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汪文新： 政府相关部门组织
专项检查固然很有必要， 但查处
恶意欠薪案件不应成为 “一阵
风”， 相关部门应唱 “四季歌”，
发现一起就查处一起， 并定期进
行公布。 如是， 才能更好地保护
农民工的合法权益。 政府相关部
门要切实树立为农民工服务的意
识， 主动到有关单位进行明察暗
访， 发现问题， 而不是坐等农民
工来办公室上访。

维护农民工权益
要唱“四季歌”

教育是人才培养的摇篮 ，
高校专业设置， 应该是以人才
为导向， 以市场需求为基准，
适应的需要的就是最好的人才
培养。

■有话直说

李英锋： 学校是教书育人的
地方，是传道、授业、解惑的所在，
不是什么官场。 学校里的关系应
该简单、干净、纯粹，在学校里，只
应该有师生关系、同事关系，不应
该有上下级关系、官衔关系。校长
只有洗净“官心”，权力受到应有
的制约， 才能实现真正意义的摘
“官帽”， 教育去行政化改革才能
落到实处，才能取得更好的效果，
更符合社会期待。

■每日图评

■网评锐语

扶贫半年评比5次

□吴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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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感而发

“看电影防诈骗”这个可以有

■每日观点

■世象漫说

剪短了头发，晒黑了皮肤，第
一部反映电信诈骗的影片 《巨额
来电》中，陈学冬的警察形象让很
多人惊喜。 5日来到西安的陈学冬
表示， 希望通过电影这种更大众
的宣传方式， 让更多人远离电信
诈骗。 （12月6日《华商报》）

作为国内第一部反映网络电
信诈骗的电影 《巨额来电》， 虽
然现在还没有正式上映， 影片从
观赏角度来看如何还不得而知，
但是按照电影出品方和主创人员
的说法， 这部电影是根据警方提
供的真实案例， 用商业片的手法

呈现出的国内首部电信诈骗题材
电影。 所以即便抛却故事性、 观
赏性不谈， 其给观众所带来的警
示意义， 还是值得期待的。

关于电信诈骗， 警方人士已
经不止一次地强调， 事前预防远
比事后的破案、 追回损失重要得
多， 成本也小得多。 但是站在公
众的角度来看， 要想做到事前预
防， 首先得具备防范意识才行。
防范意识从哪里来？ 从别人上当
受骗的案例中吸取教训， 就是防
骗意识来源的一个重要途径。

正如这部电影的主演陈学冬

所说，在以往的电信诈骗案件中，
老年人群体往往是受害者的主流
群体， 所以希望年轻人能够带着
父母或爷爷奶奶等老年人去观看
这部电影， 提高老年人的防骗意
识和防骗技能。另一方面，为了让
更多老年人能够看到这部电影，
我们也希望电影的出品方、影院，
能够采取让利观影的方式和活
动， 比如针对多少岁以上的老年
人，可以半价或优惠观影，这样既
能扩大电影观众的基数， 同时也
体现了电影出品方、制作方、电影
院的社会责任。 □苑广阔

为推动脱贫攻坚工作， 内蒙古自治区于今年9
月启动了全区脱贫攻坚交叉检查工作， 各旗县抽出
20人左右的检查组， 对贫困旗县进行交叉检查。 在
半年时间内， 这个旗除了要接受2次全区 “大检”，
还要接受专项审计、 巡视、 盟市抽查3次 “小检”。
开展检查评比的初衷是为了推动工作， 但次数过于
频繁、 操作与实际脱节、 问责压力过大， 扶贫检查
在基层走了形 、 变了味 。 （12月6日 《经济参考
报》） □闵汝明

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决
定， 将五环路内区域由烟花爆
竹 “限制燃放区” 调整为 “禁
止燃放区”。 就是说， 2018年
春节， 北京五环内应该看不到
放鞭炮了。

