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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成绩公布后，几家欢喜几家愁。宁夏
回族自治区银川市30多位家长陷入深深的自
责和无奈的气愤中，因为轻信一家教育机构保
过一本线的宣传，他们花大价钱将孩子送到这
家教育机构，但高考成绩出来后，孩子的分数
不但没有上一本线，而且考试成绩大大低于家
长的预期，所以他们觉得被教育机构的夸大宣
传给坑了。

小心，别上
“保过班”的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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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农作物缘何频繁被盗？
近日，湖南农业大学学生发帖称，学校在浏阳实习基地种的玉米、棉花等科研成果被当地村民偷盗。该实习基地一位老师日前告诉记者，此次

被偷盗最严重的是学校获得审批的一个玉米新品种，一旦被扩散出去，损失或达上千万。目前，村民已归还玉米棒近百个，未发现被盗玉米流入市
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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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农产品被不明真相的群
众偷盗并非罕见的奇闻，这些种在
试验田的农产品被科研人员视为
珍宝，其间接的市场价值远超普通
的同类农产品，但是在不明真相的
群众眼中这些科研农产品则十分
普通，偷盗者与科研机构之间的认
识差距让该类案件颇具争议性。

其实，发生在 2003 年的“天价
葡萄案”早已经对这种争议下了结
论。司法机关之所以不按照科研
农产品的“天价”定罪量刑，既是因
为刑法的谦抑性，也是充分考虑了
偷盗者的主观动机和社会的普遍

认知，在广大农村，偷瓜摘枣是属
于司空见惯的小事情，很少被认为
是违法犯罪。

虽然偷盗科研农产品承担的
法律责任不大，可是对科研机构
及科研人员造成的损失却是实实
在在的，有些学生甚至因为科研
农产品被偷盗而无法按期毕业，
这些偷盗行为还影响了技术研发
的进程。总体来看，防止科研农
产品被偷还是需要综合施策，切
实避免这种难以挽回损失的事件
再次发生。

首先，科研机构要高度重视试

验田的安全。试验田基本处于开放
的野外，面积大多与普通农田阡陌
相连，安全保障具有难度，既然科研
项目都有专项经费，科研机构应该
将加强安保作为正常的开支项目，
购买技防设备，完善人防机制。

其次，执法机关应该联合科研
机构进行专题宣传。要让试验田
周边群众深刻了解科研农产品的
价值，知晓偷盗行为对科研机构造
成的严重后果，要让宣传工作实现
全覆盖，建立多渠道的举报机制并
设立举报奖励。

再其次，相关立法机关可以对

偷盗科研农产品的行为设置特别
处罚条款，既要尊重刑法的基本原
则、基本内容，也要有别于一般偷
盗行为。

妥善保护好科研农产品的安
全，就是保护创新精神、呵护专注
情怀，要充分吸取科研农产品被盗
窃案件的深刻教训，亡羊补牢及
时综合施策，切实保护好创新成
果，利用好法律制度给群众打好
预防针，让普通群众对科研人员
的辛勤付出心存敬畏。

（作者刘勋，原载 《北京青年
报》，有删改）

防止科研农作物被偷应综合施策

石向阳 绘

科研农作物频频被盗，无疑凸显了科研农
作物保护层面存在巨大短板。

从表面上看，科研基地安全保护硬件设施
不到位，对小偷基本上处于不设防状态。从深
层次看，还存在法律和教育短板。

保护科研农作物，杜绝科研农作物被盗案
件再次发生，最关键的是要补齐保护短板，不
能寄希望于道德宣讲。首先，必须尽快补齐法
律短板，告别科研农作物被盗没“法”管的局
面。一方面，被盗科研农作物的价值鉴定评
估，不能比照普通农作物，必须按照科研农作
物的特殊性进行评估，不能贬低科研农作物的
价值。另一方面，在处理科研农作物案件时，
司法部门必须摒弃“不知者不为罪”、法不责
众等思维，要依法追责，不能是很多弱势的农
民、老人集体盗窃科研农作物就不用承担法律
责任。

