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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看点

来函照登

议论风生现有住房成危房 安置无期住帐篷

直击现场

防青少年近视
重在提升执行力

酒后无证驾驶还撒泼
年轻女子被批捕

民情与法

我叫张明付，是禹州市郭连镇武庄村五组（即郭贾庄自
然村）村民。因为平煤集团一矿采煤主要是在我们村庄下
面，所以需要我们村庄整体搬迁。我们村共有146户村民，
已经搬走了 65户，他们已经住进了安置房；剩余 81户还没
有搬迁，原因是可供搬迁的房屋建设到刚出地平面，就停工
了。

搬迁房屋没有给及时盖好，平煤集团一矿却已经开始
在我们的住房下面采煤了，由此导致我家的住房及两户邻
居家的住房现在已经被划定为危房（见图②）。我们的房屋
墙体断层，多处开裂（见图③），地基塌陷明显，时刻都有倒

塌的可能。为此，我多次找平煤集团一矿。一矿的有关负
责人说，征地款、建房款项两年前（即 2016年）已经给乡镇
政府了，应该是由乡镇政府来盖房，抓紧安置采煤塌陷区的
群众。于是，我又去找镇政府有关负责人询问，可他们总是
一再搪塞，就是不予明确答复。

我上有80岁的老父亲，下有两岁的小孙女，一家7口人
目前只能住在院子内临时搭建的两顶救灾帐篷内（见图
①）。天气在逐渐变凉，提心吊胆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呀？
内心无比忐忑和纠结的不只是我们一户人家，其他80户未搬
迁的村民都和我家一样，期盼早日搬迁，住进安置房。3

□余明辉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我国学生近视

呈现高发、低龄化趋势，严重影响孩子们的身心健康，这是一

个关系国家和民族未来的大问题，必须高度重视，不能任其

发展。并指示有关方面，要结合深化教育改革，拿出有效的

综合防治方案，督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抓好落实。习近平

强调，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

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世界卫生组织最近的一项研究报告显示，目前我国近视

患者达 6 亿，青少年近视率居世界第一。据北京大学 2015

年发布的《国民健康视觉报告》，若无有效的干预，到 2020

年，中国 5 岁以上人口的近视患病率将增长 51%左右，患病

人口将达 7亿，高度近视人群将达 4000万至 5150万。

由此可见，教育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八部门近日

印发的《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实施方案》，将青少年近

视率纳入地方政绩考核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必要性和紧迫

性。可以说，《方案》是我国未来一段时间内有关方面应对

青少年近视行动的纲。问题是，这是否就意味着我国预防

青少年近视目标就能有效实现呢？

恐怕还是有些让人担忧的地方。按照《方案》，学校方

面要减轻学生负担、加强考试管理，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

书面家庭作业，三至六年级书面家庭作业完成时间不得超

过 60 分钟，初中不得超过 90 分钟，高中阶段也要合理安排

作业时间；控制义务教育阶段校内统一考试次数，小学一、

二年级每学期不得超过 1 次，其他年级每学期不得超过 2

次。客观而言，这些是教育主管部门等早就有的要求，但之

所以在此次的方案中再次提出，也就说明以往落实得不够

理想。而这种落实不到位的背后，原因是复杂的。比如目

前教育考核机制还没有很好改变，“分是学生的命根”在很

大程度上还依然是真实的存在，如果仅靠《方案》本身，无疑

很难有效解决。

《方案》要求市场监管总局要杜绝不合格眼镜片流入市

场。应该说，这也不是什么新提法。但在《方案》中再次提

出，也还是一定程度上说明此前这一领域管理得并不是很

好。很多消费者认为，眼镜行业是高利润行业。而在这暴

利背后，却是垄断和大量不合格镜片充斥市场。之所以如

此，一方面是到目前为止，我国对镜片的标准缺乏明确的市

场规范；另一方面则是执法不力。要化解这些尴尬，无疑还

需要相关基础制度的制定、完善和落实。

要想使《方案》确定的青少年近视率控制目标有效实

现，将其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固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举措，

