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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书也是救国”激发青年创新创业斗志

东原
9月1日，
北大迎来3300多名前来报到
的 2020 级本科新生。在新生人群中，
有一
个戴着黑帽子、
留着齐耳短发，
身穿淡蓝色
衬衣、
牛仔裤的女孩，
就是此前备受关注的
“考古界团宠”
钟芳蓉。接受媒体采访时，
钟芳蓉表示，
希望大学期间能够潜心学习
专业知识，
不被外界过多打扰。她还说，
接
下来最大的心愿是去故宫逛逛。
在 2020 年高考中，湖南耒阳留守女
生钟芳蓉考出了湖南省文科第四名的好
成绩。然而，出乎很多人意料，她最后选
择了北大考古专业，因为这是心之所至。
因为这次选择，钟芳蓉受到了广泛关注；
因为
“考古女孩”
钟芳蓉，
考古专业也受到
了广泛关注。
从被集体团宠到现在不喜欢被过多
打扰，并不能理解成钟芳蓉对媒体不满，
而更应该视作钟芳蓉希望能有一个安静
的环境，
更好地学习知识。社会对钟芳蓉
的关注，
也更多是因为从她身上看到了一
种难得的气质，
看到了这个时代所需要的
气质。这次钟芳蓉表达出来的心声，
与她
当初的选择有着一脉相承的气质。也正
是这样的气质，
更加让人喜欢这个女孩。
在一片繁华乃至喧哗中，
能够不被潮
流裹挟，
清楚地知道想要什么，
勇于去追求
自己的梦想，
这样的人是了不起的。钟芳
蓉正是这样的人。学习是需要时间和精
力付出的，
大众应该尊重她的选择，
尽量不
要去打扰她。其实对于大众来说，
没有必
要也不应该把过多的精力放在钟芳蓉身
上，
因为值得团宠的不只是
“考古女孩”
。
据了解，
今年，
北大考古文博学院将迎
来 50 多位新生。而他们并不是很多人想
象的因为分数不够从而作出的“无奈选
择”
，
很多人都是因为兴趣所在。譬如北京
女孩董思奇，
她就说自己的性格和考古学
是
“绝配”
，
就想安安静静做点喜欢的事情，
“我喜欢历史，
也喜欢逛博物馆”
。除了考
古，
有志于其他一些冷门学科的也大有人
在。比如，
北京学生吕喆也是一门心思奔
着物理专业来的，
“没有考虑过其他专业”
。
曾经有人讲过，
这是一个除却成功再
无信仰的时代。而成功，也被狭义为金
钱、权力和名望。其实这话有些绝对，并
不是所有人都认可这样的成功观，
尤其很
多年轻人，有着自己的思考，有着自己的
判断。人们常常根据毕业后的收入，
来对
专业进行划分，现在所谓的热门专业，都
是想当然的未来高收入行业。但在事实
上，专业并无所谓高低贵贱，也没有“冷
门”
和
“热门”
之分。正如北大考古文博学
院党委书记陈建立所讲的，
考古是人民的
事业，可以帮助找到中国文化的源头，它
不意味着
“穷”
，
也不等同于
“挖土”
。
不必讳言，很多学生因为各种原因，
被迫放弃了自己的兴趣，选择了所谓的
“热门”。也要看到，有不少学生，他们的
梦想得到了尊重。其实很多时候，
不是年
轻人变得世俗功利，
甚至也不是家长们都
那么急功近利，
而是舆论场人为造成了一
种气氛，形成了一种倾向，左右和绑架了
年轻人的选择。正如这次，
如果不是钟芳
蓉的留守和高分的双重身份，
又有多少人
知道还有那么多
“宝藏学生”
？
值得团宠的不只是“考古女孩”。不
要因为只关注
“考古女孩”
，
而遮挡了对其
他
“宝藏学生”
的关注。其实，
在每座城市
每所大学，都有这样听从内心选择的学
生，而且为数不少，只是他们被选择性忽
视了。在后真相时代，
很多人都被竞争性
真相蒙住了眼睛。

