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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一版） 从国内来说， 要改
变高校千校一面、 盲目追高的状
况， 对高校进行分类管理。 另外，
面对每年700多万名大学毕业生的
就业压力， 也需要一批高校走出另
外一条道路。

目前， 我国共有600多所地方
本科院校， 大多数都是1999年以来
“专升本” 后新设的， 跨度16年，
所处区域条件、 行业背景、 办学历
史等差异很大。 马陆亭认为， 向应
用型转变不局限于这些普通高校，
但是以这些高校为主体。 起初提法
是转型为应用技术类型高校， 在今
年两会后， 政府工作报告中已经去
掉“技术” 两字。 马陆亭解释， 因
为“技术” 很容易和理工科挂钩，
而一些护理、 文秘等文科专业也都
是应用型专业。

不同高校面对转型的心态不一
样， 一些技术背景很强、 与行业产
业结合紧密、 转型起步较早的高校
积极性特别高， 已经充当起应用型
高校的“领头羊”， 如常熟理工学

院、 黄淮学院等。 而一些高校与地
方产业结构发展需求匹配度不高、
专业优势与特色不明显， 存在回避
转型的思想顾虑， 觉得办职业教育
是矮化了办学层次， 这与我国职业
教育社会声誉度不够高、 吸引力不
够强有关。

马陆亭认为， 不要纠结于办职
业教育提法的改变， 而是要意识到
这是办学思路、 办学定位和办学模
式的调整，人才培养的目标、方式等
要向实用型转变。 比如，德国培养应
用型人才很值得我们学习， 他们特
别重视实践环节，一般具有5年以上
行业产业经验的人才能做教师，这
将带来教育方式的变革。 在未来应
用型高校的建设中， 对人才实训实
习的课时比例要达到30%以上。

“仍有一些普通本科院校还在
瞄着综合性大学发展， 所以说， 最
难改的是观念。” 马陆亭说。

除了观念壁垒， 第二大难题是
师资。 如何建立起跟转型发展相适
应的师资队伍？ 马陆亭认为， 对学

校来说， 老教师要进行知识改造， 新
进教师的来源渠道要实现多元化。 若
要从企业进人， 人事部门的通道是否
能走通？ 这需要一整套的人事、 评价
等配套制度。 这些教师要不要搞科
研？ 在马陆亭看来， 也要搞， 不过要
追求横向科研， 强调跟行业企业联系
程度的紧密性。 这就需要评价指标、
方式的改变。

“鼓励具备条件的普通本科高校
向应用型转变”， 政府如何鼓励？ 除
了推进管办评分离、 扩大高校的办学
自主权等， 马陆亭还特别提到， 地方
特别是省级政府要鼓励地方院校实行
多元治理模式， 紧密联系行业企业，
不能光让行业企业支持， 而没有办学
参与权。 虽然现在也有校董会、 理事
会等组织， 但是将来要允许行业企业
在办学中有决策权， 支持行业、 企业
全方位参与学校管理、 专业建设、 人
才培养和课程设置。 要像允许混合经
济多种模式存在一样， 鼓励二级学院
结合地方产业链发展方向探索不同的
治理模式。

（上接第一版）
报告建议， 从人才培养质量和我国

养老产业转型升级发展趋势看， 从业人
员素质的提高必须依赖专业教育。 “十
三五” 期间， 国家将加快发展老年教
育， 全面提高养老教育的规模和质量。
重点关注养老人才培养规模的扩大和专
业建设质量的提升， 以便为未来产业转
型升级和养老产业的持续发展做好准

备； 要加快建立以老年 （人） 服务与管理
专业为主体， 构建涵盖老年服务与管理、
护理、 社会工作、 健康管理、 康复治疗技
术、 康复辅助器具应用与服务、 社区管理
与服务等的养老服务专业群； 要提升老年
教育办学层次， 可以借鉴日本老年护理与
服务专业人才的培养做法， 通过高等学
校、 短期大学、 专修学校、 高等专门学校
等来实现人才的多样化培养。

“光有产和教的对话并不够， 我们还
需要各部门通力在顶层设计上努力， 建立
一个常态化的产教融合的工作机制。” 教
育部职业教育中心研究所副所长刘玉新表
示， 要真正帮助这个“新生儿” 跑起来，
需要教育部门、 民政部门、 行业组织和龙
头企业常态化地坐在一起共议大计。 建设
专业的养老服务人才队伍， 也可以借鉴其
他领域现代学徒制的有效经验。

（上接第一版）
思想观念转变是开关。 “对于高素

质知识分子而言， 转变观念就是一层窗
户纸，只要关注、学习就能做得到。”陆昊
说， 高校领导班子和创新创业教学队伍
要从主观上查找不适应创新驱动战略的
思想观念，把转变观念摆上重要日程，密
切关注全球新的技术革命、 产业变革和
新的商业模式的趋势性变化， 有针对性
地做好创新创业必要的引导工作， 提高
科学研究水平和成果转化能力。

