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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论
找 记 者 上 壹 点

商学院变“肽学院”，民办大学不能这么办

□舒圣祥

温州商学院今年暑期实践活
动，要求大一学生全体去卖优健
肽，校级团队硬性要求每人卖出
八盒，优健肽销量挂钩学生学分
和辅导员业绩。学校此举引发学
生强烈不满，诸多学生都在抱怨

“全员卖肽”“不想去卖肽，就拿不
能毕业威胁”。

温州商学院是一所民办大学，
学费比较贵；学生们肯定想不到，
缴了那么贵的学费，还得去给学校
卖货。组织暑期实践活动，使实践
经历与课本知识更好结合，原本是
好事；但是，学校如果压根儿不是
为了锻炼学生，而是为了让学生替
自己卖货，那这件事就不能以“暑
期实践”之名就此轻易掩盖过去。

这些年，利用学生赚钱的职
业院校媒体曝光过很多。某些学
校为了一点回扣，动辄强制要求

学生去指定工厂打工，哪怕跟所
学专业毫无关系也必须参加，否
则就毕不了业。相比之下，温州商
学院的理由则显得“委婉”得多。
按照学校的说法，此次要求学生
去“卖肽”，是为了给学生提供“零
成本创业”机会，学生不用自己花
钱囤积货物，推销出去之后，将购
买人的地址、电话上报，由学校统
一寄出产品。但从实际来看，这种
说法无疑是在“挂羊头卖狗肉”，
学校就是想让学生充当免费推销
员，否则也用不着强制。

此外，生产优健肽的温州优
健肽公司，是温州三和盛公司的
关联企业，而温州三和盛的法人
代表正是温州商学院的董事
长——— 因为老板是“卖肽”的，温
州商学院疑似成了温州“肽学
院”。在这个意义上，与其说温州
商学院是一所高校，倒不如说它
是一家“卖肽”企业。

事实上，温州优健肽公司之
前已被人举报涉嫌虚假宣传。根
据报道，执法人员确实曾于今年5
月14日对温州优健肽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涉及“不当宣传”进行调
查，并于5月22日约谈公司负责
人，并根据《广告法》第五十五条
和《行政处罚法》第二十七条第二
款的规定，送达《责令改正通知
书》。要求提醒师生停止不当宣
传，提高甄别能力。

可是即便如此，学校依然以
暑期实践之名安排了集体“卖肽”
活动，显然是不把相关部门的监
督意见放在眼里。需要指出的是，
在暑期实践启动仪式上，学校甚
至把“进局子”的可能性都考虑到
了。明知学生推销该产品可能违
法，却强制要求学生以身试法，完
全不是正规高校该有的作为。经
商必先守法，商学院不教学生守
法，反为自身一己私利，不惜强制

学生以身试法，有违师德不说，更
已涉嫌违法。

温州商学院变温州“肽学院”
背后，不仅是强迫学生卖产品的
问题，更是民办高校应该怎么办
的问题。老师“卖肽”与工资挂钩，
学生“卖肽”与学分挂钩，在这种
情况下，他们实质上都成了温州
商学院的销售员。不少同学为了
拿到学分，不是卖给了亲戚，就是
从学校那儿买了以后干脆“卖”给
自己，既“杀熟”还“自伤”。

民办高校不能是民办企业的
附属单位，更不能是民办企业的
销售部门。相关部门应该及时介
入调查，一查产品与企业的问题，
二查学校与领导的问题。温州商
学院自己提出的口号，是要打造
国内民办教育标杆。“标杆”尚且
如此，其他又当如何？类似乱象也
许并非个案，就事论事之外，更该
有系统性治理。

□苑广阔

7月25日18时，河北高考志
愿填报正式开始，填报首日，多
数考生和家长波澜不惊，没有
抢抓“第一时间”，而是进行相
关准备工作。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高考得
到高分，只意味着可以进入自己
心仪的大学，但是最后报考什么
志愿，才大概率决定着未来的职
业和人生发展方向。正是因为如
此，所以每年高考分数发布以后，
不管是大学，还是一些商业性机
构、教育考试专家，都会举办各种
形式的高考志愿咨询报告会，帮
助考生更好地选择自己的大学专
业。