别忘了利益攸关方
吴兰友
9 月 2 日贵报发表评论《治理骚扰电
话短信关键要把好“同意关”
》，确实是这
样。工信部虽然拟规定的
“任何组织或个
人未经用户同意不得进行短信或电话营
销”，事实上绝大多数单位和个人也不可
能经用户同意再发送短信或电话营销。
这正如过去一度极为泛滥的诈骗电话，
不
可能存在“诈骗者”先经用户同意再打诈
骗电话之事。
所以，治理骚扰电话和短信制定罚
则很重要。如果发生违法违规行为，但
没有相应处罚依据，处罚就很难落到实
处。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是，必须落实利
益攸关方——电信部门的防范和治理责
任。从前两年治理电信诈骗的情况看，
猖
獗多年的电信诈骗很快得到有效治理，
主
要原因之一就是落实公安、电信、银行等
多方的责任，
并修订完善了相关制度。
治理骚扰电话短信也是如此——必
须强化电信部门的责任。若不落实电信
部门的责任，
他们就没有动力和压力从制
度、技术等方面封堵骚扰电话和短信，治
理效果恐怕就要大打折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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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75 周年系列评论之八

75 年前，中国人民经过
浴血奋战，赢得了抗日战争
的伟大胜利。中国青年是抗
战最积极最活跃的力量，是
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创造力
量。抗战期间，广大爱国青
年踊跃参军抗击侵略，用血
肉之躯保卫祖国河山。另有
一些爱国青年坚持“读书不忘救国，救国
不忘读书”，在这些青年学子身上，体现了
对国家、
民族的又一种责任担当。
中国近现代史上，校运与国运联系最
为紧密的莫过于西南联合大学。这所大
学诞生于抗战烽火之中，成长于国难当头
之时。1937 年
“七七事变”
爆发后，
日本开
始了全面侵华战争，北平、天津相继沦
陷。为了避免清华大学、北京大学、南开
大学三所中国最高学府毁于一旦，广大师
生决定将三所高校联合并迁至湖南，组成
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8 年 4 月又西迁至
云南昆明，
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从根本上说，西南联大存在的目的只
有一个，
那就是抗日救国。这也是西南联大
之所以成为那个战火纷飞年代中国高等教
育之象征与缩影的原因。西南联大在极端
艰苦的条件下培育了大量人才，
创造了中国
教育史上的奇迹——正如习近平总书记今

在那个山河破碎、国运飘零的年代，莘莘学子怀揣
报国热忱之心，坚信勤奋读书也是爱国救国，承担起在
另一个战场救亡图存的历史重任。今天，面对世界百
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国内形势
变化，广大青年也要始终心怀祖国，不断提高内在素
质，锤炼过硬本领，勇于创新、敢于创业，成为推动国家
进步和时代发展的中坚力量。
年 1 月考察西南联合大学旧址时所强调
的：
“国难危机的时候，我们的教育精华辗
转周折聚集在这里，形成精英荟萃的局
面，最后在这里开花结果，又把种子播撒
出去，所培养的人才在革命建设改革的各
个历史时期都发挥了重要作用。
”
西南联大办学的 8 年里，培养学生
8000 余人，毕业生达 4000 多人，大都学有
所成。
“ 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屠守
锷、郭永怀、陈芳允、王希季、朱光亚、邓稼
先等，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杨振宁、李
政道，他们都曾就读于西南联合大学。西
南联大为国家培养和储备了大量科技文
化人才，为抗战输送了大批国防人才，为