会上， 黑龙江省教育厅厅长徐梅公
布了黑龙江高校科技成果产业化工作的

成绩单： 目前， 全省高校拥有有效专利数
11930项，其中发明专利拥有数6686项；梳
理可转化成果1500余项， 推介成果200余
项； 有5家国家级大学科技园， 孵化面积
12.6万平方米，在孵企业395家……

闪亮的数字意味着未来的期待。“滚石
上山、爬坡过坎”，黑龙江正面临振兴的关
键期。 今年，重新修订《黑龙江省科学技术
进步条例》，出台《关于建立集聚人才体制
机制激励人才创新创业若干政策的意见》
《关于促进大学生创新创业的若干意见》
《黑龙江省“互联网+”科技创新行动计划》
等一系列政策措施，紧紧围绕创业孵化、成

果转化等方面优化引才环境，积极引进、集
聚和留住青年创业人才， 营造优良的宜居
和创业环境， 搭建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的
新平台，吸引众多人才落地。

大众创业， 万众创新， 目标就是为了
留住更多人才。 黑龙江为高层次人才搭建
了哈工大机器人集团等一系列优质的创新
创业平台， 吸引了大批高层次人才留在或
重回黑龙江创新创业。 今年1至9月份，
黑龙江省千户科技型企业三年行动计划共
吸纳大学本科以上人才7736人， 留住黑
龙江省内高校人才6313人， 吸纳省外高
校人才1423人。

“地方高校转型首先要打破观念壁垒”“大学生创新创业工作还得往前赶”

很少有人会停下脚步来思考这
个问题： 我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
人。

眼睛是向外看的， 耳朵是向外
听的， 手也是向外指的， 那么自己
是谁， 很多人总是向外寻求答案，
大多时候在乎的是别人嘴里的自
己， 而且是被褒奖的自己， 从而失
去了自剖灵魂的胆量， 失去了直视
内心的勇气， 陷入了对别人评价的
患得患失。

我是谁？让我狠狠地剖析一次，
然后告诉你一个相对真实的我：有
阳光的一面，也有阴暗的一角。

一、 美貌与我有关

我对自己的相貌没有信心， 甚
至是自卑的， 源于路人的一个惊诧
表情， 她说： “哟， 谁家的孩子
呀， 戴着风雪帽， 又黑又胖， 快丑
哭了！” 那年我七岁； 源于母亲跟
邻居的对话： “哎呀， 我那女儿丑
得没办法， 脸大得像块砧板。” 那
年我十岁； 源于老师不经意的安
排： “刘芳， 你就走方阵， 让那些
长得漂亮的去打腰鼓跳舞吧。” 这
是小学五年的痛， 痛遍每个“六
一” 儿童节。

我一直相信“女大十八变”，
可是， “七十二变” 后， 闺密定睛
看了我很久， 说： “你长得真的
丑， 但是丑得自然。 呵呵， 自然就
是美， 看习惯就好了。”

我在看得见时总是纠结自己的
长相， 解决的方法就是画美人———
嫦娥奔月， 天女散花， 聪明伶俐的
翁美玲， 清新脱俗的林青霞……我
以为， 看多了自己就跟着美了。

失明之后， 我终于放下了这块
心病， 却有很多人说： “你越长越
好看了。”

我深深理解他们对我的无限同
情。 但时间一长， 说的人多了， 就
像真的了。 也许是积极的暗示起了
效果， 也许是相由心生， 我因可爱
而美丽。 我懂得了， 因内心坦然真
诚而表达出来的你最美。 如果我真
的变好看了， 那是因为我爱笑， 整
个人看上去很喜兴。

微笑是世界上最美的表情， 跟
相貌无关， 却跟心态相连。 谁笑起
来都是美丽的， 尤其是一个盲人。
盲人的微笑会让周围的人首先很惊
诧， 然后很宽慰， 最后很温暖。 每
次我一笑之后， 都真切地感受到他

们长出一口气的释然与轻松。
真正让我相信这个事实的， 是

我的学生们。 他们经常说： “老
师， 你看不见， 但是你真的很美，
你的雀斑也很美。”

二、 我享受孤独， 也很合群

我是一个不多见的“七○版”
独生子女。 在同龄人看来我是幸运
的， 我自己却觉得悲哀， 像一个形
单影只的小怪物， 为什么我就没有
兄弟姐妹呢？

他们羡慕我好吃的自己吃， 好
穿的自己穿， 拥有自己的独立房
间， 得到父母全部的爱。 但是， 我
更喜欢家里有三五个孩子的氛围：
再不好吃的东西， 大家抢着吃， 都
变得好吃了； 能有哥姐的衣服可以
捡， 那是幸运； 能把衣服剩给弟妹
穿， 那是慷慨； 姊妹几个挤在一张
大床上疯打一阵才横七竖八睡去，
那才像一个完美和谐的家……