这些高招咨询会，考生和
家长当然可以去参加一下，作
为填报志愿时的参考，但是决
定权最终还是在考生和家长手
里。尤其是考生自己，报考什么
大学、什么志愿，首先要综合考
量自己的高考分数能否被所报
志愿大学和专业录取，在这个
前提之下，再充分考虑自己的
兴趣爱好、性格特点、人生规划
等等，来决定所选的专业。这其
中有一个很关键的内容，那就
是在选择专业的时候，要把兴
趣、爱好、特长这些影响自己未
来人生发展的“小逻辑”与国家
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大逻辑”统
筹考量，彼此兼顾，密切结合，
这样最后所报的专业往往八九
不离十。

每年高考志愿填报，都会有
人栽跟头，吃大亏。

究其原因，便在于盲目填报
“热门专业”。我们要知道，国家和
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变化
的过程，而大学对人才的培养却
具有延后性，今年大家公认的“热
门专业”到了四年以后，可能就变
得冷门了；同样的道理，现在众人
眼里的一些冷门专业，四年之后
可能就会变得热门。而如果我们
能够以自己的兴趣、爱好等为出
发点来选择专业，那么不管它未
来是冷门还是热门，我们都可以
成为这一行业的佼佼者，未来的
就业和发展也就不用担心了。

填报高考志愿

不要盲目追求“热门”

葛大家谈

□毛建国

为加快促进旅游业复苏，有
力拉动居民旅游消费，近日，山东
宣布从今年8月1日起至年底，山
东省的泰山、三孔、天下第一泉等
81家国有景区将大幅降低门票价
格，部分低至两折。降价景区包括
81家国有景区，其中，5A级景区9
家，4A级景区35家，3A级景区16
家，泰山、三孔、崂山等9家5A级
景区囊括其中。

7月14日，文旅部印发通知，
全国恢复跨省（区、市）团队旅游，
这意味着已经停摆很长时间的国
内旅游业，进入了全面恢复正常
运营的新阶段。但是，疫情对旅游

业发展带来的影响是巨大的，要
想推动旅游业全面复苏，在政策
落地与措施配套上，都要付出实
实在在的努力。

山东有着丰富的旅游资源，
也是旅游大省，同样深受疫情影
响。在这样的背景下，山东迅速出
台政策，响应文旅部通知精神。在
公布的81个景区中，9家5A级景
区除法定节假日外，在原政府定
价的门票价格基础上，全部执行
不低于5折的票价优惠；其余72
家国有景区，在原政府定价的门
票价格基础上，工作日执行2折
票价，周末及法定节假日执行 5
折票价。由此不难看出，山东这次
动作不可谓不快，力度不可谓不

大。一个“快”，一个“大”，这两个
关键词，让人对山东旅游业的发
展充满信心。可以预计，接下来，
会有更多地区出台配套政策，形
成推动旅游业全面复苏的组合
拳。

在当前旅游市场，人们对于
“门票降价”并不陌生。前几年国
家发改委多次出台文件，要求国
有景区率先降价。与此前相比，山
东的这次降价，不仅幅度更大，而
且态度不同，是从被动走向主动。
这不仅符合国家发改委要求国有
景区降价的要求，也体现出山东
实打实地推动旅游惠民，推动旅
游转型发展的决心。

这些年来，虽然旅游行业获

得了迅速发展，但是很多景区还
没有摆脱门票依赖。而门票依赖
的最大问题便在于，只顾眼前不
看长远，只算小账不算大账。目
前，有许多景区已经认识到了这
一问题，也积极谋求转型，但是疫
情的突袭，打乱了这一进程。必须
承认，如今景区确实存在许多困
难，但即使如此，只有转型才有出
路的认知也不能动摇。

山东这次推动景区降价，
既是“要我降”，也是“我要降”。
所谓“要我降”，是应对疫情带
来的影响，通过门票优惠，让利
于 民 ，吸 引 人 气 ；所 谓“ 我 要
降”，则是坚定不移走新路，向
转型要未来。接下来，相关部门