中国建设事业、中国高等教育发展和世界
学术研究都作出了巨大贡献。
结茅立舍、弦歌不辍，刚毅坚卓、求真
无畏。崎岖山路、恶劣天气挡不住广大爱
国师生的跋涉脚步，内忧外患、生活窘困、
物资紧缺挡不住广大青年学生的学习热
情。广大爱国青年把读书学习和抗日救
国紧密相连，把个人成长成才与社会进
步、民族解放紧密相连，这一段雄壮辉煌
的历史深刻启示我们，为国家、为民族，是
学习的动力，也是学习的动机，艰苦简陋
的环境，恰恰是出人才的地方，
“我们现在
教育的目的，就是要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
和接班人，培养有历史感责任感、志存高

远的时代新人，
不负韶华，
不负时代”
。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今天的中国青
年是中华民族伟大抗战精神的重要传承
者。祖国的快速发展、繁荣富强寄希望于
广大青年，广大青年应当继承和发扬抗战
精神，不断完善、充实和提高自己，为社会
经济发展贡献智慧和力量。
广大青年要用抗战精神激发斗志，勇
做新时代创新创业创造的弄潮儿。当前，
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为我
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提供了难得的
重大机遇。创新是引领发展的第一动力，
而创新恰恰是青年人的强项。作为新时
代的青年人，要努力学习掌握科学知识，
敢想敢干敢担当，跟上时代发展的脚步，
成为时代发展的见证者和建设者。
青年新则国新，
青年强则国强。75 年
前，在那个山河破碎、国运飘零的年代，莘
莘学子怀揣报国热忱之心，坚信勤奋读书
也是爱国救国，承担起在另一个战场救亡
图存的历史重任。今天，面对世界百年未
有之大变局，面对日益严峻复杂的国际国
内形势变化，广大青年也要始终心怀祖
国，不断提高内在素质，锤炼过硬本领，勇
于创新、敢于创业，成为推动国家进步和
时代发展的中坚力量。

确保临床护士配备还应改变“重医轻护”

冯海宁

近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发布关
于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护理工作的通
知。通知指出，医疗机构要建立护士人力
资源配置和弹性调配制度，保障临床护理
需求。要采取有效措施优先保障临床护
士人力配备到位，不得随意减少临床一线
护士数量，原则上临床护理岗位护士数量
占全院护士数量不低于 95%。
常言道“三分治疗，七分护理”，其中
“七分护理”说明护理的重要性。虽然我
国护士数量不断增长，从 2016 年到 2019
年，
国内注册护士分别为 350.7 万、
380 万、
400 万、
445 万，
不断缓解临床护理压力，
但
部分医疗机构临床一线护士配备仍然不
足。其一，护理服务与患者期待还有一定
距离；其二，患者家属或请护工承担了部
分护理任务；其三，部分一线护士工作压

力大。这些现状有待于改善。
此次通知，既强调医疗机构主要负责
人要高度重视护理工作，要建立扁平化的
护理管理层级，还明确建立健全多项护理
管理制度，
包括建立护士岗位培训制度、
护
理岗位管理制度、
护士人力资源管理制度、
科学绩效考核制度以及健全护理不良事件
报告制度。这等于为医疗机构完善护士管
理、
提升护理服务质量开出综合
“药方”
。
其中，通知提出具体的护士配备“红
线”，即二级及以上医院全院病区护士与
实际开放床位比不低于 0.5：1，重症监护
病房护士与实际开放床位比不低于 2.53：1。此前标准是，综合医院护士与病床
配备比例不得低于 0.4∶1。相比而言，新
标准比原标准进步了 0.1。而在许多国
家，普通病房的护床比早就保持在 1：1 以

上水平。
作为医疗机构，一线护士配备先要达
到我国新标准，然后逐步向其他国家标准
看齐。有条件的医疗机构，则应该早日向
“1：1”这个标准看齐。这既能提升医疗机
构整体护理水平，也能让患者享受更好的
医疗服务质量。而要不断提升临床一线护
士配备数量，既需要医疗机构按照通知要
求完善相关制度，
也要改变重
“医”
轻
“护”
。
在 2015 年新华社报道中，
相关人士透
露，
如今医院科室实行经济核算，
医生能直
接创造经济效益，护士却只能增加医院投
入成本，这导致医院长期以来重“医”轻
“护”。一项调研显示，我国护理收费仅为
护理成本的 10%左右，这在一定程度上进
一步迫使医院压缩护士数量和待遇。这提
示我们，
医院需要深层次的
“经济改革”
。

