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本报评论员 冯军福

文化是招商引资的重要媒介。前些年，

各地招商都喜欢引用这样一句话，“文化搭台，

经济唱戏”，显然是认识到了文化之于招商的

重要意义。如今，拼硬件、拼政策很容易触到

“天花板”，而文化软实力潜力无限，越发成为

各地打造招商引资“强磁场”的有力武器。

一个地方的政策、措施或许可以复制，但

文化、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别人学不来，也拿

不走。河南有着悠久的文化历史、丰厚的文

化资源，“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前不

久揭开神秘面纱的巩义双槐树遗址，被誉为

“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在 100 个华人大姓

中，有 78 个源头或部分源头在河南，许多港

澳台同胞和海外华侨至今仍称自己是“河洛

郎”。每年举办的黄帝故里拜祖大典，在拉近

民族情感、增进文化认同的同时，也带来不少

大项目、大订单，成为河南扩大招商引资的大

平台。

当然，一个地方的文化内涵不限于此。

今年，在突如其来的疫情考验面前，河南干部

群众展现出的顽强作风、奉献精神和大局意

识，令全国人民印象深刻。不少国内外知名

企业负责人前来投资时，都提到河南疫情防

控的优异表现，让他们在这里可以放心投资、

舒心生活、安心发展。这表明，以文招商的路

径不仅仅是搭建文化平台、发展文化产业这

么简单，还应包括文化精神的塑造。通过深

厚的文化底蕴浸润人心，以良好的精神风貌

感召人、打动人，这样企业家才会“来了还想

来、来了不想走”。

河南的发展与骨子里流淌的黄河文化血

液始终息息相关。每一项奇迹、绽放的每一

个精彩，无不浸透着黄河文化的滋养。挖掘

黄河文化的内在品质，从中汲取奋斗的精神

力量，对于河南进一步抓好招商引资、扩大开

放优势，意义不言而喻。

河南人心怀厚道仁爱。朋友见面时，总

是拿最好的酒先给朋友喝，体现的就是好客

待人的脾性。伦理学中有一个至关重要的原

则，即互惠原则：你想别人怎样待你，你就要

怎样待人。正是看中了宾至如归的人文环

境，格力电器选择在洛阳建厂，董明珠由此发

出“找到了回家感觉”的感慨。

河南人注重开拓创新。河南自贸试验区

探索出的“政银合作直通车”等多项制度创

新，极大提升了政务服务效能、降低了企业成

本。安彩高科是一家有着 30 多年历史的企

业，近年来借助“退城进园”、上线智能化光伏

玻璃生产线，得以重获“新生”。疫情期间，不

少河南企业家“花式”转产、“云”上破局、“掘

金”新业态、新动能，同样给外来投资者留下

深刻印象。

河南人秉持开放包容。在疫情防控最吃

劲的关键时刻，我们做到了货运航空不停飞，

网上交易不间断，中欧班列（郑州）隆隆开行，

铁海快线鸣笛启程……这些务实之举，让外

界看到了河南抓好疫情防控、保障开放战略

通道畅通的信心决心，更为投资者营造了良

好的创业环境。

诚然，文化魅力的形成需要时间的积淀、

岁月的淘洗，但只要有彰显特色、涵养文化、

塑造精神的意识和努力，把身上流淌的优秀

文化基因传承好、利用好，我们定能在高层次

开放、高质量发展的赛道上脱颖而出。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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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论场

通过深厚的文化底蕴浸润人
心，以良好的精神风貌感召人、
打动人，这样企业家才会‘来了
还想来、来了不想走’。

据《工人日报》报道，近年来，一些不法分子在二手交易平台以低价吸引买
家，然后诱骗买家离开平台，通过他们提供的虚假链接付款进而诈骗钱财。由于
链接页面和正规平台页面很相像，极具迷惑性，买家几乎很难察觉，极易落入这
种网络诈骗的“杀鱼盘”中。5 图/王成喜

