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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石川

今年被称为 “新高考元年”———2014年，国
务院发布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启动上海、浙江高考综合改革试点，两地
改革后的首批高中毕业生今年参加高考。 两地
的改革一定程度上成为全国高考改革风向标。

今年参加沪浙两地高考的考生， 既是改革
的受益者，也是改革的见证者。巧合的是，40年
前，中断十余年的高考制度恢复，既是一次拨乱
反正，也是大刀阔斧的教育改革。40年来，我国
高考制度不断改进完善， 为学生成长、 国家选
才、社会公平作出了历史性贡献。据统计，这40
年，我国有1.2亿人通过高考进入大学。

数十年来，改革的基因一直没变。如果说当
年恢复高考，通过废除充满人为因素的推荐制，
采取择优录取的考试制， 以公平的方式满足了

年轻人上大学的合理诉求。那么，沪浙高考综合
改革试点面对的则是，如何呼应民意，如何建立
更健全的考试招生制度， 如何实现更令人满意
的改革效果。

不容回避，现行的高考制度并不完美。2014
年发布的 《关于深化考试招生制度改革的实施
意见》中就说，当前招考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
是唯分数论影响学生全面发展，“一考定终身”
使学生学习负担过重，区域、城乡入学机会存在
差距，中小学择校现象较为突出等等。

“民有所呼，我有所应。”沪浙高考改革，最
值得称道的就是打破“一考定终身”。学生的高
考成绩由“两依据一参考”构成：“两依据”指统
考和学业水平考试；“一参考”即综合素质评价。
同时，还打破传统文科考“史地政”、理科考“物
化生”的模式，考生可根据兴趣和特长，从学业
水平考试科目中任选3科成绩计入高考总成绩。

如此一来，考生的考试压力得到了纾解，更利于
呈现出良好状态；也拥有了更多选择权，可根据
兴趣规划人生。

沪浙高考改革还有一大亮点， 就是高校招
生将参考学生在高中阶段的综合素质评价信
息。世界一流大学的招生，基本上都坚持一个理
念：既要求学生有优异的学业成绩，又要求学生
在社团活动、科技创新、体育竞赛等综合素质方
面有出色表现。如今，沪浙高考改革释放出的多
元化招生信号， 已经倒逼中学更加关注学生学
习之外的基本素养。这无疑是个好信号。

改革路径千万条，但最终要实现的，就是机
会公平、程序公开、结果公正。如何评价沪浙高
考改革试点，我们不妨多点耐心。既然是试点，
就可能有经验，也可能有教训，在探索中修正，
在修正中前行，并与民众保持良性互动，这场攸
关千家万户的改革定会让更多人满意。

舒圣祥

近日在太原举行的全国新型职业
农民培育工作推进会上 ， 农业部科技
教育司司长廖西元表示 ， 今年中央财
政将投入15亿元 ， 重点实现现代青年
农场主培养计划 、 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带头人轮训计划 、 农村实用人才带头
人培训计划 ， 全年培育新型职业农民
100万人以上 。

新 型 农 民 与 传 统 农 民 的 差 别 在
于 ，前者是一种主动选择的 “职业 ”，后
者是一种被动烙上的 “身份 ”。现在 ，大
量的农村青年外出打工了 ， 主动选择
离开农村的土地 。这是大多数 “身份农
民 ”脱贫奔小康的道路选择 ，是时代的
进步 ，历史的必然 。

“职业农民 ”概念的提出 ，意味着
“农民 ”是一种自由选择的职业 ，而不
再是一种被赋予的身份 。 习近平总书
记在参加今年 “两会 ”四川代表团审议
时曾要求 ，就地培养更多爱农业 、懂技
术 、善经营的新型职业农民 。这是习近
平总书记对 “农民观 ”的新表述 。

现代农业 ，不仅是数量农业 ，更是
质量农业 ；不仅要提供大路货 ，更要生
产农业精品 。这就意味着 ，新型职业
农民 ，对政策和市场要有敏锐的洞察
力 。

农用无人机在田间洒药、 智能喷灌
设备给麦苗浇水、 机械插秧机在水稻田
插秧、 用互联网销售农产品……发展农
业现代化， 需要一大批善把科技和产业
融合在一起的新型职业农民。

新型职业农民懂技术、会经营、善管
理，不仅能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更能激
发当地贫困户的脱贫积极性， 可以很好
地实现“帮贫致富”。

因此，培育新型职业农民，是现代化
发展的必然要求。2015年，湖南被农业部
列为新型职业农民培育示范省。 仅2015
年一年， 就组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4.49
万人次，有20491人通过认定获得新型职
业农民证书。事实证明，这些新型职业农
民，不仅成为当地的致富带头人，而且在
精准扶贫工作中发挥了重要引领作用。
今年 ，100万人的新型职业农民培训计
划，无疑让人充满期待。

