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刚刚透露即将出台技
能型高考方案，湖南高职发展传
来喜讯。 2014年，湖南将进一步
扩大高职院校单独招生改革试
点范围， 从去年31所扩增至64
所，招生人数从去年19050人扩
大到今年33030人。

———高职院校进一步扩招，
为学生又打开了一扇深造、就业
之门。

近日，媒体曝光省内多家纸
尿片生产厂家、经销商，将残次
纸尿裤换“正品”包装，因价格便
宜引来商贩蹲守抢购后，销往乡
镇市场及医院。 专家透露：残次
婴幼儿纸尿裤极易导致泌尿系
统感染、肛漏等疾病。

———商人问问良心：孩子的
身体健康岂能贫富有别？

今年57岁的浏阳市居民李
女士近日遭遇一烦心事：一张从
中国移动湖南公司浏阳分公司

打出来的GPRS详单上清楚地记
载 着 ， 3 月 7 日 ， 她 以 CM-
NET/3G方式上网， 时长为3分
31 秒 ， 产 生 流 量 通 信 费 为
39629.36元， 按流量每月500元
封顶缴费。 所幸经调查，李女士
手机上产生巨额流量系公司系
统出了问题，目前移动公司已为
李女士缴纳500元话费。

———1分钟1万多元，这个流
量陷阱得好好查查。

点评：娄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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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评论 体育 ２０14年3月25日 星期二6

吴储岐

共产党有什么法宝，让中国如巨
龙般腾空而起？ 其中之一， 那就是
“改革”二字。 向改革要发展动力，是
中国现代发展奇迹的精髓。

改革法宝不能丢。 逆水行舟，不
进则退。 放眼当今世界，各国竞争日
趋激烈，抓得住机遇、接得住挑战、敢
于直面困难，才能谋取大发展。 如果
抱着“歇一歇”、“停一停”的心态，那
就会一篙松劲退千寻。 活水带清泉、
改革引发展，解放思想、与时俱进是
中国共产党人不断取得新胜利、开创

新局面的重要法宝。
改革步伐不能停。 过去三十多

年，好改的都改得差不多了，剩下的
都是“老大难”：“会呼吸的痛”折射的
环保难题，“输在起跑线上”背后的教
育不公平，“明天谁来当医生”反映的
医改命题……这些问题改起来费事、
费时、费力，那是不是有畏难情绪就
不改了？ 绝不！ 改革是国家持续向前
发展的必要条件和持续动力，进入深
水区、攻坚期，更要有打难仗的思想、
打胜仗的信心、打持久战的准备。 敢
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敢于拔头
刺，才能改出成果、改出未来。

改革重在稳健。任何改革措施都
不可能一蹴而就，心急火燎出不了好
作品，慢工才能出细活，正如“往存钱
罐里储硬币”，贵在坚持。 绳锯木断、
水滴石穿，有了铁杵磨成针的决心和
毅力，就没有攻克不了的难关、没有
解决不了的问题。稳健的脚步才能取
得马拉松比赛的好成绩， 真正做到
“蹄疾步稳”。

改革巧在方法。 毛泽东同志说
过：不解决船和桥的问题，过河就是
一句空话。 要改革，光凭着一股脑儿
的决心和虎头虎脑的莽撞可改不好，
尤其是进入到深水区的改革，更要在

方法论上做文章。从时间表倒数最紧
迫的事项改起，从老百姓最期盼的领
域改起，从制约经济社会发展最突出
的问题改起，从社会各界能够达成共
识的环节改起，才能不断增强改革的
感召力，动员和激励更多的人理解改
革、支持改革、参与改革 ,才能少走错
路、弯路，做到有的放矢、对症下药。

这是一次没有硝烟的革命，这是
一场触及利益更触及灵魂的战争。没
有比人更高的山， 没有比脚更长的
路。博观而约起，厚积而薄发，以壮士
断腕的决心向改革要发展动力，是当
下最大的实践。

