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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 弓

不 久 前 ，《宁 波 日 报》 以
“万里学院新闻传播类教学受企
业青睐”为题，报道了这所学院
实行多年的3+1教学模式，可是
反响不太热烈。原因也许是人们
对所谓的 3+1 模式，还比较陌
生。

我也是第一次听说 3+1。上
网一搜才知道，所谓 3+1，即指

“教与学、理论与实践、学校与
企业紧密结合”+全面素质教育
的人才培养模式。这种培养模
式，可以实现学生的知识、能
力、素质与企业要求对接，让学
生一毕业就能很好适应岗位，对
企业招收员工和毕业生就业都有
好处，在国际上早已流行。

经过进一步了解，万里学院
的试验得追溯到十几年前。当
时，华中科大提出新闻教学“零

距离”要求，也就是新闻理论与
新闻实业无缝对接。万里学院受
此启发，并吸收国外的一些经
验，开始试验3+1模式。万里学
院的 3+1，有很多具体的操作要
求，说得简单点，就是 3年学理
论，1年到媒体或企业实习。

3+1模式在万里学院实施十
多年，成效显著。参与的学生，
对这种教学模式给予充分肯定。
他们认为，这种教学方式让学生
提早进入社会，强化了学生的实
际操作能力，使他们面对激烈就
业竞争时更有信心和底气，走上
岗位后又能迅速进入角色。用人
单位对万里学院的新闻传播类学
生也给予高度肯定。回访中，被
用人单位认定能胜任并创新的学
生比例高达 94%，对学生业务能
力十分满意的占 31%，对发展潜
力有乐观预期的占 97%。近 3 年
来，万里学院的新闻传播类专业
毕业生的就业率，一直保持在
95%以上，而且就业后表现突
出，有不少人就业一两年后就成
了业务骨干。

新闻界长期存在一个问题，
就是新闻专业的大学毕业生到了
新闻媒体，却不会写消息、通

讯、评论这些专业中最常用的文
体，而且似乎学历越高，适应越
慢。存在这种现象，直接的原因
可能有两个。一是只学理论，缺
乏实践，考试时做答案头头是
道，写作时不知道怎么开头结
尾。二是授课的老师，很少有新
闻实践经历，教的时候只能照本
宣科，因为他们自己也没有写过
新闻作品。

其实，我们以前的新闻专业
教学，虽然不知道 3+1，却是与
实践紧密结合的。上世纪七十年
代末期，为解决新闻人才严重短
缺问题，浙江省办过一届“新闻
专修科”，学制两年半，其中一
年半读书，一年到浙江日报社实
习。授课老师一部分是复旦大学
的资深教授，另一部分是有丰富
实践经验的浙江日报社新闻专
家。这批学生的学历只是大专，
可毕业之后，都能迅速进入状
态。几十年后，他们中的三分之
一成了省、市级媒体的总编、台
长和中层领导。

即使到现在，那些没有在教
学方式上自行改革的大学，也在
设法弥补缺乏实践这个短板。前
不久，澎湃新闻邀请了 7位崭露

头角的新闻界新秀向复旦大学新闻
学院的博士生、博士后作报告，其
中一位是宁波自媒体的“90 后”。
她既不是新闻专业毕业，更没有硕
士、博士头衔，她要向高学历学生
讲课，不免感到惶恐，澎湃的编辑
在说明邀请她的理由时，只用了一
句话，“你有实践经验”。

新闻是一门实践性很强的学
科，脱离实践的教学模式所带来的
危害，新闻界已经议论很久。但
是，使人不解的是，既然以前曾经
有过成功的经验——不仅是 40 多
年前的浙江“新闻专修科”；既然
有大学不安于现状——不只是华中
科大、万里学院，主动寻找培养新
闻人才的出路，并获得成功；既然
有名牌大学新闻学院想通过邀请业
绩显著的自媒体人做讲座，以弥补
高学历人才的实践短板，为什么不
把一些大学的探索和经验广为推
崇，并总结提炼上升为国家政策，
而是一直看着他们在那里“自娱自
乐”“小打小闹”呢？

写作此文，只想表达一个意
思，尽早作出决策，尽快改变目前
依然严重存在的理论与实践脱节现
象，在新闻人才的培养上，杜绝对
社会资源和学生精力的巨大浪费。

万里学院的3+1模式，你看咋样

朱晨凯

近日，一则“重庆景区开业
让猪蹦极”的视频在网上传播。
视频中，一头 75 公斤左右的猪
遭捆绑四肢，披着蓝色披风被推
下蹦极台。业内人士表示，这种
不尊重动物生命的做法不利于景
区形象建设，也不利于景区长远
经营发展 （1 月 20 日 中 国 新 闻
网）。

近 年 来 ， 网 上 频 频 曝 出
“高跟鞋踩踏猫咪致惨死”“当
街杀狗”等虐待动物事件，甚
至形成了“定制—贩卖”产业

链，产生了极其恶劣的影响，
而人们对此往往只能在网上声
讨 ， 表 达 愤 怒 。 缺 乏 有 效 约
束，难免会有下一次虐待动物
事件发生。

健全的制度是最好的约束。
关于虐待动物，法律法规虽有涉
及，但规定并不清晰，也缺乏相
应的惩戒措施。比如，畜牧法明
确提出“发展优质、高效、生
态、安全的畜牧业”，虐待动物
行为显然与此相悖；野生动物保
护法也提出“国家对野生动物实
行保护优先、规范利用、严格监
管的原则，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发

