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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前，江苏省教育厅等七部门联合
印发《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放管
结合优化服务改革实施办法》，进一步
扩大高校办学自主权，并强调高校自主
实施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可全部留归
学校。

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是科技服务经济
供给侧改革的有效抓手，而高校是实施
科技成果转化的关键阵地。江苏省规定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完全可由高校“自享”
之举，事实上并非“吃螃蟹的第一家”。
然而，倘若放在省级单位贯彻《教育部等
五部门关于深化高等教育领域简政放权
放管结合优化服务改革的若干意见》文
件精神背景下，江苏省的改革办法，政策
法规靶向精准、配套得当、措施得力，给
高校科研人员彻底送上了一颗“定心丸”
和政策“大礼包”。

高校科技成果的转让、对外投资和
实施许可等实施事项繁多，审批或备案
程序林立，存在权限边界模糊，转化不
力、不畅的痼疾。同时，科技成果转移转
化关乎到资金、设备、人力等诸多环节要
素，是影响和制约高校创新发展的关键
领域。如果不能有效破解体制机制障
碍，一大批科研项目将止于发表论文，不
少研究成果只能躺在大学实验室里“睡
大觉”，难以实现成果产业化，更奢谈真
正转化为生产力、竞争力。

着力推进成果转化，也是“双一流”
建设总体方案提出的五大建设任务之
一。国内外创新发展实践已明证，科研
成果转化涉及到科技资源分配、科研经
费应用机制、人员管理等事项，既可视为
需要打通诸多体制机制关卡的一根“创
新链”，又是需通盘考虑、有效捋顺、衔接
贯通的一条“生态链”。基于此，一项科
研成果的诞生，既需要资源的投入，更需
要主体的创新活力，而如何使相关主体
的创新活动和资源投入得到有效激励、
持续衔接和深入推进，则是破除这一体
制机制障碍的关键。而高校自主实施科
技成果转移转化，收益由高校完全“自
享”，是明确产权界定规则的生动体现，
势必会深层次影响到科技研发工作，极
大地提高科技成果转化率。大而言之，
科技成果转化率已成为我国建设世界科
技强国和创新型国家的重要观测指标。

坦白讲，收益由高校完全“自享”，下
一步势必要落实在科研人员收益分配比
例上。从文件来看，江苏省制度性保障
了科研人员的高收益标准，是健全以增
加知识价值为导向的收益分配政策的标
杆体现。这无疑将释放出科技人员创新
创业的巨大活力，为支撑经济发展转型
升级提供源源不断的成果，服务国家创
新驱动发展战略。

科学研究的目的，绝非仅仅为了求
知求新，从根本上说，是为了推动社会进
步。高校应矢志不渝地深化科研体制机
制改革，打破产学研协同创新和产业化
之“墙”。为此，一些高校构建了体系完
整、运转高效的科技成果转化网络，设立
了专门的专利管理机构，实施了“校企科
技特派员”制度，成立了技术转移中心，
组建了一批精通技术、市场、法律、商务、
金融的技术经纪人专业队伍，成果转化
的中介组织体系日渐完善，为科技成果
转化提供专业服务。此外，还应主动对
接重点行业、重点企业需要，完善多元化
投融资体系，解决关键技术成果转化“最
后一公里”所需的资金支持问题，确保

“科技、市场、金融”整合优势的充分发
挥，形成以市场为依归的研发模式，推
动产学研深度融合发展。

（作者系天津大学研究生院教师）

乐见高校“自享”
科技成果转化收益

张立迁

近日，江西农业大学党委书
记黄路生院士在学校“教学精英
奖”颁奖典礼时，带头给获奖教
师让座的细节引起热议。“让座
院士”的言行举止，让当事教师
既“诧异”又“感动”，让知情
学生既“佩服”又“自豪”。行
政人员给一线教师让座而备受关
注这一现象背后所蕴含的问题值
得我们深思。

