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侮辱性绰号，属欺凌！上传被欺凌者受欺凌图

像，属情节恶劣的严重欺凌！日前，广东省教育厅

等 13 部门联合出台《加强中小学生欺凌综合治理

方案的实施办法（试行）》，对校园欺凌的分类、预

防、治理等问题作出明确规定。（见 11月 13 日《中
国青年报》）

广东省制定的“校园欺凌鉴定新标准”涵盖很多

内容，每一项都十分详细，给校园欺凌的治理提供了

标准依据，而其中最大的亮点则是“起侮辱性绰号算

欺凌”这个规定。我们在治理校园欺凌时，重点一般

放在“身体伤害型”上，而对于“精神摧残型”和“侮辱

羞辱型”的欺凌往往会放过一马，简单认为这只是孩

子之间的闹剧，并没有多大的危害。

事实上，“侮辱性绰号”在校园中并不少见，有的

是无心之举闹着玩，有的则是故意为之的羞辱。其

结果都是一样的，往小了说，会让被起了绰号的孩子

心里不舒服，往大了说就会影响其健康成长，甚至成

为一生的心理阴影。治理校园欺凌，就应该更加严

厉，更加精细化。不是只有殴打身体才是欺凌，精神

上的摧残、心理上的伤害也是校园欺凌的一种形式，

必须引起重视。广东省将“起侮辱性绰号”纳入校园

欺凌的范畴，是一次积极作为，能更全面地为孩子成

长保驾护航。1 （郭元鹏）

□本报评论员 丁新伟

11 月 10 日至 11 日，全国 130 家高职院校

的负责人齐聚中原，参加“高职院校内部质量

保证体系建设与运行实施方案”编制培训班，

共谋职业院校实现高质量发展，服务经济社

会高质量发展。（据11月 13日本报报道）
在高端化、绿色化、智能化、融合化成为

产能、产业、产品“三大结构”调整目标的场景

下，全国 130 家高职院校的中原聚会，必将加

快我省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步伐，从而让

我们的工匠“孵化器”更加强大。

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三大结

构”调整的主战场，随着制造业从劳动密集

型向技术密集型转变，对“蓝领”工人的技能

要求越来越高。据统计，目前全国技能劳动

者 达 1.65 亿 人 ，其 中 高 技 能 人 才 只 有 4791

万。身为制造业大省的河南，正加速从“制

造”向“智造”转型，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尤

为旺盛——省人社厅发布的三季度河南人

才市场分析报告显示，我省制造业人才需求

占到总体人才需求的 21.49%，位居所调查行

业的首位。用高质量职教让制造业急需的

工匠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既是我省职业院校

发展更上层楼的难得机遇，更是必须肩负的

责任与使命。

作为人口大省的河南，发挥人力和人才

资源巨大优势，提升实体经济综合竞争力，加

快发展现代职业教育不可或缺。近年来，我

省打出“组合拳”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培养出

一批品牌校、特色校，实现产教融合、校企结

合、内外融通，整体教学水平不断提升，形成

了与我省产业结构相适应的专业格局，为企

业输送了大批专业技能人才，越来越多的毕

业生成为企业工匠，职业教育“河南模式”享

誉全国。

成绩越好，越要保持清醒头脑。经济进

入从“有没有”到“好不好”的高质量发展阶

段，对高层次人才和高级技能人才的需求越

来越大。我省劳动适龄人口 6500 多万，高考

考生数量和考研生源数量均居全国第一位，

人力资源极为丰富；与此同时，效率低仍是我

省经济发展面临的突出问题，以劳动生产率

为例，我省就业人口占全国就业人口的 8.6%，

但经济总量仅占全国的 5.4%，全员劳动生产

率不足全国平均水平的 2/3。强烈反差源自

我省的人才总量、人才层级与创新创业的要

求不相适应，要消除这种反差，必须双管齐

下，建设一流的高校和职业学校，推动人力资

源从数量型向技能型转变，加快实现从人力

资源大省到人力资源强省的飞跃。

11 月 9 日，我省设立“河南大数据双创基

地”，学校搭平台，科技公司供技术，学院师生

来参与，已成功吸引美国微软公司在河南职业

技术学院设立“微软技术实践中心”。如此，职

业院校围绕最前沿的产业需求布局，我省的工

匠“孵化器”必将越来越强大。8

治理校园欺凌应精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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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场“奇葩”规定须依法叫停□周岩森