其次，必须补齐安全保护硬件设施短板。
一方面，高校、科研机构的农业基地有必要加
盖围墙、防护网，与外界进行隔离。另一方
面，在农作物成熟期，要组织安保人员进行巡
逻。实际上在农村瓜果蔬菜收获期间，不少农
民直接在田间地头打地铺睡觉看管。

再者，必须补齐科研农作物知识的普及教
育短板。科研院所应当定期、不定期组织农业
基地周边的群众开展科研农作物知识的普及教
育，既提高大众对科研农作物的价值认知，也
让群众了解到盗窃科研农作物的严重后果和法
律风险。

（作者张立美，原载东方网，有删改）

频频被盗需
补齐保护短板

在日前召开的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
科教育工作会议上，教育部部长陈宝生针
对我国本科教育存在的一些问题，强调要

“以本为本”，推进“四个回归”：即“回
归常识”“回归本分”“回归初心”和“回
归梦想”，把人才培养的质量和效果作为
检验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这一席讲话切
中制约我国本科教育质量提升的短板，发
人深省。

自本世纪初进入大众化阶段以来，我
国高等教育取得了丰硕成果，然而，本科
生学业轻松、培养质量堪忧等问题不容忽
视。据笔者观察，当前部分大学生理想信
念失落、政治意识淡漠，学习态度不端，耽
于游乐、缺乏斗志、思想消极、钟情“佛
系”。课堂之上，对待专业课程上网抄袭、
东拼西凑、糊弄了事，对待社会实践拈轻怕
重、作秀应付，“睡觉族”“低头族”“要分党”
比比皆是；校园之外，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
思想严重，沉迷游戏、热衷购物、追求网红、
爱慕虚荣者不乏其人。以至于被戏称为

“玩命的中学、快乐的大学”。凡此种种怪
象背离了大学精神和学生天职，更严重影
响了造就堪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的
宏伟目标实现。因此，在陈宝生部长此次
讲话中，提及对中小学生要有效“减负”，对
大学生要合理“增负”，提升大学生的学业
挑战度。笔者认为，本科教育应紧密围绕
学生刻苦读书来办，引导学生求真学问、练
真本领，从思想政治、专业教育和社会实践
三方面对大学生合理“增负”，真正把内
涵建设和质量提升体现在每一个学生的学
习成果上。

“高教大计、本科为本”。本科教育是
一个人的人生观、世界观、价值观形成的
关键时期，大学须把立德树人的成效作为
检验学校一切工作的根本标准，强化本科
生的政治思想教育。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
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引领，将其纳入本科
教育体系内并居于最重要位置，构建思政
理论课程、综合素养课程、专业课程三位
一体的思想政治教育体系，教育引导大学
生增强“四个意识”，树立“四个自信”，
构建全员、全过程、全方位育人的思政大
格局，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具体表现在推动思想政
治理论学习进教材、进课堂、进网络、进
寝室、进师生头脑，对学生最关心、最现
实的和最困惑的问题进行及时释疑解惑、
以正视听，真正把解决思想问题和解决实
际问题有机结合，增强理论的解释力和说
服力，不断提升思想政治工作亲和力和针
对性。还要坚持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用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和社会
主义先进文化教育引导学生，通过开展形
式多样、健康向上、格调高雅的校园文化
活动，不断提高本科生的思想水平、政治
觉悟、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

回归学习是学生天职的常识。学生的
第一任务就是读书学习，特别在当前就业
形势严峻、就业结构性矛盾突出的情况
下，更要教育大学生清醒认识有真学问、
练真本领才是成才成功之道。引导学生端
正学习态度、明确学习目标、珍惜来之不
易的大学时光，激发其学习动力和专业志
趣的内生动力，增强学生的学习紧迫感，
激发学生的学习热情，使其主动“加
负”，自觉加大学习的投入度。要合理增
加课程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
可选择性，通过鼓励学生选学辅修专业、
参加行业考试等，让学生把更多的时间花
在读书上，实现更加有效的学习。更要激
励和约束并重，严格学业考核特别是过程
监控，严把出口关，改变轻轻松松就能毕
业的情况。

