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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大学生创业还须口惠实至

■邓海建

早在今年6月， 四川大学就通过官方
微信和微博宣布， 江安商业街商家的租赁
合同已经全部到期， 现有商铺在6月30日
前停止营业并搬离商业街。 商铺回收后，
学校会尽快将商铺分给学生创业使用。 这
一消息极大地鼓舞了学生们的创业热情，
网友纷纷点赞“太任性”。 （《天府早报》
7月6日）

创业不是做梦， 是资源与要素、 规划
与理念的“化合”。 川大把生财的店面留
给学生创业， 真金白银支持学生当创客，

如此“有钱任性”， 令人耳目一新。 没
准儿， 这些店铺就像电影 《硅谷传奇》
中的车库， 也会成为中国版“苹果”、
“微软”、 “惠普” 的孵化地呢。 或者
说， 如同“车库文化” 之于美国创业青
年一样， 中国的高校店铺若是都能成为
年轻创客的试验田， 进而生成一种创业
文化氛围， 那么， “大众创业， 万众创
新” 的热潮， 恐怕会离青春梦想更近一
点。

对大学生来说， 从被动就业到主动
创业， 这是应因时代蝶变的必然。 一方
面， 最新的 《2015中国大学生就业压力
调查报告》 显示， 继2014年高校毕业生
人数突破700万之后， 2015年的毕业生
人数持续突破700万， 并超过去年的727
万达到749万之多。 另一方面， 有数据
称， 在今年的大学毕业生中， 有创业意
愿的高达23%， 远远超过了准备考研的
人。 从制度层面而言， 今年5月13日，
国务院办公厅还专门下发了 《关于深化

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
创业在学分转换、 学时安排等细节， 有了
明确的说法。 这也是顶层设计对大学生创
业的价值引导与政策支持。

这些年， 不少高校也在鼓励学生创业
创新， 但不少是叶公好龙， 又或者知易行
难。 骨子里既看不上名校学生“卖猪肉”，
现实中又把创业简单等同于注册个网
店———结果， 创业的花活“秀” 了不少、
创业的组织构架了不少， 真正意义上的高
校创业并未能蔚然成风。今年两会期间，俞
敏洪委员就曾语出惊人，“大学生创业项目
里95%没创新。”话虽然不好听，但某种意
义上恰恰也指出了中国大学生创业的症
结：形式大于内容，原始粗放。为什么会出
现这样的情况？ 原因当然很多， 但身为高
校，责无旁贷。换言之，平时没有创业教育
与实践，临了往市场一推，指望随便就能混
出来个扎克伯格， 这想法也太天真。

大学生不是神， 尤其是不少“小鲜
肉” 还在震荡的股市打滚的时候， 要让他

们对创新创业产生兴趣， 需要更扎实稳妥
的功夫。 简单说， 支持大学生创业， 不能
说的比唱的好听， 不能口惠而实不至。 这
里起码是两个层面： 第一， 除了给政策，
还要给资金、 技术、 平台， 要像敬重实体
经济与呵护小微企业那样， 给予大学生创
业更多的物质支持， 让创业梦想能从容地
照进现实。 第二， 要宽容试错， 允许失败。
古今中外， 创业几乎没有坦途， 它需要正
视机会成本， 还可能摔得鼻青脸肿。 如果
急功近利， 创业就不是投资， 而是危险的
投机。

创业不是喝咖啡， 何况， 要去市场搏
击的还是羽翼未丰的大学生。 如果我们的
高校能早点教会他们“防身术”、 “进击
技”， 多些实践机会、 多点走心教育， 大学
生创业也许就会多些奇迹。 从这个意义上
说， 川大拿商铺给学生创业， 起码是个初
心可嘉的创意， 未必需要效仿， 但值得举
一反三。

（作者系时评人）

“避暑事件”考量大学管理能力
■铁铮

这无论如何都是一篇充满正能量的报
道： 7月1日，“恳请校长给条生路” 的邮件
引起广西民族大学校长谢尚果高度重视。
写邮件的学生痛陈每晚被热醒的“痛苦”经
历， 呼吁开放体育馆和空调教室供学生纳
凉。谢校长迅速回复，为没能让学生住空调
房抱歉，称校方正筹款改装线路，明年还将
筹款购买安装空调……第二天起， 空调教
室等场所真的向该校学生开放了。

可以用闻过则喜、 体恤民意等一系列
美好的词汇来褒扬这位校长。 的确， 一校
之长公务缠身， 能及时看到一位普通学生
的邮件实属不易， 更何况如此重视、 如此
迅速地加以解决呢？ 如果大学的校领导们
都能做到这一点， 相信许多和学生直接相
关的问题都会得到圆满解决， 校领导们在
学生心目中的形象一定会高大许多。