□丁新科

7 月 27 日中午，郑州中考成绩放榜，几家欢喜

几家愁。

知道了自家孩子的分数，家长考生们心里总

算有了底。但家长们的焦虑并没有减少几分。焦

虑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录取率，全省 148.3 万

名应届初中毕业生中共有 130 余万人参加中招考

试，普通高中招生任务 75万人，这意味着普通高中

的录取率仅 50%多。二是分数线还未公布。公布

后，才真正知道孩子是否能考上心仪的学校。

有人感叹，高考的前三年，人生就悄然经历了

一次重要“分水岭”。话虽有点过，但将中考比作

人生真正意义上的第一次大考却不过分。

中考如此受重视，深层次原因在于，父母对于

孩子的教育投入，都在这场关键考试中体现。从

小到大，哪个孩子不上兴趣班、课外辅导班？有的

孩子到了暑假，甚至比上学时还忙，拎着印着辅导

班 logo 的袋子，穿梭于各个培训班之间。并且培

训招收的孩子，朝着低龄化趋势发展。家长们在

孩子身上金钱、精力的投入，自然渴望得到回报。

看似一场普通中考，事实上已凝聚了十多年的努

力，所有的忐忑、焦虑都是正常的心理反应。

孩子太小，他不清楚家长们的良苦用心，不太

明白一场场考试背后所蕴含的残酷淘汰事实，甚

至会用叛逆来对抗家长的安排。家长们是过来

人，知道冷冰冰的数字背后，转换为个体，就是命

运的巨大落差。

当然，家长们不得不接受的是，绝大多数孩子

都是普通人。过分施压反而适得其反，不如放平

心态，与孩子共同成长，让其养成良好的学习、生

活习惯，通过自律而成长。一位郑州的家长放榜

后告诉我，儿子考了 577 分（满分 600 分）。看着他

喜上眉梢的表情，我不禁想起了他与儿子的几件

小事。为了培养儿子的理科兴趣，小学时他开始

带孩子参观科技馆，经常在里面一泡一天，把许多

物理现象提前摸个底儿透。小升初之前几个月，

孩子沉迷游戏厌学，他一怒之下摔了儿子的电脑，

结果小家伙和他对抗，无奈之下只得放下老父亲

的脸面跟儿子和解。自此之后，他不再过分干预

儿子的爱好。初中之后，尽管儿子成绩偶尔出现

下滑，但父子之间再无嫌隙。培养良好的习惯，不

粗暴施压，平等相处，让孩子在这种家庭氛围下成

长，不是更容易取得好成绩吗？

由此看来，“拼爹拼妈”，不是庸俗地拼人脉金

钱，而是要求父母用更潜移默化、春风化雨的育儿

方式，创造更有利于孩子成长的空间。

人生中的大考，何止这一场？父母提供遮风

避雨的场所，雨过天晴，雏鸟早晚要自己学会飞翔

的本领。5

近期，武汉一位昏迷多天的抗疫护士，未被认定

工伤，引发热议。据了解，疫情防控中，突发疾病且

遇工伤认定难的医务人员不止她一人。由于不是在

工作时间、工作岗位上突发疾病死亡或在 48 小时内

抢救无效死亡，他们的工伤认定之路不够顺畅。对

此，专业人士认为，应综合考虑在抗疫特殊时期的

付出，以工作原因为关键要素，实行工作原因推定原

则。（见7月27日《工人日报》）
疫情发生后不久，国家就明确提出，医护及相关

工作人员因履行工作职责，感染新冠肺炎或因感染

死亡的，应认定为工伤。这项规定强调了“因履行

工作职责”的工作原因，而对工作地点和工作时间的

要求降低。可以说，这不仅符合工伤保险制度的发

展趋势，体现了“最大限度地保护工伤职工”的工伤

保险立法宗旨，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工伤认定

“活”起来之所以值得期待，还在于伴随着科技进步，

人们的工作方式、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都发生了很

大变化。此时，面对典型性工伤认定，只强调“三

工”要素，即“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工作原

因受到事故伤害的”，显得有些滞后。昏迷抗疫护

士未获工伤认定，工伤立法需释放人本情怀，只有

跳出对工伤认定“三要素”机械化的理解，不再固

守其狭隘的文字含义，从而以“工作原因”为关键要

素，实行工作原因推定原则，让工伤认定“活”起来，

才能更好体现工伤保险制度的优越性，更好促进劳

资关系和谐。2

（贺成）

疫情期间，相亲没有停止，而是更多地从“线下”

转到“线上”，不少款婚恋交友 APP 下载量和使用人

数激增。大数据快速匹配、视频直播互动、红娘牵

线、互赠礼物……然而，看似热闹的婚恋交友 APP

背后却暗藏诸多问题：吸金“套路”多多、信息真假难

辨。（见7月27日《经济参考报》）
相比线下，线上平台审核机制不严，造假成本

低，用户的工作、学历、身高等信息不实，尤其收入更

无从分辨，给了一些不法分子可乘之机。“云相亲”上

不乏“温柔陷阱”，犯罪嫌疑人把受害人称为“猪”，称

交友工具为“猪槽”，称聊天剧本为“猪饲料”，称恋爱

为“养猪”，把诈骗叫“杀猪”。被称为“杀猪盘”的诈

骗案件层出不穷。更恶劣的是，在利益驱使下，一些

婚恋和社交平台甚至成为色情交易的排污口，为招

嫖卖淫、售卖淫秽色情音视频提供推广平台，有人把

招嫖的微信号和 QQ 号发布在头像和签名上，有人

则在交友过程中明目张胆售卖淫秽色情视频。对

此，有婚恋需求的消费者要擦亮眼睛，不要被“美丽

的外衣”所迷惑。同时，应加大监管力度，有效净化

线上婚恋交友空间。市场监管、民政、公安等相关部

门应积极主动作为，形成协同机制，及时督促企业履

行实名制，对各婚恋交友平台上的违法犯罪行为依

法严厉打击。5

（钱夙伟）

让工伤认定“活”起来

谨防“云相亲”成陷阱

以文招商才能磁场强劲
——推动招商引资新突破③

中考的焦虑，家长们如何化解

□赵同增 屈会超

日前，2020年考研录取结果公布，
河南师范大学（以下简称“河南师大”）
环境学院西 503宿舍的李泽莹、肖慧
慧、万慧林等“八朵金花”全部榜上有
名，分别被北京交通大学、长安大学、大
连理工大学等国内知名高校录取，让该
宿舍成为名副其实的“学霸宿舍”。