时间进入秋末冬初，又到落叶季节。每

天早上，在省会的街道、公园，但见环卫工人

忙 忙 碌 碌 扫 落 叶 ，路 上 、草 地 上 ，一 律 不 放

过。在郑东新区的一个公园内，笔者和一位

正将落叶搂进大被单的环卫工人聊天，她说，

一天要扫好几次，这有规定，一平方米内落叶

不能超过一定数量。

“秋天是第二个春天，每一片叶子就是一

朵花”，落叶是自然之美，让人沉醉。郑州以

绿城著称，法桐、银杏、黄山栾、红叶李、香樟

等数量不小，天气渐凉，它们或金黄、或红褐，

斑斓驳杂，因为有它们，城市也显得分外有活

力。几场风雨一摧，“无边落木萧萧下”，遍地

落叶，满目流金，风声瑟瑟，美不胜收。如果

能有几条街道不扫或缓扫，或者草地上的落

叶任其飘舞，市民在家门口就能踏落叶、欣赏

自然之美，体味更深切的秋之味道。

落叶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目

前，省会大部分落叶都被当作垃圾处理，或焚

烧污染空气，或送进垃圾转运站。其实在森

林里，落叶一年年堆积，没有谁来清理，都变

成肥料。草地、树林，是落叶最好的归宿，落

叶覆盖，不仅能起到保暖作用，还可以化腐朽

为神奇，为植物来年的生长提供优质能量。

一位同事说，当下雪天经过草地，闻到树叶沤

烂的气息和着雪的味道，感觉肺腑涤荡，浑身

充满能量。

落叶可以提升城市的文化品位。在城市

的水泥丛林中，树木、草地、河湖是联结人与

自然的桥梁，是支撑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的

重要元素。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们要建

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

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满足人民日益增长

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有自然、富生态的城

市才是适宜现代人居住的地方，同时彰显出

一个城市的文化品位。这几年，陆续有上海、

杭州等大城市规定一些街道不扫落叶，保护

秋冬落叶，圈出专门的赏落叶之地，供市民游

赏，为城市添彩，堪称有文化、有见识之举，体

现出现代城市管理之柔美理念。

郑州国家中心城市的定位，生态文明建

设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近几年，森林公园、湖

泊 湿 地 等 大 手 笔 频 出 ，让 人 振 奋 ，让 人 期

待。“一叶知秋”，在对待落叶之类的小事上，

如果也能体现现代精神和市民需要，那就更

好了。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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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一位网友晒出的“病假证明照”火了。照