而要让目标落到实处则应提升相关决策目标的落实力和政

策法规的执行力。这需要有关部门和地方政府以《方案》确

定的目标任务为纲，各自分工，兼顾协调合作，快速有效地

采取切实可行的得力措施，强化执行落实。唯此，才能不折

不扣地实现我国青少年预防近视的目标任务，为祖国的未

来奠定坚实的基础。3

酒后无证仍要开车，肇事后对前来处理事故的交警和
医护人员进行殴打和谩骂。近日，博爱县检察院以涉嫌危
险驾驶罪和寻衅滋事罪将陈某批准逮捕。

今年 7月 22日晚 10时许，18岁的女子陈某与朋友李
某到县城一烧烤摊点吃饭。其间，陈某喝了两瓶啤酒。饭
后离开时，陈不听劝阻，执意要开车回去。在通过一个红绿
灯路口时，与前边一辆车发生追尾。接到报案后，交警赶到
现场展开调查。陈某谎称自己怀孕在身肚子疼，坐在地上
撒泼。为防止出现意外，交警叫来医护人员，准备送其到医
院检查治疗。陈某不但不听，还动手将一名交警的手抓
伤。在救护车上，陈某又对护士扇了一耳光。在医院，陈某
还是不停地骂工作人员，拒绝接受抽血检验。在被带至派
出所接受调查时，陈某依然大吵大闹。后经检测，陈某并未
怀孕，血液中乙醇含量达到了153.0mg/100ml。

博爱县检察院认为，陈某在道路上醉酒无证驾驶机动
车，在公安民警调查时不予配合，随意殴打他人，致多人
受伤，情节恶劣，其行为已涉嫌危险驾驶罪（《刑法》第 133
条）和寻衅滋事罪（《刑法》第 293条），遂依法作出批准逮
捕决定。3

（孙建设 郭华）

据报道，日前，在广州市儿童活动中心主办的小
主人论坛上，成天玩手机的父母成了让孩子们困惑的
话题。小朋友们发出“手机才是爸妈的‘二孩’”“希望
爸妈多陪我”的呼声。孩子们的呼声，确实让人心
痛。对他们来说，弟弟、妹妹虽然与他们分享爸爸妈
妈的爱，但同时自己也多了一份爱，可是，手机成为

“二孩”，孩子们该怎么办呢？对小朋友来说，身教胜
于言传，如果父母都是低头族，又怎么可能让孩子远
离手机和电脑呢？

近年来，有关沉迷手机、疏远亲情等的相关新闻
时有所闻。有句话说得好——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
莫过于我们坐在一起，你却在玩手机。这是网上广泛
流传的一句话。当这句话成为现实时，多少会有一些
感伤和悲凉：如，孙子、孙女相约去爷爷家吃饭，饭桌
上老人多次想和孙子、孙女说说话，可面前的孩子们
却个个抱着个手机，目不转睛、废寝忘食地看个不停
或者玩个不停。老人肯定觉得受到了孩子们冷落，甚
至一怒之下，起身离席。

因此，那些整天离不开手机的父母，要好好反省一
下自己，尽量减少每天使用手机的频率，尽量多腾出一
些时间陪陪孩子。这样，有助于增加亲密感，使孩子感
受到家庭的温暖。同时，每天一定要留出时间和孩子
交流，规定自己在交谈的时间内，除了必须接听的电
话，不可以玩手机。或者也可以换一种方式，孩子在家
看书、做作业时，家长可以读读书、看看报，转移自己对
手机的注意力。总之，少玩或不玩手机，关键还是要靠
父母的自觉。要想孩子不沉迷手机，首先要自己不沉
迷手机，为孩子做好榜样和示范。3 (徐曙光)

手机成“二孩”
父母当反省

▶9 月 4 日，笔者在杞县银河路中段发
现，公路绿化带中的苗木成片枯死，短短1000
多米绿化带成片枯死的苗木竟有 10多处，与
相邻绿油油的苗木形成鲜明对比。呼吁绿化
部门对枯死苗木及时更换，并做好绿化带管护
工作。3 李二河 摄

◀近日，郑州市管城回族
区紫荆山南路办事处金城街社
区联合郑州交警四大队，到社
区开展严查“七类车”交通违法
行为宣传活动。活动现场，民
警和社区工作人员耐心地向社
区居民介绍郑州市最新的交通
法规，倡导广大市民安全出行、
文明出行。3 虎晗 摄

绿化带枯死
尽快更换吧

交警进社区
宣传交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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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顶山学院：

政产学研协同打造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
“今年暑假我带领六名学生在厦

门匠仕工业设计公司进行了实践学
习，不仅了解到行业的最新动态，而且
对企业的专业型人才需求有了清楚的
认识，从而可以根据社会的需求指导
自己的教学和科研方向。”来自平顶山
学院的宋梦雨老师在谈及暑假的实践
经历时说道。

利用假期将老师“送到”相关行业
提升实践能力，这是平顶山学院推进产
教融合、提高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的重
要举措。近年来，平顶山学院主动对接
地方经济社会发展需求，积极探索政产
学研协同打造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全
面提升应用型人才培养质量。