恕笔者有点过分挑剔。 往深处想， 这
个算不上创新的点子为什么不是校方首先
想到呢？ 是对学生宿舍情况不了解， 还是
视而未见？ 如果难度并不特别大、 早就具
备了解决的基本条件， 为什么要等学生反
映了问题、 校长指示之后才采取措施呢？
或许， 在想学生之所想、 急学生之所急、
帮学生之所需上， 学校应该更积极主动。

再想想， 在自媒体高度发达的今天，
如果这个学生不是把这封意见信发到校长
邮箱而是发在网上、 微博上， 会不会引发
一个舆情事件？ 如果真是那样， 扩大化的
矛盾化解起来难度恐怕会大得多， 危机公
关的措施如果不得当， 还会进一步发酵。
如此看来， 广西民大“避暑事件” 的化解
既要感谢校方及时解决问题， 更要感谢这
位学生采取内部渠道及时反映了意见。

以上议论的初衷不是鸡蛋里挑骨头，而
是希望大学管理者们能够跳出宿舍有无空
调的具体问题，从提升管理科学性的高度来
看待和分析。“避暑事件”折射的问题，绝不
是简单地给教室、 宿舍装不装空调的事。需
要思考的是： 管理是不是应该未雨绸缪？以
生为本能不能主动落实？

其实， 这类的问题在大学校园里每天
都在发生。 一些高校， 为了管理方便， 而
不管学生是否方便， 采取了一些貌似合理
但让学生叫苦不迭的措施； 一些简单的问
题解决起来并没有什么难度， 但就是长期
得不到有效解决； 学生的意见、 建议和要
求没有通畅的渠道加以反映， 或者反映了
根本不下功夫加以解决。

没有学生就没有大学， 大学管理还是
应该强调以学生为本。 在“互联网+” 时
代， 更应该把学生放在大学工作的首位。
特别需要强调的是， 学生生活同样无小事。
一些管理者的注意力放在了教学、 科研、
育人的大事上， 但对学生生活上的所谓小
事关注不够。 在目前的国情下， 对学生的
饮食、 就寝、 出行等小事的不关心、 不上
心、 不用心， 极有可能引发大的事情。

其次， 大学管理需要前瞻性、 需要未
雨绸缪。 凡事都要有相应的预案， 不能等
问题发生了才来解决， 而要通过科学的谋
划将问题消灭在萌芽之中或者消除产生问
题的土壤。 再其次， 要倾听学生的意见、
建议和要求， 建立和学生沟通的长效机制。
对于学生反映的问题， 可以解决的抓紧解
决， 难以解决的创造条件解决， 暂时解决
不了的也要给学生做深入细致的说服、 解
释工作， 切不可置之不理。

（作者系北京林业大学教授， 北京高校
新闻与文化传播研究会理事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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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试入学不该有“特区”
■汪明

据报道， 7月4日 ,某外国语学校进行
一年一度的小升初英语综合能力测试。 现
场上千名家长前来送考,场面震撼。 在这
次考试中 ,约2530名考生竞争320个名额。
联想到前不久郑州民办学校小升初的火
爆， 几千人赴考的场面同样壮观。 在全面
推进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的大环境下，
这样的场景不时地呈现在人们面前， 难免
让人产生困惑和忧虑， 义务教育招生究竟
怎么了？

“免试入学” 是 《义务教育法》 的要
求。 2006年修订的 《义务教育法》 第12条
规定 ： “适龄儿童 、 少年免试入学 ”。
“免试入学” 是义务教育法的明确要求，
然而这一要求常常遇到来自现实的挑战。
当前义务教育招生中的各种考试、 测试屡
见不鲜， 恢复义务教育招生考试的声音也
有抬头之势。 在一些人看来， 相对于“免
试入学”， 考试分数是一个更能体现公平
的标尺。 这样的说法似乎有一定道理， 但
将其置于当今教育改革发展的大背景下，
置于推进素质教育， 减轻学生过重负担的
大环境下来看待， 恢复义务教育招生考
试， 既不符合义务教育法的要求， 也不利
于义务教育阶段适龄儿童的身心发展和健
康成长。