众所周知，尊师重教是中华
民族的传统美德。范晔在《后汉
书·儒林列传上》 说道：“臣闻
明王圣主，莫不尊师贵道。”所
谓三教圣人，莫不有师，千古帝
王，莫不有师。可以说，没有

“师”就没有“教”。传播知识、
传播思想、传播真理的教师，乃
是立教之本、兴教之源，是推动
教育事业内涵发展的根本力量，
承担着让每个受教育者健康成
长、办好人民满意教育的重任。
于是乎，荀子说：“国将兴，必贵师
而重傅；国将衰，必贱师轻傅。”习
近平总书记强调：百年大计，教育
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国
家繁荣、民族振兴、教育发展，需
要我们大力培养造就一支师德高
尚、业务精湛、结构合理、充满活
力的高素质专业化教师队伍，需
要涌现一大批好老师。

然而，我们也注意到，价值

多元、社会变革的当下，肩负着
立德树人使命、传道授业重任的
教师们，常常被看成是普通的教
育服务提供者，甚至是被认为已
走到了“不受尊敬的边缘”。尊
师重教这一理所当然、天经地义
的常识，渐渐成为集体记忆中的
美好故事。行政人员给一线教师

“让座”这一举止，反而成为了
异常宝贵的个体行动。

十九大报告强调，要倡导全
社会尊师重教。笔者认为，在新
时代强调尊师重教有其新内涵，
要充分认识到教师的社会价值和
引导作用。唯有广大教师牢固树
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想信念，

带头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自觉增强立德树人、教书育人的
荣誉感和责任感，方能做好学生
健康成长、锤炼品格、学习知识、
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
唯有广大教师成为有理想信念、
有道德情操、有扎实知识、有仁爱
之心的好老师，方能发展具有中
国特色、世界水平的现代教育。

要进一步明确教师在学校的
中心地位，课堂可以强调以学生
为中心，学校则要强调以教师为
中心。新西兰的约翰·哈蒂教授
通 过 持 续 15 年 的 实 证 研 究 表
明，在学生、家庭、学校、教
师、课程和教学等 6 大类 138 项

影响学业成就的因素中，教师是
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在《可见
的学习》 一书中，哈蒂教授强
调：要充分认识教师的影响力，

“重回教师中心的教学”。
有媒体将“让座”新闻窄化

为行政应“服从”教学，这又走
向了另一个极端。教育与行政于
高校如鸟之双翼，“让座”新闻
的真正价值在于：唯有学校上下
真心将一线教师放在重要位置，
教师才会感受到自身职业的尊严
和自豪，才会以高度的职业认同
和饱满的工作热情投入到教学实
践之中，才会把学生放在第一位
而更加精心地研究和打磨教学，

最终使学生、家庭、学校都受益。
教育要积极发展，营造尊师

重教和良师涌现的社会风尚也非
常重要。从系统论的角度来讲，
学校教育系统是整个社会系统的
一部分。尊师重教的程度直接影
响和推动着国民整体素质的提
高。唯有积极营造尊师重教的社
会氛围，才能让尊师重教的思想
观念潜移默化地入口、入眼、入
脑、入心、入行，逐步成为社会的
共识、组织的文化、个体的习惯，
最终形成人才辈出、良师涌现、优
秀人才争相从教的良好局面。

（作者系教育部学位与研究
生教育发展中心研究人员）

“院士让座”彰显尊师重教好传统
王顶明

/ 一家之言 /

近日，有媒体报道，一位初二学生在学
校成绩一直不错，但近期考试没发挥好，情
绪很低落，躲在自己的屋子里不跟父母交
流。该学生父母向媒体表示，“其实从小我
们都对他保护有加，不让他受到任何挫折，
这个孩子一直都不太敢面对失败，甚至有点
逃避，我们家长也不知道怎么让他学会面对
失败？”

对此，有专家表示，让孩子学会面对失
败，首先父母应该觉察自己对孩子的期望，
是否在学习或者生活中给孩子太多输赢的观
念和过度反应。如果父母剥夺了孩子在生活
中一次次处理挫折的机会，剥夺了他适应关
系的能力，孩子会变得胆小而自卑，加速他
以后不敢去面对失败。

