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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应多考虑社会需求
读者
来论

高校人才培养应该与时俱进，专业设置应科学合理，人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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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创业教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让二者共同服务于学生成才和社会发展人才需求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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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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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一方面专业人
才难觅，另一方面有的人才就
业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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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人才培养之间并没有得到很好

的衔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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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造业企业高层次“蓝
领”的缺口很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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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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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这样的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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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不得不承认，教育是人才
培养的摇篮，不能不重视社会需
求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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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接
轨，注重产学研相结合、理论学习
和社会实践相结合，创新创业教

育与专业教育有机融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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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力和创新能力人才，与时俱进
为企业和市场输送高端人才提供
动力源。
吴玲

■快评论

■多棱镜

小官司
背后有大意义
无意中点击手机上的“斗地
主”游戏即被扣费 10元，著名民
法专家何先生认为遭遇“恶意扣
费软件”，将中国移动通信集团北
京有限公司诉至法院要求退费。
近日，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
终审宣判，判令北京移动退还 10
元资费。（12月 6日《检查日报》）
一个 10元钱的小官司，还搞
了个二审，第一审何先生输了。随
后提起上诉，北京市第二中级人
民法院二审认为，代收费系北京
移动与杭州斯凯公司之间的合同
关系，对何先生没有法律约束力，
加之不能提供何先生同意代收费
证据，判决支持何先生要求北京
移动返还费用的诉讼。
何先生遇到的这个问题，相
信不少人也曾遇到过，大多数是
发发牢骚就算了，谁还为这 10
元钱去打官司，不要说电信是变
相的垄断行业，这官司很难打
赢，这一审连何先生这样的法学
专家不都输了。就说要是真打赢
了，也就退回 10钱值，花这么多
精力值吗？
真要感谢这位法学专家，不
只是为了 10元钱，而是要维护自
己的合法权益，为自己讨回公道，
其示范效应不可忽视，实质上也
是为广大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讨回
了公道，引导公民增强维权意识。
虽说只有 10元钱的官司，如
果判决不公正，再小的案子对当
事人来说也是伤害，对社会也会
造成不良影响。还真要感谢北京
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不搞官官
相护，对下级法院不护短，“让人
民群众在每个司法案件中感受到
公平正义”，彰显了我国民主法治
的进步。
民主法治的进步需要制度的
土壤，但再好的制度也不可能自
我运转，也需要良好的社会环境
与之匹配。现在，这样良好社会环
境的氛围越来越浓，相信我们国
家的民主法治也会越来越进步，
这就是 10元钱小官司反败为胜
的大意义。
周家和

防早恋 需循循善诱

■画说新语

特色
小镇

近日，阜阳一名高一学生的家长
收到老师的通知，称他的女儿被学校
开除了，原因是女儿在学校里早恋。
目前，校方已更改处罚措施，两个孩
子深刻检讨后，可以回学校读书。（据
《新华社》）
学校是教书育人之地，不仅要教给学
生知识，而且要做人生、价值指导，帮助
学生健康成长。学生早恋，出于偶像爱
慕、青春懵懂等多方面因素，学生认知
和自制能力弱，加之教育、引导匮乏所
致。因此，老师和学校要做的是，既要注
重平时“打预防针”，又要在发现苗头后
循循善诱，而不是把他们逐出校门了
事。开除、责令退学的做法显然简单粗
暴，也与教育初衷背道而驰。 范子军
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资源部、环境保护部、住房城
乡建设部发布《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
干意见》。 意见表示，不能把特色小镇当成筐、什么都往里装，要
严防政府债务风险，严控房地产化倾向，严格节约集约用地，严
守生态保护红线。 （12 月 6 日《中国新闻网》年）
图 / 罗琪

■名人坊

洒水惹祸拷问城市管理水平
12月 2日上午，陕西
省西安市西二环开远门桥
上发生了一起 38车连撞
交通事故，并有多人骑车
摔倒，造成两人轻伤。警方
通报事故原因为路面洒水
结冰所致，部分车辆损坏
比较严重，按照保险理赔
的标准，粗略计算损失可
能要超过 100万。
两天后西安市莲湖区
委区政府召开专题会，认
真学习各媒体报道，深刻
反思工作中存在的问题，
对后续处置和道路洒水等
工作的改进措施进行了研
究部署。
一次道路洒水作业，
造成如此严重损失，教训
可谓深刻。应该说，莲湖区
的态度也是值得肯定的。
不过，在城市精细化管理
的过程中，这样的问题却
并不罕见。
就拿道路洒水这件事

来说，这本来是一件美化净
化环境的好事。过去很长
时间，我们的城市道路没有
洒水清扫流程，因为机械化
程度很低，清扫马路靠的就
是一把扫帚，一个手推垃圾
车，扫马路扬起阵阵尘土，
令人望而却步。那时候人们
盼望的是水车洒水，提高上
路出行的舒适度。而今天，洒
水车已经在大中城市普及
了，洒水净化城市环境也不
是什么新鲜事了，但是，洒水
不当造成严重事故的问题
又冒了出来。
其实，今年 10月 27
日，西安市城市管理局就
下发了“关于进一步做好
冬季市容环卫管理工作的
通知”，其中明确规定，进
入冬季后，道路冲洒水要
适时、适量，抑制道路扬
尘。但在气温达到 3℃以
下时，要立即停止一切形
式的冲洒水作业，避免因

此引起的安全事故和负面
舆情。
规定很明确，道理也
很简单，但是执行起来却
出了大问题，说明什么呢？
还是监督落实不到位！
针对很多城市管理当
中显而易见的常识性的
问题，我们的各种规定规
范通知文件是非常完整
齐备的，但是，一旦落实
到具体的操作员或者现
场工作人员，那就经常是
不确定、不靠谱了。这里
边的走样变形比比皆是，
最终造成条文规定形同
虚设，而引发的严重后果
往往是不堪设想的甚至
是血的教训。
在我们的城市基础设
施条件改善之后，有效细
致地管理就成了大问题。
问题绝不仅仅存在于道路
洒水，还有很多很多……
丁晓阳（著名媒体人）

免押金 应不断推动

中国消费者协会公开约谈了市场
上规模相对较大的共享单车企业。建
议共享单车企业尽可能采取免收押金
的方式提供自行车租赁服务。（据《北
京青年报》）
事实上，此前已有部分平台在启用
免押金模式，但并非针对所有用户，而是
仅针对部分城市用户开放，且芝麻信用
指数达到一定标准。名义上实施了免押
金模式，可实际上范围太小，绝大部分用
户无法享受，也就聊胜于无了。要想共享
单车平台全面实施信用免押金模式，就
要先完善个人信用体系，以及相应的惩
罚机制，这需要政府来推动，并形成法律
条文，从而有法可依，方便执行。 江德斌
升标准 是保障权益

今年以来，至少已有 22个地区宣
布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其中，上海、深
圳、浙江、天津、北京的月最低工资标
准 2000元。（据《中新网》）
最低工资标准通常是“平衡与博
弈”的结果，或者讲，是“最大公约数”。它
是一条“无形的线”，一头连着广大员工
及其利益，另一头连着诸多企业及其未
来。具体来看，最低工资标准是一道“保
障线”，政策性保障职工的最基本权益，
平衡劳资双方的利益分配；最低工资标
准还是一条“生命线”，职工生存的生命
线，职工权益的底线；最低工资标准是一
个“起跑线”，确保让员工不输在“薪”起
跑线上，接下来，应该是“加速跑”，同时，
对企业来讲，也是鞭策与促进。 李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