余明辉

教育部副部长鲁昕3月22日在
中国发展高层论坛上表示，我国即
将出台方案 ，实现两类人才 、两种
模式高考。 第一种高考模式是技术
技能人才的高考，考试内容为技能
加文化知识；第二种高考模式就是
现有的学术型人才高考。 这两种高
考将分开。（3月23日《人民日报》）

实行“二元制”高考模式，有利
于技术技能型人才的培养和产出，
从而解决我国目前技术型人才不
足 、学术型人才失衡 ，以及目前大
学生就业难 、难就业等问题 ，无疑
值得点赞和期待。 但问题是，就我
国目前的职业教育发展现状而言，
要想实现上述目标，仍然有不少问
题急需解决。

首当其冲的是观念问题。 高职
院校向来被视为高等教育的 “鸡
肋”。 在不少人眼里，这里常常被认
为是“差生的集中营”，这里的学生
也被认为大多是“普通高校的落选
生”。 类似观念，不仅存在于学生、
家长之中，甚至也存在于高校教育

界里。 如此观念不改变，技能型高
考的生命力就不容乐观。

当然，还有教育资源问题。 据
鲁昕介绍，实施技术技能“两元”高
考制度，意味着我国现有的600多所
地方高等院校必须转变办学方向，
变成职业技术大学。 但让这些原本
或很大程度上纯搞学术性教育研究
的院校成功转型，教育教学的软硬
件设施配置需要的资金等无疑是一
个天文数字，如何解决？ 更艰巨的
是，学校的师资力量如何升级？ 试
想，若授课教师本身无多少技术实
践，自然难以教育出一流的学生。

此外，技术类人才有没有可靠
的就业保障和稳定的成长空间还有
待市场检验。 投入与产出会不会严
重失衡，技术类人才会不会沦为“高
级蓝领工人”，部分家长与学生也发
出这样的疑问。

在技能型人才供不应求的当
下，提出技能型高考可谓正当其时。
但真正让大众能从心底里接受技能
型高考，关键就是把两种高考、两拨
学生，予以同样的尊重，让他们共同
拥有人生出彩的机会。

“携程安全门”
敲响网络“警钟”

舒锐

3月 22日 ， 乌云漏洞平台发布消息称 ，
“携程”系统存技术漏洞，可导致用户个人信息、银
行卡信息等泄露。 “携程”当日晚间对新京报表
示，已进行技术排查和修复。 如用户因此产生
损失，“携程”将赔偿。（3月23日《新京报》）

如今 ， 人们每天都要和形形色色的网站
打交道， 其中许多人都离不开网络支付 。 在
此过程中， 我们曾经留下过多少信息 ？ 这些
网站会不会滥用抑或不慎泄露这些信息 ？ 当
部分信息已然泄露 ， 我们该如何补救 ， 以防
止损失扩大化？ 这次“携程”不慎开启了信息可
能被泄露的 “潘多拉之盒”， 信息泄露可能带
来的风险真是让人不寒而栗。

2013年， 我国网络购物用户达到3亿， 信
息消费整体规模达到2.2万亿元人民币， 电子
商务市场交易规模更是突破10万亿元人民币。
不得不说， 各种网络平台的蓬勃发展改变了
传统消费模式 ， 在带来便利的同时 ， 更让我
们不得不正视网络安全 。 而另一方面 ， 我们
大多数人又对网络安全专业知识极度 “贫
乏”。 这种 “贫乏” 不仅可能被不良网站所利
用， 使用户遭受不必要的损失 ， 也可能让人
们产生恐惧， 从而尽量拒而远之。 在长远上，
这对各方都不利。

通过“携程事件 ”，我们有必要反思 ：相关
法律是否能够合理界定网络安全中的刑事 、
行政、 民事等各类法律关系 ？ 相关行业是否
形成了充分保障用户安全权和知情权的最低
行业标准？ 生活中如何向用户普及最基本的
网络安全常识？ 等等。 “携程安全门”已经给各
方敲响了警钟， 网络安全务必引起更多的关
注。