医院重“医”轻“护”显然与“三分治
疗，七分护理”背道而驰。所以，有必要对
重“医”轻“护”的现状进行改革，实现一视
同仁。这一方面需要医疗机构不能只算
“经济账”，而要意识到护理在提升医疗服
务水平中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适当提
高护理收费在护理成本中的比例，以体现
护士的劳动价值，
增加护士群体收入。
另外，各级财政对公立医院补贴要及
时到位，补贴力度要不断增加。鉴于护理
服务的特殊性和重要性，能否针对护理服
务进行专项补贴，值得有关方面考虑。当
临床一线护士群体都有合理收入，承受合
理压力，让护士职业相对体面，自然不会
流失。也只有采取“组合拳”确保临床一
线护士人数高于标准，护理工作才是“真
加强”
。

“健康比成绩更重要”是常识更该是共识
又到一年开学季。9 月 1 日晚 8 时，
每
年新学期伊始的例行节目《开学第一课》
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今年的“第一课”
因新冠疫情显得有些特别，钟南山、张伯
礼、张定宇、陈薇、张文宏等抗击疫情中耳
熟能详的英雄走进“课堂”，与孩子们分享
成长经验，让孩子们学会敬畏生命，学会
勇敢与担当。
在今年的“第一课”中，钟南山院士掷
地有声地说：
“ 人的命是最重要的人权！
我们保住了这么多人的命，这是我们最大
人权的表现！”这段话很快冲上热搜，原因
就在于重申了一个重要常识，即人权虽有
丰富内涵，但生命权是最基本、最重要的
人权。专家的“分享”，给电视机前的观众
留下了深刻印象。其中，张文宏医生所说
的“健康比成绩更重要”，对学生观众来

说，通俗易懂且密切相关。其实，这是很
多人都懂、舆论常提的一个常识，因为健
康是一切的基础，当然比成绩更重要。但
从现实情况来看，重成绩不重健康的现
象，
在很多学校和家庭都存在，
亟须纠正。
比如说学校方面，很多学校过去只
重视语数外主科目，却不重视体育科目，
主要原因是，上面以统考成绩来评价学
校，学校以成绩来评价教师，并以成绩来
评定教师绩效工资。其结果是，因为缺
乏体育锻炼，学生的近视率、肥胖率都呈
上升趋势。这需要有关部门、学校纠正
“唯成绩论”的思想，真正把学生健康置
于成绩之上。
再比如说家庭方面，多年来很多家
长受到“不输在起跑线上”的影响，给孩
子报了很多提高考试成绩的校外培训

班，无论是每天放学后还是周末，孩子的
大部分时间都被各种培训班占用，自然
而 然 没 有 时 间 、精 力 参 加 户 外 健 身 活
动。学生近视率、肥胖率上升都与缺乏
户外锻炼和健康的生活方式有关，家长
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另外，部分学生在以成绩为导向推动
下，不得不更重视成绩。举例来说，学生
要竞选班干部、学习委员、课代表等，都是
以成绩为前提的。也就是说，只有教育部
门、学校、教师、家长、学生改变以往不正
确的思想和做法，对“健康比成绩更重要”
形成广泛共识，且采取有效措施来体现健
康第一，
才能让学生实现健康目标。
《健康中国行动计划（2019-2030）》中
专门有“中小学生健康促进行动”，包括国
家学生体质健康标准达标优良率、全国儿