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新时代是奋斗
者的时代。青年大学生是中华民族伟大复
兴中国梦的未来希望，只有将自己锻造成
为爱国、励志、求真、力行的优秀人才，
才能在火热的青春中放飞人生梦想，在拼
搏的青春中成就事业华章。学校应推动以
专业教育为中心的培养模式向以学生学习
成长为中心的培养模式转变，通过扶贫攻
坚、志愿服务、社会公益、暑期“三下
乡”等社会实践活动，增强大学生对国情
民情认识，了解稼穑之不易、体恤民生之
多艰，提升自身担当精神和抗挫折能力，
提炼艰难困苦、玉汝于成的人生真理，从
而成长为理想坚定、勇于开拓、顽强拼
搏、永不气馁的青春奋斗者和实现中华民
族伟大复兴光荣梦想的践行者。

（作者系全国政协委员、中国社会科
学院大学临时党委书记、常务副校长，原
载《人民政协报》）

面对史上力度最大的校外培训
机构治理行动，校外培训热并没有真
正降温。一些机构玩起了躲猫猫的
套路，为了应付检查，“提高班”改名
为“敏学班”，“尖子班”改为“勤思
班”，宣传口号则从“两年学完三年”，
改成了“学得更深更广”⋯⋯

治理校外培训机构乱象，减轻中
小学生课外负担，已经上升到前所未
有的高度。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为校外培训热降温，注定无法毕其功
于一役。尤其是在巨大的利益和诱
惑面前，一些机构通过改头换面等方
式，进行软性抵抗。而这种逃避监管

的躲猫猫套路，似乎仍然得到了不少
家长的认同。在一些家长看来，叫什
么名字，甚至有无证照都不重要，能
把孩子“教好”就行。对此，监管部门
要擦亮眼睛，看清违背教育规律超前
超纲教学、刺激家长抢跑冲动的套
路，让违规办学行为无处可逃，给家
长松绑。

套路，一般多指某人做事有所欺
瞒或有极具实际经验的处事方法，从
而形成了一类行为模式。要擦亮眼
睛，远离套路的当然还有家长。《法
制日报》 报道，高考成绩公布后，
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 30 多位家长
因为轻信一家教育机构“保过一本
线”的宣传，花大价钱将孩子送到
该教育机构，但是孩子的高考分数
不但没有上一本线，而且大大低于
家长的预期。

“保过”等是一些教育机构蛊惑
家长和学生的经典套路。家长们希

望孩子考个好学校的心情可以理
解，但世上哪有什么“保过班”？考
试过程充满变数，而学习这件事往
往又是师父领进门，修行靠个人，
不付出艰辛的努力，遇到再好的老
师也是徒劳。但凡考试，就会有过
与不过，差别只在是过的人多还是
没过的人多，更何况这家教育机
构，管理混乱、处于非法办学的状
态，不菲学费背后的“保过”，其实是
一个十足的骗局。

家长容易在这类套路面前迷失
理性，根本原因还在于临时抱佛脚的
功利心态。在上一本线的诱惑面前，
失去了基本的判断，以至于不顾班主
任的阻拦，停止学校的正常学习，进行
所谓“封闭式教育”。花费不菲，成绩
不升反降的结果令人唏嘘，但却不让
人意外。这与那些相信论文中介可以
帮忙在核心期刊上发论文，最后发现
被骗的研究者一样。可见，任何成绩

的获得，要想走捷径终归不靠谱。
套路之所以易得人心，在于它击

中了人性的弱点。一则因为诱惑，抢
跑的诱惑、快速见成绩的诱惑；一则
因为恐惧，输在起跑线的恐惧，落于
人后的恐惧。这一方面需要监管机
构对违规办学行为保持常态化的监
管；另一方面需要家长树立正确的教
育观念，克服诱惑和恐惧，不要在套
路面前丧失了基本的方向感。