值得一提的是， 在当前推进中、 高考
改革中， 改变单一化地将考试分数作招生

录取的唯一依据， 扭转分分计较是改革
的一项重要内容。 今天的义务教育招生
如果转而以分数为主导， 用考试方式取
代免试就近入学， 明显不符合改革方
向。

“免试入学” 更不该有特区。 全面
推进义务教育免试就近入学遭遇现实挑
战， 各种小升初考试、 测试的宏大场面
便是一个例证。 而这种场景往往是建立
在这样一个逻辑架构之下， 因为是外国
语特色， 因为是民办学校， 因为是学校
的实验班， 所以有了考试、 测试的理
由， 也因此可以成为“免试入学” 的特
区。

一直以来， 很多公办外国语学校在
义务教育招生中享有特殊政策， 可以提
前单独招生、 可以进行英语能力测试，
但也因此饱受争议。 在很多人看来， 恰
恰是这些招生方面的特殊政策， 让公办
外国语学校在小升初招生中抢得先机，
也为这些学校“掐尖” 提供了有利条

件， 对义务教育招生秩序造成一定冲击。
当前， 进一步规范招生行为， 营造良好的
招生环境， 是所有义务教育学校的责任，
公办外国语学校同样不能例外。 过分强调
外国语学校的特殊性， 继续保留带有选拔
性质的考试、 测试， 相对于其他公办学校
而言也不公平。

此外， 在很多人看来， 义务教育免试
就近入学只是针对公办学校而言， 民办学
校可依据民办教育的相关管理规定， 不受
“免试” 的限定， 通过一定的选拔方式招
录学生， 这也恰恰是体现学校自主办学的
一个重要方面。 但从义务教育改革发展的
全局看， 要想真正避免家长压力过大和学
生负担过重的情况出现， 淡化义务教育招
生选拔至关重要。 也就是说， 与公办学校
一样， 为学生营造一个宽松的成长环境，
民办学校同样肩负着自身的责任， 民办义
务教育学校招生也要顺势而为。

实际上， “免试入学” 不会成为招生
的“拦路虎”。 面对蜂拥而至的学生， 一

些公办外国语学校和民办学校或许会说，
不进行考试、 测试， 学校无法招生， 然而
事实并非如此。 目前大部分民办学校招生
已经逐步从原来的考试、 测试转向面谈，
并且在招生面谈中不接受获奖证书， 不进
行学科测试。

公办外国语学校招生同样如此。 从去
年秋季开始， 厦门外国语学校取消择优录
取， 以招收片区内小学毕业生为主， 向实
施免试就近入学迈出了重要一步。 而广州
市公办外国语学校招生经历了从笔试走向
面谈， 从面谈走向电脑派位或抽签。 从今
年起， 广州市属外国语学校取消面谈改为
指标+派位； 区属外国语学校要招地段生，
部分区取消面谈。 这不仅是公办外国语学
校招生方式的改革与进步， 也是向教育公
平迈出的新的步伐。 这些地方和学校的改
革实践表明， 除了考试、 测试之外， 公办
外国语学校和民办学校招生并非别无选择。

写入 《义务教育法》 的“免试入学”
是一个普遍和硬性的约束， 不应有法外特
区。 如果有的免试， 有的考试， 素质教育、
均衡发展、 缓解择校等美好的愿望就可能
沦为空谈， 动辄“场面震撼” 也有负面的
舆论效应。 今天的义务教育学校， 如何更
好地去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 而不是一味
地选择适合教育的学生， 这一点很值得学
校管理者深思。

（作者系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基础
教育研究室主任、 研究员）

创业不是喝咖啡， 何况， 要去市
场搏击的还是羽翼未丰的大学生。 如
果我们的高校能早点教会他们“防身
术”、 “进击技”， 多些实践机会、 多
点走心教育， 大学生创业也许就会多
些奇迹。

教育观察■■
■■

■■
■■

■■ 深度评论■■
■■

■■
■■

■■

焦海洋 绘

编者按： 迈入7月， 各高校陆续举行了毕业典
礼， 校长们的毕业致辞被广泛传播。 这些毕业致辞
内容丰富， 有关于人生的箴言， 有关于品格的修
炼， 有关于创业的策略， 不管话语指向什么， 大都
温暖人心、 催人奋进， 很多观点对于毕业生来说，
无疑深具价值。

大学毕业生，
带着校长的叮咛远行

亲爱的毕业生同学们， 站在人生的新台阶上， 你们下一步将怎
么走呢？ 是向下还是继续向上呢？ 向下虽然是“最省力” 的， 但也
是最危险的。 古人说， “从善如登， 从恶如崩”。 人生不进则退，
不论你曾有怎样的辉煌， 只要不再进德修业， 只要不再坚守诚信的
道德底线， 那就将“向下” 如崩， 毁掉自己的一生。 这样的教训，
难道还少吗？ 对于南开人来说， 我们的人生只有一个方向， 那就是
“向上”。