说 “应该看不到 ” 啥意
思？ ———可能还会有人违禁燃
放 。 这样说并非 “泼冷水 ”，
而是提请防患于未然， 劝诫可
能的违禁者。

24年前北京首次宣布禁放
时， 作为千百年来民间辞旧迎
新的重要形式之一， 燃放鞭炮
已经约定俗成地融入了百姓生
活。有些人一时无法改变，每每
冒着被拘被罚的风险“挑战”禁
放令，而且年复一年。结果是12
年后“顺应民意”，改“禁放”为
“限放”了。如是又过了12年，如
今还是“顺应民意”，再改回“禁
放”，于是有了“轮回”说。为此，
诸多媒体纷纷发声， 论证民意
的演变，并举出了若干数据，以
证明禁放的必要。

既 然 “ 放 ” 是 民 意 ，
“禁” 也是民意， 恐怕很难用
简单的统计数据来衡量对错，
因为数据是可以有不同解读
的。 你说有56%的被调查者赞
同禁放， 他说随机抽样未必科
学； 你说12年来北京火情年均
160起， 殃及389人， 他说近三
年统计， 春节期间因燃放鞭炮
引发的火灾平均只占8%， 只
死一人……如果纠结于数据，
难免有人 “不服”， 还会违禁
燃放， 不仅加大执法成本， 而
且有损法治严肃。

其实， 最具说服力的禁放
理由就是关乎每个人切身利益
的生活 （存） 质量。 这几年，
空气污染、 雾霾连连， 人人苦
不堪言， 任何可能的治理措施
都会受到欢迎。 燃放鞭炮产生
的种种危害一再被证明危及人
的健康， 甚至可能于无形中夺
命， 才使得禁放成为必然。 在
生命健康面前， 传统习俗也必
须“让位”，意欲违禁者也不能
不有所觉悟。 为了健康生活而
改变传统习俗， 这才是最大的
民意。 □一刀 （资深媒体人）

高校人才培养应与市场需求对接

数据显示， 我国人工智能相
关人才缺口超过500万，“坑多萝
卜少” 的现状让企业展开了校园
人才争夺战。 西安交通大学电信
学院党委副书记史锋介绍， 九月
开学以来 ， 很多单位都来学校
“抢”人工智能、图像处理，机器学
习等领域相关的毕业生， 目前学
校这方面的人才， 还满足不了社
会的需要。（12月6日《人民日报》）

真是不说不知道， 一说吓一
跳。 年薪30万元起步还找不到人

才， 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人才缺口
超过500万。今年，人工智能、移动
终端、云计算、大数据等相关专业
应届生备受企业关注， 同学们都
是被几家企业同时抢着要。

2018年就业大幕拉开。 据了
解， 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
达到795万， 一边是毕业生人数
攀升， 就业面临压力， 一边是相
关专业人才缺口超过500万。 这
些现象从而导致一方面是专业人
才难觅， 另一方面是有的人才就
业难， 结果是 “一边闲着草一边
饿死牛”。 我国是世界人口最多
的国家， 不缺人力， 但缺人才，
尤其是技能型人才。

为什么现在是一边就业难 ，
一边招工难？ 问题在于需要的人
才找不到，专业人才匮乏。这边月
薪过万招不到技工， 年薪70万招

不到一个车工， 轨道交通人才匮
乏……那边是无数大学毕业生为
就业，招聘市场跑断腿，也找不到
专业对口的工作。这一现象说明，
大学教育辨识度的模糊， 缺乏对
市场用工需求的准确回应， 教育
与人才培养脱轨。 在这样的背景
下，学历越来越贬值，学生和社会
都付出了极大的试错成本。

现实的窘境是， 目前现有的
技能人才远远无法满足我国制造
业的需求。 有一定经验的技工人
才，是目前社会较缺乏、企业最需
要的难觅人才， 尤其是制造业企
业高层次“蓝领”的缺口很大。 统
计数据显示，我们2.4亿职工中中
级工仅占35%，高级工更少只占3.
5%。 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的
差距。 这不仅制约着单个企业的
发展， 更对我国制造业整体水平