该有怎样的输赢观？

/ 漫话 /

石向阳 绘

/ 快评 /

近日，“屏幕社交时代家长
如何与孩子交流”研讨会在京举
行。会上提出了“屏幕社交”的
概念。新一代亲近网络，热衷也
擅长于“屏幕社交”，让家长乃
至社会都有一种不安感。其实，
屏幕再有魅力，也只是一种技术
手段，如果不是家庭和社会生活
中存在两股“推拉”力量，孩子
未必会如此着迷于网络上的一
切。

从家庭来说，现在父母大多
为职场人士，难以频繁同子女沟

通交往，就是在有限的交往中，
也更在意孩子的学业，包括学习
成绩和所谓“素质培养”，而很
少推心置腹。简言之，由于有的
家长把孩子童年生活转化为未来
人生的筹码，功利心过盛而导致
亲子交往“有意义，没意思”。
许多孩子哪怕未被网络吸引，也
与父母甚少共同语言，社会竞争
的压力不可避免地转移到新一代
身上，父母自身感受到难以排解
的焦虑，肯定对亲子关系产生负
面影响，导致孩子“不亲父母，
亲屏幕”。如果不能改善亲情关
系，无论有没有网络，孩子都会
要寻找别的心理替代物。

反过来，孩子手上那块小小
的屏幕背后，不只是日益高深的
技术，更有无孔不入的资本。为
了尽可能多地霸占孩子们的注意
力，争得流量和利润，各种技术

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基本上是孩
子喜欢什么，企业就提供什么，
各种“有意思，没意义”的内容
不但充斥屏幕，而且体贴入微，
为了躲避家长监管，甚至在号称

“服务教学”的软件中，插入一
些庸俗段子。相比父母过于一本
正 经 ， 网 络 偏 偏 提 供 “ 不 正
经”，形形色色的“奶嘴乐”不
但毫无营养，还有明显的副作
用，但却能成功诱惑涉世未深的
孩子们，让家长束手无策。只要
过于商业化的产品和服务可以肆
无忌惮，家长和学校试图让孩子

疏远屏幕的努力，注定失败，商
业机构的“以人为本”，远不是
家长抵御得了的。

让事情进一步发展的是，从
80 后开始，以独生子女为主的
一代代人因为没有兄弟姐妹，自
然形成了与同龄伙伴交往的心理
定式和行为习惯。屏幕提供了他
们超越物理空间，摆脱面对面交
往 的 拘 谨 ， 而 进 入 “ 无 话 不
谈”、完全不受家长监管的状
态，“屏幕社交”因此蔚然成风。

虽然大家都知道，让孩子们
隔绝网络绝不是一个好办法，实

际上也行不通。在舆论尤其是为
某些公司所主导的网络舆论中，
关于网络对孩子学习重要性的说
法，许多无非文过饰非。通过网
络孩子们确实见识广了，但所见
识的绝大多数只是一堆知识碎
片，既不系统，也未必值得传
承。但一些家庭和学校缺乏为孩
子提供整合知识碎片的意识和能
力，借助网络收集资料、开展课
外研究等高大上目标，在忙于刷
题应付考试的孩子那里，许多时
候只是一个幌子。

“屏幕社交”及其带来的问
题，根本上是技术发展和商业模
式开发大大超过社会发展和文化
进化所带来的必然结果。面对商
业化教育服务一路攻城掠地，专
家最后寄希望于家庭教育，直白
地说，也就是寄希望家长通过个
人努力来改变孩子的微观生态环