———南开大学校长龚克

同学们， 人生的舞台每个人独一无二， 每个人无法被替代。 你
们无须埋怨工作找得不好， 也无须羡慕别人“拼爹”。 除了你自己，
没有人真正了解你的极限。 我看过全球500强企业总裁的自传，
“土豪” 都是拼出来的， 路都是闯出来的。 机遇与挑战并存， 成功
与风险同在。

———武汉大学校长李晓红

也许将来你们并没有做出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业， 但是不管在
哪个行业， 在什么地方， 只要你们能够忠于自己的岗位， 恪尽职
守， 矢志不渝， 这种对于“忠诚” 的坚守和追求本身就是一种伟
大！

———南京大学校长陈骏

人生的旅行， 还需要专注地看， 聚焦地看。 在一段时间内， 要
专心于一件事， 把这一件事， 做好， 做利落， 做得完美。 然后， 再
开始下一件事。 左右开弓、 拳打脚踢、 八项全能， 这种情况， 只能
出现在资历阅历深厚的大师级的人物身上， 对于你们还有点早。

———中国农业大学校长柯炳生

同学们， 在你们人生的道路上， 会不断地遇到诱惑和挑战， 众
声喧哗可能会让你无所适从， 人流如潮可能会裹挟着你难以转身。
我希望， 即使是在遭遇困难和挫折的时候， 你们仍然能够坚守自己
的人生目标和理想； 即使可以找到自我原谅的借口， 你们仍然能够
坚守良知和底线； 即使看到的这个世界还存在着很多不完美， 你们
仍然能够坚守对真善美的信仰和追求。 这种坚守， 会让你们的人生
具有意义， 会让这个社会变得美好， 会让一所大学存在的价值因为
你们的努力而得到实现。

———华东师范大学校长陈群

古语云： 行百里者半九十。 做任何事， 都离不开坚持。 心理学
研究表明， 一个人要想在事业上做到出类拔萃或者取得成功， 需要
认真投入最少10000个小时， 这就是国际上著名的“10000小时法
则”。 10000小时是什么概念？ 就是你做一件事情， 每天投入10小时
的话， 需要持续3年， 如果每天只有5小时， 则需要6年。 这是基于
人类生物本能的一种知识和能力积累的需要。 请同学们做到勿忘初
心， 坚守理想， 正直做人， 诚信做事， 数年如一日地专注于阅读、
思考、 研究和实践， 我们就一定能取得最后的成功。

———广州大学校长邹采荣

把1变成无穷大的过程中，关键是要善于把0变成1，我们生活在
一个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时代，唯有创新，才能超越，唯有超越，才
能强大。 前段时间在中国教育电视台播放的《职来职往》栏目电子科
大专场上，4位同学都表现优异， 特别是数学学院的毕业生何培新同
学，他开发的针对理工科男生向暗恋女生表白困难的社交APP，就是
他创业中的一个把0变为1的故事， 只是不知道他应用在自己身上是
否灵验。 同学们，“互联网+”的“+”就是跨界，就是要我们学会跨界创
新、交叉创新，要敢于跨界，跨入到别的行业、别的领域、别人的地界，
世界那么大，等着你们去走走、去看看、去改变！

———电子科技大学校长李言荣

托尔斯泰曾经说过： 没有理想， 就没有坚定的方向； 没有方
向， 就没有生活。 然而， 很多人却越来越羞于谈论梦想， 他们说：
打开微博微信， 满眼都是关于梦想的“鸡汤”， 但现实生活中， 却
少有鸡汤的香甜。 梦想奢侈， 却不能没有； 信念稀罕， 却仍要追
寻。 这段时间， 你们肯定人生第一次面对这么多艰难的选择。 我想
对你们说， 不乱于心,不困于情； 不畏将来,不念过往； 如此安好。
如果人生注定要奢侈一把， 我希望你们能在色彩斑斓抑或暗淡无光
的际遇中， 尽早找到人生的航向。 因为， 有目标的人生叫航行， 没
有目标的人生只能叫流浪。

———广东外语外贸大学校长仲伟合

（排名不分先后， 校长致辞均为节选， 摘自中国教育报官方微
信）

焦海洋 绘

写入 《义务教育法》 的“免试入学” 是一个普遍和硬性的约束，
不应有法外特区。 如果有的免试， 有的考试，素质教育、均衡发展、缓
解择校等美好的愿望就可能沦为空谈，动辄“场面震撼”也有负面的舆
论效应。 今天的义务教育学校，如何更好地去创造适合学生的教育，而
不是一味地选择适合教育的学生，这一点很值得学校管理者深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