“不要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也
是一个常见的套路，很容易让人深陷
其中。近日，《半月谈》刊文针锋相对
地提出，不要让孩子输在“抢跑”线
上。文章指出，每当我们以为快人一
步“抢跑”之时，不甘落后地“跟跑”之
时，却总是“跑”不过那只躲在暗处调
配供需的“无形之手”。当所有家长
都一拥而上让孩子“抢跑”，一味地追
求高学历，那么供给将极大增加，远
超出有效需求，价格便会迅速下跌，

甚至导致过剩。而且，供给侧越是同
质化，产能过剩越是严重。文章提醒
家长，要提防在抢跑的过程中让孩子
成为了同质化、过剩的牺牲品。家长
们若能好好体会这篇文章，面对培训
机构耸动人心的宣传套路时，或许能
增强几分抵抗力。

教育的目标是让每个人都能够
成为最好的那个自己。人的成长过
程是家庭、学校、社会等多方力量
共同作用的结果，成长路上难免遇
到各种诱惑与挑战，当然也就少不
了许许多多的套路。避开这些套
路，既需要有关部门及时清障，扫
清套路，又需要家长和社会帮助孩
子识别陷阱，在诱惑与挑战面前保
持足够的清醒和理智。对于孩子眼
下的成长甚或迎接未来生活的挑
战而言，让孩子成为最好的自己，
而不是同质化竞争下过剩的牺牲
品，都尤其需要远离套路。

莫轻信校外培训机构的套路
杨三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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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政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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梳理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
首先还是有必要对某些广为传播
的说法加以澄清。比如，之前网
上流传称此次玉米被盗“损失超
千万”，对此校方的正式回应中坦
言，“千万的这个说法是没有计算
依据的”；此外，还有诸如“老师
十年心血毁于一旦”“学生们无法
毕业拿到学历文凭”等等表述，
多多少少也有夸大事实、渲染悲
情的嫌疑。

实际情况是，此次被村民损
毁的试验田约占全部玉米试验田
的 30%，被盗的玉米已大部分被追

回，同时校方也调整了有关学生的
毕 业 论 文 方 案 以 保 障 其 顺 利 毕
业。这些事实与解决方案也表明，
事态并没有到穷途末路的地步，公
众也没必要过度焦虑——毕竟，公
允看待此玉米试验项目的学术成
色、价值位阶和利益损耗，是形成
公允评价和理性反思的基础。

剖 析 此 次 科 研 玉 米 被 盗 事
件，不少人都归因于作案村民愚
昧无知、爱占便宜的人性劣根。
但与此同时，我们同样也该看到
此事中暴露出另一些问题，那就
是学校和师生情感的疏离、科研

基地与乡土世界联结的隔离。
据悉，类似的盗摘曾发生多次，

校方却一直不以为意。校方的懈怠
态度，显然与师生们郁闷的状态相
去甚远。正是由于校方没有充分理
解师生们对科研玉米的重视，没有
正确评估他们的心血付出和愿望执
念，故而也就没有投入足够力量进
行安防来守护师生们的“事业”。

一样令人遗憾的是，当地教
学科研综合基地尽管与周边村庄
毗邻，却几乎就是一块“飞地”，
因其并没与周围村民多走动、多
沟通，故而也就没有可能彼此相

识、相互支持了。
对当地村民而言，科研基地

里尽是些“身边的陌生人”，玉米
试验田不过是外来者的财产，所
以便会有周边农民难以抑制占便
宜的冲动。须知，由一种距离感、
隔阂感出发，往往都会生发出强
烈的“内外有别”意识，甚至会转化
为一种排外性和侵占欲。而科研
玉米被盗，再次提示相关学术研究
机构，要更多亲近乡土世界、多走
进本地的社群圈。

（作者然玉，原载光明网，有
删改）

弥补隔阂比处罚更有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