我在大家的羡慕中孤独着， 害
怕被人看出我的孤独， 鄙视我的无
助。 为了掩饰这种尴尬， 我尽力与
人为善， 助人为乐， 甚至见义勇
为， 慢慢习惯了就成了性格的一部
分。

直到我失明， 这样的双重性格
恰恰拯救了我的灵魂。 黑暗里的人
不得不接受孤独， 而我在黑暗中从
不惧怕独自静默。 灯光宠坏了黑
夜， 黑夜变得烦躁不安， 黑夜里的
人们也烦躁不安， 我却能在彻底的
黑暗中静下心来。

黑暗中的我更需要朋友陪伴，
不得不承认， 很多时候真的是寸步
难行。 但我不想做一个苟延残喘的
人， 更不能苟且偷生， 我想做一个
正常的残疾人， 一个看上去尽量正
常的人。 力所能及的事， 我尽量做
好， 不给大家添麻烦。 能帮到别人
时， 我努力帮。 在能力和情感上达
到一种对等， 他们帮我时不觉得是
施舍， 而我帮他们时自觉依然有存
在的价值。 活在人群里， 就不会被
抛弃。

我最怕听到的就是“你眼睛看
不见了， 干脆病退了吧” 之类的

话， 那是要了我的命， 会把我推向更
加黑暗的深渊， 而大家好像都是为了
我好。 人们啊， 如果真的为了我好，
请让我和你们永远在一起吧！

只有一类人不会给我这样的感
觉， 那就是我的学生。 他们单纯而善
良地说： “你很好玩， 喜欢你！” 这，
就是我勇敢地留在三尺讲台上最好的
理由。

三、 爱好， 是我生命的支点

我的爱好很多， 却没有一样是能
学精的， 这是我的短板。 学到皮毛就
拿来炫耀， 这就是我的可笑之处了。
而炫耀， 是为了掩盖我的丑陋和孤
独。

小时候在家属区， 我订的报纸杂
志最多， 所以在精神贫乏的年代我就
成了小伙伴的故事大王。 我家是第一
个买录音机的“土豪”， 所以我会唱
很多跑调的戏曲、 歌剧的片段， 后来
一直是学校的文艺骨干。 为了一个心
仪的男生， 我苦练书法绘画， 没想到
在日后的教学中起了很大的辅助作
用。 爱写作， 是因为我经常独处， 写
下喜怒哀乐能缓解忧闷。

后来， 随着视力不断下降， 我的
爱好一个一个被放弃了。 从光明走进
黑暗那最艰难的十年里， 它们逐渐离
我而去。 阅读， 变成了听读； 绘画，
只剩下对色彩的模糊记忆； 音乐， 只
能哼哼残缺的调子……五彩的生活随
风而去， 唯一留下来的只有写作。

我不停地写， 写生活、 写工作、
写我所有的情绪， 写我认识的人和听
到的故事。 人们读到了， 反应不一，
有欣赏的， 有好奇的， 也有嘲讽的。
让我心安的是， 我看不见却记住了，
有的人看见了却忘了那是风景。

我做过一个公益广告“读书明
理”， 把对阅读的钟爱、 理解和收获
传递给学生。 我告诉他们， 很多小说
里的主人公面对困境时都那么勇敢，
我学到了， 希望他们也能学到。

爱好， 填补了我生活的惨淡， 排
遣了疾病带来的愁苦， 成为我生命的
支点。 如果有一天这些支点消失了，
我还能笔直地站着， 那就说明我更加
勇敢了。

四、 伶牙俐齿和尖酸刻薄

有人说我伶牙俐齿， 有人说我尖
酸刻薄， 我曾为这样的评价耿耿于
怀， 但不得不承认， 我的确是一个爱
憎分明、 开口无情的人。

我曾对一个领导说： 只有社会分
工的不同， 没有高低贵贱之分， 不要
以为你是干部就以势压人。 我曾对一
个同事说： 你总是说些黄段子， 有没
有觉得你很渴望成为段子里的主人公
啊？ 我还对一个我认为不称职的党员
说： 你能混进这个队伍， 得套几层羊
皮呀？

冷嘲热讽， 针针见血， 好不痛
快！ 人家送我外号———“小鲁迅”， 我
也得罪了不少人。

眼睛得病之后， 尤其是快要走进
黑暗那几年， 我就像一只刺猬， 经常
竖起尖刺对着别人， 哪怕是那些无意
伤害我的人。 我用尖酸刻薄来伪装和
保护自己， 就像小时候战战兢兢地骗
别人： 你别想欺负我， 我家有五个哥
哥！