张渤宁

3月21日，有“史努比中国之父”
美誉的世界级手模大师马乐山在
香港病逝。 全球一半以上的“史努
比 ”塑料玩具手模出自其手 ，种类
超3万种。 然而，面对“艺术家”的头
衔，马乐山谦虚地说：“我只是个工
艺家， 工艺家一定要听老板话，我
会做到让人最满意。 ”马乐山不仅
这样说，还把这样的句子印在了名
片上。（3月23日《武汉晚报》）

和一般人所从事的生产 、 加
工等职业一样 ， 制作卡通玩偶只
是马乐山的职业 。 然而 ， 与很多
人对职业的感受和态度不同的是，
马 乐 山 终 其 一 生 制 作 玩 偶 ， 既
“谋生 ”， 又 “谋爱 ”。 因为热爱 ，
别人眼中的辛苦繁复、 厌倦疲惫，
在他那 ， 是快乐 、 甜蜜 ， 是蕴含
丰富 、 生机勃勃的生命馈赠与矿
藏 ； 因为热爱 ， 他的生命 ， 便既

充实亦优裕， 如顺水行舟， 清俊潇
洒。

能够热爱自己的职业令人羡
慕，而他的认真、谦卑更是令外人称
道。 他的“认真”，不是一种惺惺作
态，而是一种真挚、新鲜、郑重的“工
作情感”———对待任何一件 “新活
儿”，不是轻松惬意地随便动动库存
的经验，而是如同“新妇初调羹”，永
远是最饱满的热情，最新鲜的激情，
最陌生的尝试，最持续的坚忍。从业
日深，被行业公认为“翘楚”，他仍旧
坚称自己“只是个工艺家”。 这更是
一 种 赤 子 般 平 淡 而 真 实 的 “谦
卑”。

“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样一
位毕生不过是“捏玩具”的老人，一
位只是“因为爱，所以爱”的职业人，
在他驾鹤西去时， 赢得了世人真诚
的感动和发自心底的敬仰。 正是这
样的敬业、专业、精业，值得我们每
个人学习。

随着3月21日 “世界睡眠
日”到来，奔波劳碌的人们得以
重新审视自身睡眠质量。 腾讯
网女性频道一项关于睡眠的调
查显示， 约有四成接受调查的
湖南人表示，自己晚上睡不好。
（3月20日《湖南日报》）

我们的睡眠都去哪儿了 ？
这是许多人心里的疑问。 其实，
冷静想想， 精神心理因素及不
良睡眠习惯应该是导致人们
“觉少、易醒、爱犯困”的主要原
因。 一方面，现代社会生活压力
大、节奏快，不少人不得不起早
贪黑 、马不停蹄 ，掉入 “忙 、茫 、
盲”的恶性循环，连欣赏风景的
心情都寡淡很多。 另一方面，许
多年轻人， 睡前总是爱看看电
影 、玩玩平板 、刷刷微博微信 ，
大脑皮层受到过分刺激， 自然
难以入眠。

印第安人有句谚语， 大家

都很熟悉：“别走太快， 等一等
灵魂”。 意在强调，我们应该对
心理健康多一些关注。 确实如
此 ，压力再大 ，也请摆正心态 ，

工作生活有张有弛， 方能事半
功倍。 当然，生活中，改变肆意
熬夜晚睡的习惯也必不可少。

文/耿银平 图/朱慧卿

向改革要发展动力 两种高考
需要一样公平对待

爱与谦卑，成就“史努比中国之父”

■一句话评论

■新闻漫画

为自己留一方清净梦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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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新华社华盛 顿 3月 23日 电
中国网球“金花”李娜23日挽救了三
个盘点，以7比6（3）和6比3淘汰美国
小将凯斯， 晋级WTA迈阿密大师赛
女单第四轮（十六强）。