要把重点转移到研究市场需求
上来，通过技术赋能等手段，为
游客提供更加精准更有想象力
的服务，进而把旅游业的发展
融入扩大内需的大布局，使其
服从和服务于“以国内大循环
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
促进的新发展格局”。

任何一个行业的发展，都
不可能只走平路，总有一些崎
岖山路要走。真正考验行业的，
就是如何走好崎岖山路，这就
要求人们不能只想着脚下这几
步，要看到远方的路。从这一意
义上讲，山东景区门票降价，可
以打个高分。旅游业发展的未
来依然可以期待。

□何勇

近日，河南商丘的刘女士
称，自己多次遭到丈夫窦某豪家
暴。2019年8月，丈夫赌博回来后
再次对她家暴，当时她便眼眶骨
折，几乎晕厥。为了逃生，刘女士
被迫从二楼跳下，导致腰部脊髓
损伤至双下肢截瘫、全身多处骨
折。此后她向当地法院提起离婚
诉讼，但至今没能离婚。

对此，7月24日晚，河南省商
丘市柘城县法院进行了通报：有
关刘女士起诉离婚案，由于双方
调解意见分歧较大，法庭不再进
行调解，案件将择期宣判；有关
其丈夫涉嫌故意伤害案，柘城县
人民检察院已对窦某豪提起公
诉，要求以故意伤害罪追究其刑
事责任。

女子遭家暴跳楼截瘫上法
院起诉离婚，法院没有选择在第
一时间进行审判，而是组织男女
双方进行调解，致使这起家暴离婚
案件拖了一两个月时间，迟迟得不
到审判。站在大众和受害人的角
度，法院的这种做法实在是让人难
以接受。

但从法律角度说，法院的
这种做法和选择并无不妥，不
是糊涂僧断糊涂案，而是依法
处理离婚案件。因为不管是现
行《婚姻法》，还是将于2021年1
月1日起实施的《民法典》，都规
定，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
当进行调解；如果感情确已破
裂，调解无效的，应当准予离婚。
有“实施家庭暴力或者虐待、遗
弃家庭成员”情形，调解无效的，
应当准予离婚。换言之，调解是
诉讼离婚必不可少的一道法定
程序，女子遭家暴跳楼截瘫上法
院起诉离婚，法院在第一时间
选择调解，符合相关规定，是履
行相关程序。

再者，女子遭家暴跳楼截
瘫上法院起诉离婚，法院没有
直接进入审判程序，而是组织
男女双方调解，并不同于近年
来人们常说的离婚冷静期。根
据《民法典》的规定和各地离婚
冷静期制度设计，离婚冷静期
仅仅适用于协议离婚，并不适
用于诉讼离婚，在诉讼离婚中
并不存在离婚冷静期一说。而
且，离婚冷静期并不适用于家

暴等情形。从这个角度说，女子
遭家暴离婚，法院组织调解，没
有直接进入审判程序，并不是
一些网友说的法院设置离婚冷
静期，这是一种误解。

然而，诚然调解是诉讼离婚
的一道正当程序。但面对家暴离
婚案件时，调解这一环节是否有
必要，需进一步探讨和细化。因
为一般说来，一方家暴受害人选
择诉讼离婚，意味着男女双方基
本上没有和好和协商一致的可
能性，调解只能是浪费时间。而
且，在客观结果上，调解很容易
变成离婚冷静期。退一步说，即
使调解环节不能少，法院调解也
不能是久调不决。法院在调解不
成的情况下应当尽快及时进入
直接审判程序，避免过长的诉讼
时间继续给家暴受害人造成精
神伤害。

笔者以为，应当从保护被家
暴的受害人角度，比照离婚冷静
期不适用于家暴引起的离婚，法
院调解也该不适用于家暴引起
的离婚诉讼，法院应当直接进入
审判程序。同时，法院要发出“人
身安全保护令”。

葛读者来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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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景区门票降价可以打个高分

山东景区降价的动作不可谓不快，力度不可谓不大。一个“快”，一个“大”，这两个关键词，让人对山东旅
游业的发展充满信心。葛公民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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