片中该网友举着手表、打着点滴，让别人拍下自己在

病床上的样子。而这只是为了满足公司规定，证明

“本人此刻生病”。（见11月 13日《工人日报》）
其实，不只是请假，类似的“奇葩”规定还有，上

厕所限制时间、办公室内不准讲方言、电脑图标不超

过 10 个……从“排队怀孕”到“病假证明照”，一些用

人单位内部管理的“霸王条款”令职工难以应对。这

些“奇葩”规定不仅会侵犯员工个人利益，更或者违

背了劳动法律法规。

职场“奇葩”规定须依法叫停。首先，劳动者的

合法权益不容侵犯，企业在制定管理制度时，应遵

从劳动法律规定，不能让“家规”凌驾于“国法”之

上，也应多一些人性化管理，尊重劳动者的人格尊

严。其次，对于这些职场中的“奇葩”规定，不能只

依赖于事后惩戒，而应强化日常性监管，唯有劳动

法律法规常态化“亮剑”，对不法用工行为纠偏、制

止与惩治，才能消弭职场中的不法乱象。再次，劳

动者应增强法律意识维护个人权益，用人单位虽给

了自己饭碗，但并不意味着自己就是任人宰割凌辱

的“羔羊”，面对不法侵害应主动依法维权。 8

（杨玉龙）

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近年来各地掀起减肥热，减肥群体也不再限于成年人，更
多往青少年发展。有的以青少年为受众主体的减肥训练营，学员最小的只有8岁，28
天最少花费七千元。8 图/王铎

正阳：脱贫攻坚再攻坚 不破楼兰终不还
□本报记者 杨晓东

本报通讯员 高万宝 周由

“我宣誓：脱贫攻坚，尽锐出战；忠诚履

职，不辱使命；万众一心，咬定目标；越是艰

险越向前！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日前，

正阳县召开万人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万人誓

师大会，动员全县上下统一思想、振奋精

神、鼓舞斗志，举全县之力攻坚克难，扑身

实干，迅速形成决战热潮，确保圆满完成脱

贫摘帽目标任务。

“向贫困宣战的总攻令已经下达，‘不

破楼兰终不还’的军令状已经立定，脱贫

攻坚战的冲锋号已经吹响，让我们整装扬

旗，威武出征，拿出‘绣花功’，打出‘组合

拳’，以舍我其谁的勇气、敢于担当的魄

力，破釜沉舟、背水一战，不折不扣完成脱

贫攻坚任务，坚决打赢脱贫摘帽这场‘终

极决战’，向省委、市委和全县人民交上一

份满意的答卷。”正阳县委书记刘艳丽坚

定地说。

提升政治站位
强化责任落实

定 规 矩 、树 导 向 、正 风 气 ，以 上 率

下 ……在脱贫攻坚战中，只有心往一处

想、劲往一处使，才能同心同德、取得成

绩。正阳县从县领导做起，从各级党组

织和党员干部管起，该县主要领导经常

深入贫困乡村调研指导和明察暗访，特

别是结合周五夜晚“驻村日”、周二和周

六“扶贫日”，每周在所包村住宿一夜、在

联系乡镇工作两天，检查指导脱贫攻坚，

推动政策措施落实。

不仅如此，该县还成立扶贫产业发展、

乡镇环境卫生、社会扶贫、项目资金管理、

社会治理等 9个专项工作组，明确职责分

工，建立责任清单，合力推动工作落实。同

时，该县整合县委督查室、县政府督查室、

县政府目标办和县脱贫攻坚督查巡查组等

4个部门，组建县委县政府督查局，抽调人

员 30余名，配备督查车辆 10辆，专司督查

职能。构建脱贫攻坚“乡、村、组”三级网格

化管理体系，明确乡镇一级网格长 19名、

行政村二级网格长 282名、村民组三级网

格长 3849名、网格员 9268名，分级履责，

实现全方位、全覆盖、无缝隙管理，做到不

留死角、不留盲区。

突出产业扶贫
开启多重模式

正阳是“全国花生生产第一大县”，近

年来,正阳县及早着手现代农业发展的顶

层设计，积极调整种植结构，把现代农业产

业发展的运作机制引入到花生的生产经营

之中,促进一二三产业融合互动,拉动农业

大县经济发展新的增长点。

该县着力构建“1+1+N”（“1”是以贫

困户精准脱贫为主线；“1”是以花生特色产

业为主导；“N”是多措并举）的产业扶贫模

式，把贫困户“嵌”到产业链上，把企业“连”

