生创业团队可享受
网络、社交及便利化服务，现入驻团队
100余个；为学生小微企业提供基础设
施、技术指导和高水平孵化服务，现已
入驻企业 86家。加速器为企业加速
发展提供支撑，现有企业15家。2017
年，学校大学科技园孵化器获评B类
（良好）国家级科技企业孵化器。

近年来，学校不断加大对在园企
业和学校创新创业团队的培育孵化，
助力企业快速成长。仅2017年，园区
年度累计服务企业团队 150 余家。
2017年，学生在各类科技创新竞赛中
获省区级以上奖励2090项（同比增加
302项），学校荣登“2012年—2016年
全国普通高校竞赛评估结果（本科）
TOP300”榜单。创新创业工作成效备
受社会各界肯定，教育部“高校创业教
育师资特训课程”培训班一行 170余
人来校参观考察；国务院“双创”培养
发展新动能专题督查调研组对学校创
新创业工作给予高度评价。

打造智慧校园，提升服
务师生能力

强化校园信息化支撑服务能力，
建设特色智慧校园。学校以信息化推
进行政管理和教学科研改革，支持学
生在线学习、师生在线互动、管理在线
服务，让学生在更加丰富多彩的校园
环境中高效地学习，同时还有利于改
进学校内部的管理手段，提升学校的
管理水平。

如今，在黄河科技学院只要打开
手机上一款名为“翻转校园”的软件，
遇到的许多问题在这里都能找到答
案，除了这些，学生可以查询课程设

置、就业推荐信息，老师也可以用它来
布置作业、课堂点名等，学校引入这个
软件旨在为管理、教学、学习搭建一个
集成化网络平台，方便师生的工作学
习。翻转校园APP是智慧校园建设过
程中的阶段性成果，标志着黄科院信
息化建设又取得了新进展。

2017年11月，黄河科技学院正式
获批 2018年度智慧校园建设试点单
位，学校以此为契机，着眼于未来校园
管理与服务体系创新，全面打造快捷、
互动、精准的智慧感知环境和综合信
息服务平台实现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
教学、管理服务的深度融合，成为促进
创新创业工作开展的网络支持平台。
努力构建智慧教学环境，积极建设优
质数字教育资源，推进基于移动终端、
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等新技术支撑
的信息化教学方式，促进有效教学和
深度学习的开展，为智慧校园建设探
索创新积累经验，为河南省高等教育
信息化迈上新台阶贡献力量。

创新驱动，提升学校核
心竞争力

黄河科技学院围绕河南省经济社
会发展的重要战略部署，围绕社会关
注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不断加大
服务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力度。为了
增强学校的科技创新能力，推动成果
转化，近年来黄河科技学院不断加大
软硬件投入，学校与企业共同开展科
研成果转化。2017年，该校艺术设计
学院与企业开展应用性科研合作项目
共计32项；信息工程学院禹春来博士
与河南汉威电子科技集团公司联合开
展UV水质检测项目的研究，完成原型
产品的开发；机械工程学院共有8件专
利得到转化，实现学院专利成果转化
零的突破；医学院教师与校外同行共
同申报专利10项，其中发明专利2项；
新闻传播学院 16部作品完成成果转
化。

学校整合资源优势，先后成立了
中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河南新
经济研究院、中华文化传承发展研究
院、郑州大都市区研究中心、河南省
民办教育研究院、国内首座高校文物

艺术品司法鉴定研究中心等，构造了
学校高端研究平台。编撰出版的《河
南双创蓝皮书》和《河南民办教育蓝
皮书》，开创了全国省级双创蓝皮书
和民办教育蓝皮书的先河。举办了
中原创新发展论坛、河南自贸区建设
研讨会等40多场学术活动。此外，学
校还发挥智库作用，不断提升政府决
策咨询服务水平。获批国家发改委
和省政府委托项目各 2项，创省级以
上政府委托项目立项新高（其中国家
发改委委托项目全国共17项，河南省
仅 3项，黄河科技学院独占 2项）。中
国（河南）创新发展研究院研究员王
军胜博士的理论研究成果“河南科教
创新实验区建设研究”和“郑州建设
国家中心城市须补齐科教创新短板”
被市政府采纳……

2017年年底，黄河科技学院纳米
功能材料研究所申报的河南省小分子
新药研发国际联合实验获批河南省国
家联合实验室，并作为第二研究单位
获批国家科技部重点项目。除了与美
国升阳药物公司合作建成小分子新药
研发国际联合实验室外，2017年还新
增“河南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1个、

“河南省创新型科技团队”2个。学校
管理科学院士工作站被评为“全省十
佳院士工作站”。加快推进高层次人
才引进和培育，重点引进两院院士等
顶尖人才和国家“千人计划”“万人计
划”等国家级领军人才、地方领军人才
和优秀博士人才。

如今，黄河科技学院科学研究和
服务社会能力显著提升。截至 2017
年12月底学校专利授权数2273件，其
中授权发明专利 104件，授权实用新
型专利 1228 件，授权外观设计专利
190件，著作权登记等其他753件。科
技创新实力不断攀升，学校成功入选
河南省高校知识产权综合能力提升专
项行动“十强十快”高校榜单。

展望未来，信心满满。黄河科技
学院紧紧围绕建设“办一所对学生最
负责任的大学”这个办学愿景，发奋图
强，追求卓越，让新时代中国民办高等
教育的标杆焕发异彩，向建设具有中
国特色的高水平应用科技大学阔步前
进！

黄河科技学院

中国民办高校的领航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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