境，以抵御信息化时代的负面效
应。面对新技术，家长保持定
力，可能就是重新构建互联网时
代亲子关系的关键。

对整个社会来说，技术进步
确实不可抗拒，但对于个人或家
庭来说，未必需要追逐每一项技
术进步。随着人工智能的发展，
单纯在技术层面上，人类要同
智能机器人对垒的话，将会越
来 越 处 于 下 风 ， 掌 握 技 术 重
要，但掌握发明技术的头脑、
掌握运用技术造福人类的情感
和智慧更重要。要孩子完全脱
离屏幕或许做不到，但给孩子一
个屏幕外“既有意义，又有意思”
的生活，是完全能够做到的。家
长在决定要孩子的时候，就要规
划好让孩子有一个不会输给智能
机器人的未来。

（作者系上海大学教授）

走出“屏幕社交”需从现实生活切入
顾骏

察
教育

观

要孩子完全脱离屏幕或许做不到，但给孩子一个屏
幕外“既有意义，又有意思”的生活，是完全能够做到
的。家长在决定要孩子的时候，就要规划好让孩子有一
个不会输给智能机器人的未来。

一、招聘职位
1.机械工程学院实训教师 （机械类）；
2.信息工程学院实训教师 （计算机类）；
3.电气工程学院实训教师 （电气类）。

二、任职条件
1.高职专科及以上学历；
2.专业与招聘岗位一致；
3.实践动手能力强，获国家职业技能大赛一等奖；
4.爱岗敬业，事业心强。

三、应聘方式
应聘人员在学校官网人事处招聘信息栏下载报名表，应聘材

料发至邮箱lyc_nova@163.com，截止时间2018年1月5日。

联 系 人：刘老师 联系电话：023-61065931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坐落在天津市海河教育
园区，隶属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是独立设
置的公办全日制高职学院。占地面积866亩，建筑面积
190390 平方米。学院设有机械工程、电子信息与自动
化、经济管理、艺术工程 4 个二级学院，开设 31 个高
职专业、1 个技能本科联合培养专业，高职在校生
8800余人。

学院是国家优秀示范性骨干高职院校、天津市“十
三五”“世界先进水平高职院校”建设项目单位，学院
模具设计与制造、光伏发电技术与应用、电子商务3个
专业承担了天津市“十三五”“优质骨干专业”建设项
目。学院创建了“三级贯通式”校企合作办学体制机
制，由国际知名企业、行业龙头企业、行业协会等单位
合作组成校企合作董事会，每个专业群都有与国际知名

企业、行业龙头企业合作的长效机制，促进产教深度融
合。学院依托骨干专业的实力优势带动各专业群，服务
企业和区域经济发展，是天津市仅有的一所首批跻身全
国高职院校服务贡献50强行列的高职学院。自2008年
以来，学院每年承办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的中高职相
关赛项，在校生282人次在国赛中获奖。

2017 年学院根据事业发展需要，公开招聘博士学
位、硕士学位专业教师 20 人，职业教育研究岗 6 人，
软件开发工程师岗 2 人，共计 28 名专业技术人员。自
2017 年 12 月 18 日起在中天人力资源网 （www.cnthr.
com）、天津渤海轻工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网 （http://
www.bhqgtz.com）、 天 津 轻 工 职 业 技 术 学 院 网

（http://www.tjlivtc.edu.cn） 发布招聘信息。

2017年12月20日

国家示范性高职院校——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

特招职业院校优特招职业院校优秀毕业秀毕业生生
天津轻工职业技术学院

2017年公开招聘公告
重庆工程职业技术学院是由重庆市政

府部门举办、重庆市教育部门主管的公办
全日制普通高等职业院校，学校创建于
1951年，是国家示范性高等职业院校，现
设有矿业与环境工程学院、机械工程学
院、建筑工程学院、信息工程学院、财经
与贸易学院、地质与测绘工程学院、电气
工程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马克思主义
学院、继续教育学院等10个二级教学院系
和基础教学部、体育与国防教学部等2个教
学部，开设有9个专业大类的50个高职专科
专业。学校现有全日制高职专科在校学生
近 14000 人、成人教育学生3000余人，各
类培训及职业技能鉴定每年10000余人次。

·招聘信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