到扶贫线上，把社会“带”到扶贫任上，共同

带动贫困群众就业创业、增收致富。

正阳县围绕花生产业链条，发展规

模种植，帮扶脱贫一批，实行标准化生

产，推动品种更新，推广种植高油酸花生

5万亩，带动 2050 户群众，实现户均增收

2000 元以上。该县部分企业,也都瞄准

了花生这颗“金豆子”。该县天润农业、

乐源牧场利用花生秧发展湖羊、奶牛养

殖，共帮带贫困户 1047户，安排就业 270

人次；正阳县食用菌专业合作社利用花

生壳发展食用菌栽培，年种植各类食用

菌袋 500 多万袋，辐射带动全县 11 个乡

镇，帮带贫困户 765 户，每年户均增收

2000元。

该县还通过引进、培育龙头企业，鲁

花、君乐宝两个“国家品牌计划”企业相继

落户正阳，花生深加工企业达到 23家，切

实提高产业整体效益，实现一二三产融合

发展，促进贫困户稳定增收。

脱贫攻坚，离不开顶层设计。为进一

步推动脱贫攻坚工作，该县制定出台《正

阳县 2018年产业扶贫“百分制”考核实施

办法》《正阳县扶贫加工车间建设项目实

施方案》等政策措施，对符合奖补条件的

62 个带贫企业（合作社）奖补 218.27 万

元。建成村级光伏电站 86 个，帮带贫困

户 4404 户，户均增收 3000 元；建成集中

式光伏电站 1 个，户均增收 2500 元。投

资 1916.7 万元建设扶贫加工车间 39 个，

计划带贫 1480 户 1500 人。探索产业扶

贫资产收益模式，向 20 个产业发展基础

薄弱的贫困村或贫困发生率较高的非贫

困村，每村注入产业发展资金 50万元，投

向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每年产生不低于

4 万元的收益，2018 年 20 个行政村共受

益 80万元。

另外，该县还开启金融扶贫模式、劳动

力转移等多重模式。持续完善金融扶贫

“卢氏模式”，坚持“户贷户用”方向，切实提

高户贷率。今年以来，共发放金融扶贫贷

款2.21亿元，覆盖贫困户6943户；实施“政

融保”项目 2000 万元，帮带贫困户 200

户。建立贫困劳动力台账3665人，转移就

业3161人。全县共批复扶贫项目4批405

个，其中基础设施类 142 个、公共服务类

195个、产业扶贫类 68个，涉及扶贫车间、

卫生室等项目。

强化组织引领
加强正向激励

火车跑得快，全靠车头带。正阳县把

脱贫攻坚作为使用干部、锤炼干部的“主战

场”，把精准扶贫作为考察干部、识别干部

的“检验台”。该县对两名不称职党委书记

给予停职，对实绩突出的干部予以重用。

正阳县还组织实施村党支部书记抓党建促

脱贫攻坚考核，对 3名不称职的村党支部

书记给予免职处理，对 4个村实施挂牌督

战、跟踪问效。

不仅如此，该县组织开展“五面红旗

村”评选活动，命名表彰“基层党建红旗村”

“脱贫攻坚红旗村”“产业兴旺红旗村”“生

态宜居红旗村”“和谐稳定红旗村”各 10

个，每评上一面红旗，相关村负责人将受到

奖励。该县还评选出“驻村扶贫标兵”15

名、“立志脱贫光荣户”76 名、“脱贫光荣

户”24名、“产业扶贫标兵”30名、“优秀驻

村工作队”5个、“驻村先进工作者”28名、

“优秀脱贫责任组组长”19名，予以公开表

彰。

“脱贫攻坚已进入啃硬骨头、攻坚拔寨

的冲刺阶段，必须横下一条心来抓。”刘艳

丽表示，坚持精准扶贫，就要认真落实每一

个项目、每一项措施，全力做好脱贫攻坚工

作，以行动兑现对人民的承诺。

正阳县主要负责同志在北京领取入选品牌农产品牌匾

正阳花生在渤海花生交易中心正式上市

乐源牧业成为带贫基地

正阳县万人誓师大会：不破楼兰终不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