的提升产生不利影响，严重些说，
甚至使得民族工业的崛起缺乏坚
实根基。

一项调查显示， 在被访的学
生家长中 ，62%的家长认为大学
教学、课程设置与社会脱轨，是目
前大学存在的最大弊端。 大学专
业设置趋同化现象严重， 培养出
的人才严重同质化。 尽管有人对
高校对于有关专业的设置强调的
与“市场接轨、专业对口”等理念
有不同意见， 认为专业对口难免
还裹挟着一层计划经济的色彩这
样不符合时代特征的做法， 甚至
也与当前高等教育所侧重的国民
素质教育培养和综合能力的培育
互相乖违。但是你不得不承认，教
育是人才培养的摇篮， 高校专业
设置，应该是以人才为导向，以市
场需求为基准， 适应的需要的就

是最好的人才培养。
这一现象警示， 高校人才培

养应该与时俱进， 专业设置应科
学合理， 一切以市场为导向， 培
养与市场需求接轨， 注重产学研
相结合、 理论学习和社会实践相
结合， 进行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
教育有机融合的系统教育改革，
让二者共同服务于学生成才和社
会发展人才需求路径。 促进创新
创业教育目标与专业教育目标的
整合和优化， 确立复合型人才培
养目标。 只有培养目标明确， 才
能将创新创业教育的理念、 内容
有机融入专业教育， 形成创新创
业教育与专业教育一体化的人才
培养机制。 培养学生自主学习能
力、 实践能力和创新能力， 与时
俱进为企业和市场输送高端人才
提供动力源。

“献血达人”更需奖善机制“补血”
5日是第32个国际志愿者日。

当天上午， 广东省连平县350多
名志愿者踊跃参与无偿献血， 其
中有一位献血达人已经坚持无偿
献血长达18年， 他就是连平县城
一名普通的个体医生、 连平县无
偿献血志愿者分队队长曾繁炼。
据 连 平 县 卫 生 局 原 办 公 室 主
任 麦 少凡介绍 ， 近年来曾繁炼
在河源及其他省、 市的无偿献血
量超过45000毫升 ， 献血次数至
今已超过110次。 （12月6日 《广
州日报》）

18年坚持无偿献血， 已经献
血110次， 累计捐献全血45000毫
升 ， 等于把全身血液更换了10
次 。 这一串让人热血沸腾的数

据， 记录了广东连平个体医生曾
繁炼的“献血人生”；可以说，这位
“献血达人”， 堪称是志愿服务中
的佼佼者。 虽然， 曾繁炼无偿献
血，不为功利，不求回报，但其善
举理应得到奖善机制的激励，让
无偿献血者 ， 感受到血液 “回
流” 和爱心互动的温暖力量。

事实上， 献血奖善机制， 在
义务献血法中就有专门设计。 义
务献血法规定： “无偿献血者及
其直系亲属在需要输血时， 可以
免费使用其献血量3倍的血液。”
特别是， 深圳立法规定 “无偿献
血者将终生无限量免费用血 ”，
使无偿献血奖善机制， 更具感召
力。 因此， 应在积累深圳经验的

基础上， 在全国范围进行推广，
并立法予以重申， 使其形成一项
全国统一的法律制度。

换言之， 对于 “献血达人”，
更需奖善机制 “补血”。 这就要
求， 献血奖善机制， 不能止于无
偿献血者可以 “免费用血”。 要

让奖善机制释放出更多的社会保
障功能 ， 如在教育 、 就业 、 医
疗、 社保等方面给予无偿献血者
优先照顾， 在工作和生活上给予
持久的帮助和关爱， 让无偿献血
者真正 “善有善报”， 劳动有体
面， 生活有尊严。 □汪昌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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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放：健康生活
是最大的民意

校长要摘“官帽”
更要洗“官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