随着时间推移， 我收起了尖酸刻
薄。 换个角度一想， 要感谢那些折磨
我的人， 是他们给了我一个逆境和无
数险滩， 让我充满斗志； 要感谢那些
质疑我的人， 是他们让我对工作投入
更大的激情和智慧； 要感谢那些担心
我的人， 是他们让我努力思考怎样才
能继续跟他们并肩前行， 弥补生理缺
陷， 给自己一个完整的人格。

还有什么比互相尊重更让人舒心
坦然呢？

完全失明之后， 我反而走出了阴
霾， 心里豁然开朗。 大家发现， 我还
是伶牙俐齿， 只不过配上发自内心的
微笑， 更诙谐幽默、 更风趣可爱了。
我的朋友更多了， 从不喜欢的人身
上， 我也发现了可亲可爱的一面。

最包容我的永远是学生。 他们没
有嫌弃一个看不见的老师， 我为什么
要嫌弃自己呢？ 是包容之心， 教会了
我重新寻找生活的态度。

五、 情感危机与爱的化解

我并没有别人想的那么坚强，只

是以自己的方式活着，也为别人活着。
我失明之前， 父母以我为荣， 说

一个乖巧孝顺的我顶别人家几个孩
子。 我失明之后，他们的天塌了，长长
的叹息声经常刺痛我的心。 我不说我
的病情，不说我的苦痛，努力微笑，唱
着歌儿进门， 假装不理会他们的愁
苦， 假装满不在乎。 可是，我会摔倒，
会受伤， 会站在原地不知所措……后
来， 父亲的突然离世， 让我的天也塌
了半边。 母亲的哭泣和叹息能把我的
心撕成碎片。 我告诉自己： 不能跟着
哭。

丈夫也没有我想的那么坚强。 当
我想靠在他肩膀上休息一会儿的时
候， 他选择了逃避。 如果争吵是为了
更好地解决家庭矛盾， 那么沉默是要
表达什么呢？ 我说得最多的是： “我
成全你。 君子有成人之美， 让我做个
好女人吧。” 他沉默了几年， 才对我
说： “我不会离开这个家的， 我不
能， 等我赚到钱就回来。”

两地分居给了我足够的自由， 我
有空做比思念、 争吵和埋怨更重要的
事———上班， 带孩子， 写书， 做家
务， 去旅游。

我的家一直存在着， 与其说是我
坚守和忍让， 还不如说可爱的儿子给
了我足够的信心和勇气。 我有责任为
他保持这个家的完整， 也有义务做好
我自己， 以言传身教告诉他， 有些苦
难其实并没有看上去那么严重。 有
时， 我跳舞、 他唱歌， 我朗诵、 他吹
葫芦丝， 我听小说、 他写作业， 我们
母子俩快乐得没有闲心去郁闷和忧
愁。

我只做我能做到的。 我看不见别
人的表情， 但是大家看得到我的行
动， 这就够了。

如今， 年迈的母亲还健康， 丈夫
给了一家人新的希望， 儿子读大学去
了———我们各得其所， 不也乐哉！

当然， 总还有难受的时候， 我就
会找一个没人的地方， 号啕大哭一
场， 哭得肝肠寸断、 地动山摇。 哭
过， 问自己： “你还好吧？” 然后自
答： “还好， 走， 干活去！”

我曾在一首小诗里写过这样几
句：

看得见的苦难不叫苦难
跨过它
装得下的苦难不叫苦难
包容它
留下的是珍珠
冲走的是细沙

新华社贵阳11月22日电

“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勒” 刘芳独白———

“我是谁？”

刘芳， 贵州一名盲人女教师，
被称为“中国大山里的海伦·凯
勒”。 10月15日新华社刊发报道
（本报10月16日五版全文刊发） 后，
成千上万的人因她而感动。

人们好奇， 一个后天失明的
人， 是如何战胜了痛苦？ 她怎么能
坚守三尺讲台而备受学生欢迎？ 她
又是怎样在黑暗中完成了两部几十
万字的长篇小说？

每个人眼中都有一个刘芳， 刘
芳又怎样看待自己呢？ 应新华社记
者之约， 这位传奇女作家最近花4
个晚上写了一篇独白 《我是谁？》，
用清泉小溪般优美的文字， 袒露了
内心鲜为人知的一面———

我是谁？
刘 芳

■新华社记者 李柯勇 李春惠

9月28日， 刘芳握着学生的手进行心理辅导。

11月19日， 刘芳借助盲人软件写作。

本版图片均为新华社记者 王全超 欧东衢 摄

10月16日，
本报五版全文
刊发刘芳事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