优化结构 人才培养紧密对
接地方主导产业发展需求

平顶山学院坚持立足地方，立足
行业，主动融入地方经济社会发展，实
现地方与学校同频共振、共建共赢。

学校紧密对接平顶山市“5+5”工
业发展新格局和“233+”现代服务业
新体系、“三城两地一区”发展规划、

“五大转型”战略部署，主动调整优化
学科专业结构，确定了“做大做强电气
信息类、化工环境类、经济管理类专业

群；做优做特文化创意类、教师教育类
学科专业群；积极培育和发展医疗卫
生类学科专业群”的发展思路，加大专
业结构调整力度，现有在办的 56个专
业全部为应用型专业，开办了河南省
唯一一个陶瓷艺术设计专业。学校推
进实施特色优势专业群建设工程，重
点打造地方和行业急需的特色优势专
业群，建成省级特色专业 8个，省级综
合改革试点专业8个。

构筑平台 政产学研协同为
应用型人才培养提供支撑

平顶山学院根植地方经济转型与
产业结构调整升级需求，依靠政府引
导，牵手行业龙头企业，联合高水平研
究型大学和科研机构，与 300多家企
业事业单位开展合作，努力构筑政产
学研协同创新、协同育人平台。

服务于“中国尼龙城”建设，与平
顶山市人民政府、中国平煤神马集团

三方共建“平煤神马学院”，与河南亚
坤实业集团共建“亚坤学院”等。服务
于“中原电气城”建设，与平顶山市人
民政府、平高集团三方共建“平高学
院”，校企共建“高压智能电器河南省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等 2个省级平台，
建成了省级创新型科研团队“智能输
配电装备研究创新团队”。服务于文
化产业发展需要，与大河网共建“大河
传媒学院”，与平顶山市委宣传部共建

“平顶山市文化产业研究院”，共建“李
国桢陶瓷学院”、“河南省中原古陶瓷
研究重点实验室”等。服务于平顶山
市“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示范区”建
设，与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河南省林
业厅共建“低山丘陵区生态修复重点
实验室”，成立低山丘陵区生态修复院
士工作站。与河南省人民政府发展研
究中心、平顶山市人民政府三方共建

“资源型城市转型发展研究院”，与北
京林业大学林木育种国家工程实验室
建成“河南省伏牛山区濒危植物繁育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六个对接 创新产教合作育
人模式培养学生知行合一

平顶山学院坚持“六个对接”，不
断深化产教合作育人，培养学生知行
合一、学以致用。

实现人才培养方案修订与合作单
位对接，专业建设指导委员会负责人
才培养方案修订的前期调研、咨询及
论证等工作。实现课程教学团队建设
与合作单位对接，组建校企联合双师
型课程教学团队。实现课程建设与合
作单位对接，将产业和技术的新发展、
行业对人才培养的新要求引入教学过
程、更新教学内容。实现实践教学平
台建设与合作单位对接，校企联合建
设面向职业环境的实践教学平台，新
增校企共建实践教学平台（基地）90余
个。实现教学过程与合作单位对接，
校企合作开展行业技术应用、专业见

习、生产实训、毕业实习、毕业设计等
教学活动环节。实现教学质量评价与
合作单位对接，推进人才培养质量评
价外部化、市场化。

2016年以来，学校备案建设校企
联合双师型教学团队 18个，行业企业
教师参与教学活动年均 7000余人次，
校企合作开展课程改革 100余门，教
学 过 程 与 合 作 单 位 对 接 做 到 专 业
100%全覆盖。推进课程考核改革
300余门，行业技术专家进课堂、行业
专家担当毕业论文答辩、学科竞赛、创
新创业大赛评委等已成常态。学生学
习成果直接面向行业、市场接受检验，
开办了 60 余期“大学生陶瓷创业集
市”，参与节目制作，为政府、企业单位
策划制作宣传片150余部。

完善制度 建立政产学研协
同培养人才长效保障机制

平顶山学院努力为政产学研协

同育人营造良好的制度环境。深入
推进产教融合，制定了《关于深化产
教融合推进校企合作工作的实施意
见》《校企合作管理办法（试行）》。
推进行业学院建设，成立了行业学
院管理机构，制定了《关于推进行业
学院建设的实施意见》。加强校企
一体化双师队伍建设，制定了《行业
教师管理办法》《关于加强教师实践
能力培养的实施办法》和《关于进一
步加强“双师双能型”教师队伍建设
的认定管理办法》。目前，学校进一
步完善产教合作专业、课程建设机
制，正在制定《专业带头人管理办
法》等相关规定。

平顶山学院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
展需要，积极探索政产学研协同打造
应用型人才培养体系，奋力开拓更高
质量、更可持续的应用型人才培养之
路，取得明显成效。2016年以来学生
获国家级、省级各类竞赛奖励1000余
项，涌现了“窝牛街”“追光文化传媒”
等一批创业典型案例。学校应用型人
才培养质量持续提升，服务区域经济
社会发展的能力日益增强，为学校实
现“转型、提质、跨越”发展奠定了坚实
的基础。

（高向丽 曹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