禁绝“以命送餐”须强化平台监管
对于外卖小哥来说，配送时间要求相
当苛刻，如果迟到，要扣掉部分运费，如果
被用户投诉，
甚至还可能倒贴钱。因此，
大
街小巷出现了不少身着快递工服、骑着电
动车拼命赶时间的外卖小哥，超速、逆行、
闯红灯，
成了一些外卖小哥常见的行为。
据统计，2019 年上半年，上海市发生
涉及快递、外卖行业各类道路交通事故
325 起，造成 5 人死亡、324 人受伤，平均每
天要发生近 2 起交通事故。这一现象引
发了社会广泛关注，不少人称外卖小哥在
“以命送餐”
。
（9 月 2 日《北京晚报》
）
设身处地换位思考一下，外卖小哥真
的很不容易，风里来雨里去不说，穿行在
密集的车流人流中还要担心因为迟到被
客户给差评。
“多送多得”的平台绩效考核
重压之下，一些骑手对自身和他人安全的
忽视，对交通法规的漠视，既让人同情，又
颇感有些无奈。
为了扭转这种局面，全国不少地方的
交通管理部门也是颇动了一番脑筋。北
京市在出台针对快递外卖行业所使用的
电动自行车实行“五统一”管理，即统一车
辆颜色、车辆标识、车辆编码、发放从业人
员学习卡和购买车辆交通意外保险的基
础上，还要求快递外卖企业建立对交通违
法驾驶人专项教育培训制度，涉事员工需

要暂停配送工作、重新学习交规。上海、
深圳等地则每月向社会公布各外卖送餐
企业涉及交通违法总量及违法率，对于排
名靠前的企业进行约谈。
所有这些举措都对禁绝“以命送餐”
起到了一定的效果。然而，面对一些平台
对外卖小哥的粗放式管理和“按单计酬、
多送多得、迟到罚款”的运作模式，仅仅依

靠交通管理部门的路查和约谈又多少显
得有些力不从心。为此，通过各相关管理
部门的合力来强化外卖快递平台的监管，
就成为禁绝
“以命送餐”
的治本之策。
外卖快递作为新兴业态，近年来发展
速度很快，为便利市民生活和吸纳就业作
出了积极贡献。对这些新业态新平台的
监管，应当坚持“包容审慎”的原则，一方

老鹰

童青少年总体近视率等结果性指标。同
时，还有个人和社会倡导性指标、政府工
作指标。要想如期落实这些指标任务，需
要把学生健康提升到比成绩更重要的程
度。另外，还需要加快改革目前的应试体
制机制。
让人比较欣慰的是，越来越多地方把
体育成绩纳入中考，
“逼”出了学生“健身
热”。有家长坦言，一定要把孩子的体育
成绩补上去，不然，中考的 50 分体育考试
想拿满分根本没戏。可见，中考改革的
“指挥棒”作用很明显。但也要意识到，体
育考试在中考中占分不高，而且，高考对
于体育的
“指挥棒”
作用还没有发挥出来。
一旦中考、高考双双重视体育，有关
方面严格落实学生健康指标，我们才能说
终于实现了
“健康比成绩更重要”
。

栗玉晨
面要鼓励创新，不能“一管就死”；另一方
面要守住底线，而安全就是一条谁都碰不
得的红线。
具体而言，如何进一步完善平台与外
卖快递小哥的劳动关系，使得平台对小哥
的管理和权益保障更加到位？如何扭转
平台不够科学的绩效考核体系，令小哥们
既有工作的积极性又有生命的安全感？
如何建立科学有效的平台安全监管机制，
通过更加实实在在的硬办法倒逼平台转
变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一句话，对外卖
快递平台的包容审慎监管必须坚持问题
导向。提高监管效能，优化服务水平，鼓
励真正的创新发展，营造市场公平竞争环
境，
促进新业态新模式健康发展。
从我国现行的法律上看，关于外卖配
送的法律法规仍较少，整个外卖行业法律
法规还存在诸多空白点，因此需要国家主
导制定相关的法律法规形成标准，使得有
法可依。
漫画/陈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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