展”，虽然猪非野生，但虐待动
物行为和“和谐”肯定是格格不
入的。

对虐待动物行为规定相对
清晰的，是 2010 年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印发的 《关于进一步加
强动物园管理的意见》，要求动
物园不得进行动物表演，避免
动物受到惊扰和刺激。但“猪
蹦极”的操作方并非动物园，
很难追究虐待者的责任。2002
年，清华大学学生刘某在北京
动物园用硫酸泼熊的事件引发
强烈社会反响，但对当事人的
惩戒有点“隔靴搔痒”：北京市

西城区人民法院一审判决刘某故
意损害财物罪，但免予刑事处罚。

虐待动物，法律法规语焉不
详，监管和治理就很难有的放矢。
鉴于虐待动物行为影响恶劣、时有
发生，制定清晰明确的禁止虐待动
物法，就有必要性和紧迫性。禁止
虐待动物，在不少国家写进了法
律。

相较于口诛笔伐，健全法律，
提高违法成本，虐待行为就会有所
收敛。动物生存状态的优劣，是衡
量社会文明程度的指标之一。对虐
待动物行为，法律不能坐视不理，
这是法治社会的基本要求。

虐待动物：口诛笔伐不如健全法律

刘越祥

江北区综合行政执法局与“北京
大学—宁波城市治理优化实验室”一
起，通过调研排摸、网上问卷、居民
座谈等方式对硬隔离装置进行调查，
发现硬隔离装置的不合理设置引发了
各类社会问题，遂于去年底启动“畅
行”行动，分时分段拆除影响市民通
行的硬隔离装置，优化路面空间 （1
月 15 日 《宁波日报》）。

曾几何时，硬隔离装置是各街道
路口、公园和商场广场入口等处的

“标配”，既有石柱、铁柱，也有球
墩、障碍栏。它们不仅影响街容市
容，更给人们的通行带来诸多不便，
比如推车得绕道走、夜晚得小心走、
人多时得排队走、残疾人员无法走
等，既堵了通行，也塞了人心。

设置硬隔离装置，是为了堵住违

规行车、停车等问题，实现人车分离，
增强人们出行的安全感。但它既堵住了
少数人违规行车，也堵住了大多数守规
矩者的通行。以“堵”的方式实现人车
分离，既与让市民“畅行”的要求相
背，也与城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不符。
对硬隔离装置进行拆除，恢复路面畅
通，方便人们通行，也是一种城市治理
由“堵”向“疏”的观念转变。

当然，拆除硬隔离装置，给人们通行
带来方便的同时，也给不依规行车停车
等不文明行为带来了便利。这就要求管
理者进一步在“疏”上下功夫，决不能顾
此失彼，一拆了之。教育引导要跟上，让
文明行车停车人人皆知；标识指示要跟
上，哪里不能行车、停车，让人们一目了
然；制度规范要跟上，及时出台应对措
施，防患于未然；日常监管要跟上，管理
部门应健全监控设施，织密管控之网，对
违法违规行为严惩不贷，使之不敢为。

拆除硬隔离装置合乎“畅行”理念

郑建钢

《智联招聘 2019宁波白领年终奖
调查》 显示，宁波白领 2019 年的平
均年终奖为 12172元，在全国处于上
海、北京和青岛之后排名第四，比
2017 年的 10450 元和 2018 年的 6076
元增加不少。在满分为 5 分的情况
下，2019 年宁波白领对于年终奖满
意度指数为 2.47，全国排名第二 （1
月 16 日 《宁波晚报》）。

作为一年工作的回报，谁都希望
年终奖能够厚实一点。就宁波的情况
来看，数字很是光鲜，但事实上，背
后亦有隐忧。据智联招聘宁波站调
查，仍有 40.8%的宁波白领对年终奖
不满意，主要原因在于年终奖并没有
体现出其一年的付出，有 32.7%的白
领则认为“没有健全完善的年终奖制
度”。46.9%的白领表示年终奖是决定
是否跳槽的重要因素，2019 年因为
年终奖不理想而选择跳槽的宁波白领
较2018年涨幅明显。

年终奖增加不少，且位居全国前
列，应该欢喜才对，不料仍有那么多
人觉得“不满意”“不理想”，并因此
跳槽，背后的原因值得宁波用人单位
深思。

我们常说要提高企业的凝聚力，

做到事业留人、感情留人、待遇留人。
在我看来，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待遇留
人，因为物质保障是事业发展的基础。
对于辛辛苦苦一年的员工来说，年终奖
是其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实现程度的重
要体现。“体现出一年的付出”“完善健
全年终奖制度”，是广大员工对年终奖
发放公平性、合理性的真诚呼唤。如果
员工对年终奖的发放心存芥蒂，并产生
不满情绪，甚至因此跳槽，用人单位就
会成为他人的“人才培训基地”，怎么
算都是一件双输的事情。

眼下正是春节返乡时节，应该看
到，与节前返乡客流形成鲜明对比的
是，节后许多用人单位或将面临“用工
荒”，其中不少人会因为各方面的考
量，重新作出自己的选择。只有从待遇
等多方面切实关心和尊重员工，才能真
正留住他们。

对于员工来说，对待年终奖的态度
也应该理性一些。面对经济下行、裁员
潮等信号，员工应该有充分的思想准
备，理解用人单位年终奖发放“不理
想”的深层次原因，动不动就跳槽不是
上策。更理智的做法是，以主人翁的姿
态不断提高技术水准和管理水平，为企
业多做奉献。因为企业效益的提高和员
工收入的增加是相辅相成的，只有双方
齐心协力才能双赢。

年终奖满意度引发的思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