在本项赛事中， 李娜先是以2号
种子选手身份直接进入第二轮，又在
第二轮中收到对手克雷巴诺娃的退
赛“大礼”。

不过2号种子当日在首盘中受到
凯斯的顽强抵抗，后者在1比3落后的

不利情况下连下四局， 还曾握有3个
盘点。经验丰富的李娜关键时挽救了
这3个盘点，并在抢七战中获胜。

首盘获胜后，找回状态的李娜在
第二盘中很快确立5比2的领先优势
并成功晋级下一轮， 全场用时1小时
41分钟。至此，在两人的三次交手中，
李娜赢下两场。

今年是李娜第8次参加迈阿密大
师赛，此前她曾4次打进八强。她在第
四轮中的对手将是15号种子纳瓦罗。

门将很忙，场面火爆
皇家马德里与巴塞罗那的

国家德比从来都不乏看点。 全
场7个进球、 3个点球和1张红
牌、 双方球员冲突频频……北
京时间24日凌晨， 巴萨在被誉
为“点球大战” 的比赛中以4比
3逆转， 本赛季双杀皇马。

此战， 上半场球员格外出
彩，4粒进球全部是运动中打门，
个个精彩，显示了西班牙国家德
比的水准。伊涅斯塔早早为巴萨
首开纪录，皇马则凭借本泽马的
梅开二度一度反超比分，梅西与
内马尔打出精彩的撞墙配合，前
者推射破门，扳平比分。

就在梅西完成射门后，皇马
的佩佩与巴萨的法布雷加斯随
即发生冲突， 引发场上短暂混

乱，并双双遭到黄牌警告。世仇
恩怨、球员摩擦不断，这让比赛
的火药味也愈加强烈。

此战，皇马阵中表现最为突
出的球员当属本泽马，法国人原
本还有上演帽子戏法的机会，但
其射门被皮克在门线上救出。直
至第66分钟被瓦拉内换下之前，
本泽马完成了8次射门（C罗3次，
梅西6次），这项数据高居两队所
有登场球员之首。

裁判很忙，争议不断
这是国家德比25年来首次

出现3个点球， 只是第一个点球
是明显误判， 而后两个也存在
争议。

下半时比赛， 主裁判恩迪
亚诺开始为自己“加戏”。 第55
分钟， C罗在禁区边缘被阿尔维
斯绊倒， 随后葡萄牙人主罚命
中。 然而慢镜显示， 这一犯规

在禁区外发生。
仅仅10分钟后，巴萨同样因

点球受益。 梅西的直塞帮助内马
尔杀入禁区， 拉莫斯在身后有犯
规动作， 恩迪亚诺直接出示红牌
罚下皇马队长，并吹罚点球，梅西
利用这个机会扳平比分。 从慢镜
头回放来看， 拉莫斯的推搡动作
并不太大，判罚点球并红牌罚下，
这一吹罚引发争议不断。

比赛逐渐步入尾声， 两队也
进入胶着状态， 恩迪亚诺的吹罚
再次起了关键作用。 伊涅斯塔禁
区内带球， 在阿隆索和卡瓦哈尔
的夹防下倒地， 恩迪亚诺毫不犹
豫判罚点球， 梅西抓住机会完成
帽子戏法。

此役过后， 巴萨与皇马的积
分差来到1分， 重新唤起夺冠之
梦。 而马德里竞技在战胜贝蒂斯
后， 因为与皇马之间的战绩占优
超越对手来到积分榜榜首。

3点球+1红牌+帽子戏法，国家德比巴萨双杀皇马

裁判忙于抢镜 赛场烽火连天
本报记者 蔡矜宜

皇马球员拉莫斯 （左） 因在禁区内犯规，
被主裁判出示红牌罚下。 新华社发

在 24日
的 中 超 第 3
轮 比 赛 中 ，
北京国安主
场以2比0战
胜上海绿地
申花 ， 成为
唯一全胜球
队 ， 也创造
队史最佳开
局。

新华社发

国安开局3连胜

李娜又有戏 迈阿密大师赛闯入16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