“学霸宿舍”在河南师大并不稀奇，
今年全校出现7个“学霸宿舍”，考研录
取率连年保持在 30%左右，环境工程
专业录取率更是高达82.69%。

在河南师大学习，考研、就业两相
宜。据了解，该校毕业生就业率达
90%以上，稳居河南省高校前列，基本
实现“就业率高、就业层次高、就业质量
高”的“三高”目标。

好学风+好辅导
个个炼成“学霸”

“学霸宿舍”扎堆，成绩来之不易。

好成绩源自好学风。河南师大围
绕“学在师大，心系国家”这一主题，指
导各学院依据专业特点开展学院学风
建设工作，通过开展“无手机课堂”、强
化考勤等方式，引导学生端正学习态
度，提升诚信意识，切实提高学生课堂

“抬头率”；开展阳光晨跑、文明修身和
“三走”活动，进一步规范在校大学生
的学习生活习惯，形成朴实诚信的校
园文化氛围。

学校关心的不仅是学生的成绩。
全面实施“四个联系”制度，即校领导
联系学院，学院领导联系班级，党支部
书记联系社团，全体领导干部和党员
教师联系学生宿舍，实现全校6000余
间宿舍全覆盖，切实做到关爱学生、服
务学生、赢得学生。

学校有“规定动作”，各院系有“自
选动作”。

物理学院实行大学生成长导师
制。为每个新生宿舍配备一位具有博
士学位或副教授以上职称的导师，该导
师陪伴学生四年，在思想、学业、生活、
心理等方面关心关爱学生，根据每个人
的个性特点为其提供适合自己的“成长
套餐”。

环境学院深化班主任工作，实行小
班化管理，为每20人左右的小班配备一
名班主任。发挥“合力育人”功能，做到
辅导员、班主任与任课教师工作的“无缝
对接”，指导学生解决好专业兴趣培养、
职业生涯规划、科研能力提升、考研目
标确定、考研心理调适等方面的问题。

法学院实施“辅导员陪伴成长工

程”，要求每天至少有1名辅导员（含周
六周日）进教室、进宿舍、进第二课堂，
和同学们一起听课、谈心、开展活动等，
师生双方在相互陪伴过程中，交流互
鉴、取长补短、智慧互通，实现精神契
合、教学相长的目标。

生命与科学学院、旅游学院、社会
事业学院……学校用心、学生上心，心
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河南师大成为
考研录取的“中原高地”。

“硬本领”+“实服务”
提高就业“精准率”

就业首先需要锻炼过硬本领。
在河南师大，每一个学生都要接

受创新创业训练。2008年，河南师大
成为“国家大学生创新性实验计划实

施单位”，2012年，入选“国家级大学
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实施单位”。目
前已有 14项大学生科技创新项目成
果入选“全国大学生创新创业年会”，
数量位居全省第一位。

“进行项目研究，走进实验室和
老师们一同做实验，接受老师的指
导，让我对科学研究充满信心。”2020
年保送到中国科学院的生命科学学
院学生李尚谕说。

科研创新、教学创新，创新的文
化在学校蔚然成风。创新让大学生
练就硬本领。

让学生就业，做好服务很重要。
6月 9日、6月 16日、6月 23日、6月 29
日，河南师大接连举办线下招聘会，
200余家用人单位共计提供就业岗位

9000多个，1800余人达成就业意向。
为降低疫情对毕业生求职择业影

响，河南师大 2月 5日开通“云平台”，
实现了毕业生在线自由投递简历、与
用人单位网上即时交流、网络面试等，
同时连续举办大型网络招聘会十余
场，实现了用人单位和毕业生的“零接
触”双选交流。

“精准”，是河南师大线下招聘会
的另一大特色。据了解，在疫情尚未
结束的情况下，为保障大学生身体健
康和生命安全，河南师大采取“错峰”
的方式，组织毕业生按专业分4批有序
返校，让研究生假期到校开展科研等。

河南师大校长常俊标说，就业是
民生大事，为毕业生举办专场招聘会，
拓宽了就业渠道，让广大毕业生享受
学校全方位的就业服务，提升了毕业
生的就业质量。河南师大将进一步优
化人才培养结构，培养契合社会需求
的各类人才，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更
多的智力支撑。

学在河南师大 考研、就业皆不怕

晋城市丹河新城暨重点产业项目晋城市丹河新城暨重点产业项目（（郑州郑州））
系列招商推介活动系列招商推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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