史洪举

6月7日下午， 北京市网信办依法约
谈微博、今日头条、腾讯、一点资讯等网
站，责令其切实履行主体责任 ，加强用
户账号管理，采取有效措施遏制渲染演
艺明星绯闻隐私、 炒作明星炫富享乐、
宣扬低俗媚俗之风等问题。这些网站按
照管理规定及用户协议关闭了一批违
规账号。

互联网生态下，流量就是收益、粉丝
就是收益。但一些人为博取关注、获取利
益， 不惜以编造传播谣言， 暴露他人隐
私、 诋毁他人名誉的低俗方式制造轰动
效应。因此，关停这些低俗违规账号，是
有效整顿网络秩序， 还公众一个健康向
上的网络环境的举措。

关闭追星账号， 有着充分的法理支
撑。首先，任何人的隐私权和名誉权均应
受到法律保护， 谁也不能随意暴露他人
隐私，诋毁他人名誉。其次，虽然明星属
于公众人物， 但明星的个人私事不该被
无限度地窥探和挖掘。再次，哪怕是明星
为达到个人目的故意让一些追星账号炒
作隐私，也是败坏社会风气的不良行为，

应予坚决抵制。
按照6月1日起实施的网络安全法，

任何个人不得利用网络从事侵害他人名
誉、隐私、知识产权和其他合法权益等活
动， 网络运营者应当加强对其用户发布
的信息的管理，发现违规信息的，应当立
即停止传输该信息， 采取消除等处置措
施并向有关主管部门报告。也就是说，不
仅互联网参与者应该自觉遵守秩序，网
络运营者也应尽到管理职责。

早在今年2月份，相关部门就封停了
一些直播网站的数千个违规账号， 这些
账号多数存在以欺骗、奇葩、恶俗、下流、
淫秽的表演制造“网红效应”的行为。此
次关闭低俗的追星账号， 可以看做是净
化网络空间的进一步深化。

营造清新爽朗的网络环境， 相关部
门除严格执行网络实名制， 构建黑名单
系统防止被关闭违规账号变换身份 、死
灰复燃外，还要依法没收这些违规账号
的非法所得， 提高其违法违规的成本。
只有这样，才能营造健康有序的互联网
环境，让人们享受互联网发展红利的同
时不被恶俗乃至违规的网络信息所困
扰。

邓海建

经十路是济南一条重要的交通主干道，但
长期以来它也是济南全城最拥堵的道路之一。
今年3月初开始， 济南交警和滴滴出行公司合
作，在经十路上安装了首个以浮动车（移动中的
机动车）轨迹作为数据基础的“智慧信号灯”。两
个月后，成效初显，经十路早晚高峰期的交通延
误时间降幅均超过10%。

周末在大城市间约顿饭， 堵车时间或大于
饭桌上的时间。面对“堵城”标签，很多城市习惯
性选择增量改革：比如在天上建轻轨，在地下修

地铁，实在没办法，扩路修道，摊大烧饼。不过，
城市机动车保有量越发“上了天”，而道路交通
资源始终是个定量，此时的存量改革就具有“四
两拨千斤”的效果。

数据链成为价值流，“智慧交通” 正成为撬
动出行效率的微妙支点。

类似济南这样的“小招治堵”，成都等很多
城市也在实践着。比如，依据滴滴出行等数据支
撑的“智慧信号灯”，能设计出除早晚高峰、平峰
以外的早晚次高峰、次平峰、夜间等11个时段。
节假日、周一到周日也是每天都有不同方案。智
慧交通根据实时的轨迹数据变化， 快速迭代优

化，从而让智慧信号灯分分钟都在“自我进化”。
截至今年3月，全国有超过500个城市，均在

各级《政府工作报告》或“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
出或正在建设智慧城市。目前，已有290个城市
入选国家智慧城市试点，并有超过300个城市和
滴滴、蚂蚁金服、腾讯等企业签署了智慧城市建
设协议。城市是人的城市，而非车的城市，把出
行时间规划得更合理， 不妨放手让网约车等新
经济形式充当探路先锋， 带领城市走向智慧出
行的彼岸。

济南、成都等地的探索，或许能为湖南推进
智慧城市建设提供有益的借鉴。

“新农民”：农村发展的必然选择

关闭低俗违规账号理所应当� � � � 以“喜茶”“鲍师傅”为代表的一些网红店
近来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排队排到天荒地
老，动不动就让你等3、4个小时。然而近日，有
人爆料这些网红店常靠找托充场， 搞假排队
的“套路”，营造火爆场面吸引顾客。

网红美食要火起来， 一靠品质， 二靠服
务。不先把产品的品质和服务做好，反而寄希
望于“排假队”虚假宣传，长此以往，网红店必
将被市场淘汰。还有，网红店“雇人抢购”算不
算欺诈？同样值得探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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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高考”落地 改革成效迎检

“智慧交通”可为“智慧城市”打头阵

新闻漫画

“假排队”，
网红店玩“套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