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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闻

马云致信高考失意同学：

请用欣赏的眼光看看自己

“我想你这几天肯定很失落，我理

解！那些天生会读书的人是命，但我们

这些不太会读书和考试的人却未必没

有我们的运气，只要我们坚持做我们喜

欢的事，并努力把它做好、做完美！”这

几天， 各地高考分数和分数线陆续公

布，几家欢喜几家愁。

对于高考分数不尽如人意的考生，

人民日报官方微博前天下午拿出了阿

里巴巴创始人、董事局主席马云的高考

成绩，希望以此平衡考生的心态。而马

云随后也在自己的微博上发布了长微

博给失意考生打气，马云的这条微博发

出仅4个小时，就收获了2.5万个赞，网友

评论近6千条。 不少网友惊叹：“原来马

云学习也不好啊！”

马云经历过三次高考， 在长微博

中， 他回忆第二次高考发榜那天晚上，

“和几位同样没有考进大学的同学一

起， 躺在老浙江图书馆门口的平台上，

望着满天的星星，对自己的未来充满忧

虑惆怅。……怕被人看不起，怕家里人

埋怨，怕自己会永远抬不起头，怕自己

没有未来……”

马云的经历引起了不少网友的共

鸣。网友在微博中接力鼓励失意考生。网

友“WarriorSxj”称，“现在的成功未必

一直成功，现在的失败未必一直失败，每

个人都需要这样的信念支撑下去。”

马云在长微博中， 鼓励失意考生，

“那些天生会读书的人是命， 但我们这

些不太会读书和考试的人未必没有我

们的运气”， “你考进或考不进大学，

都请用欣赏的眼光看看自己！你一定有

自己的机会”，“不要放弃 （考入大

学），再来一次吧”。

不少网友表示看到此微博后很受

鼓舞。网友“叶淑雅呀叶淑雅”评论道，

“高考辜负了我， 但未来的日子里我不

愿辜负自己。”网友“可不得了”更是说

出了许多人的心声，“马老板，你说一句

‘不管考得怎么样， 阿里录取你了’就

没人会那么失意了。”

当然，也有网友认为马云的高考经

历并不代表他就会放松阿里的招聘要

求，网友“Ss_邝邝邝邝邝邝邝”指出，

“说起来简单做起来难， 阿里巴巴招聘

不一样要看学历吗？”

如今已是商界风云人物的马云参加

过3次高考，可以说屡战屡败、屡败屡战。

1982年，18岁的马云第一次走进了

高考的考场。马云在文科上颇有天赋，

但数学成绩连老师都不看好， 不过马

云在报考志愿表上毅然填上了： 北京

大学。那年的高考成绩出来以后，马云

的数学成绩创了一个小奇迹， 据传才

考了1分。

后来马云去宾馆应聘服务生，结果

老板觉得他长得不太好看， 给拒掉了。

他只好再找了一份给出版社送书的活

儿，边打工边复读，第二年再进高考考

场，马云的数学成绩19分。

1984年，20岁的马云迎来了生命中

的第三次高考。 但老师们对他并不看

好，马云被刺激到了，他熟背了数十条

数学公式， 考试时一个一个地套用。这

个看似“愚笨”的办法，帮助马云的数

学破天荒地拿到了79分。 可惜的是，他

总分数比本科线还差5分， 只能上杭州

师范的专科。不过，或许是运气降临，由

于杭州师范英语系当年刚升到本科，招

生人数不够，于是就从专科生中抽调了

几个英语成绩好的学生直接上本科。正

是这个天上掉馅饼的决定，改变了马云

的一生， 这位口语很牛的瘦小青年，以

本科生的身份踏进了杭州师范。

给高考失意的同学：

我想你这几天肯定很失落 ，

我理解！ 因为我有过两次同样的

经历。特别是第二次高考失败，我

记得发榜那天晚上， 自己和几位

同样没有考进大学的同学一起 ，

躺在老浙江图书馆门口的平台

上，望着满天的星星，对自己的未

来充满忧虑惆怅……怕被人看不

起，怕被家人埋怨，怕自己会永远

抬不起头，怕自己没有未来……

人生变化无常，今天的顺利未

必未来就一定会成功。今天不成功

也不意味着未来就没有机会。

有些人是天生会读书， 会考

试！我们不会考试，我们也许不如

别人会算会背书， 但在其他地方

我们并不比他们差。

也许我们生下来不是为了考

试的，但我们会努力干活、努力工

作！ 我们也许确实需要考几次才

会成功。 我们的运气不是在考试

中， 我们的运气一定是在其他地

方！只是我们还没有找到。

我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有今

天的成绩。但我相信这辈子总有机

会是等着我的！ 有些机会是别人

的，嫉妒羡慕也没有用。那些天生

会读书的人是命，但我们这些不太

会读书和考试的人却未必没有我

们的运气，只要我们坚持做我们喜

欢的事，并努力把它做好、做完美！

当然读大学还是很重要的 。

坚持再考几次吧！ 未必一定要进

名牌大学， 但考进大学还是非常

有用的。连普通大学也考不进，那

你还是有点自己的问题的。 不要

放弃，再来一次吧。

如果你考进了名牌大学 ，请

用欣赏的眼光看看别人！ 如果你

考进或考不进大学， 都请用欣赏

的眼光看看自己！ 你一定有自己

的机会的。

马云

2015

年

6

月

23

日

（刚刚出国回来，和高考失意的同

学交流， 想想我倒霉的时候真是

多了去了……高考失败算个啥 ！

我发现很多成功的人都有过高考

失败的经历， 重要的是他们从没

有放弃过努力！）

高考分数陆续揭晓，金榜题名和

名落孙山都很正常。 我们关注状元，

同时，也不能冷落失意考生，这或许

是他们人生中第一次难以承受的失

败和挫折， 他们需要抚慰和疏导。所

以，我们何不学学马云，为高考失意

学生做点什么？

家长们不要一味指责， 社会也要

更加包容，走出迷恋文凭的人才观念局

限，让这些孩子明白“能力”的重要。

高考分数公布 ，若不尽如人意 ，看看马云的故事

三次高考 数学从1分到79分

髴

第一次数学只考

了

1

分，之后他当过

秘书、搬运工，踩着

三轮车帮人送书。

髵

第二次数 学

19

分，总分差

140

分 ，

父母都觉得他不用

再考了；

髶

他白天上班 、晚

上念夜校。 这一次

数学

79

分 ，终于考

上大学。 对你有何

启发？

这封信，写了啥？

国务院决定成立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导小组

中国政府网昨日发布了《国务

院办公厅关于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

设领导小组的通知》。通知提出，为

推进实施制造强国战略， 加强对有

关工作的统筹规划和政策协调，国

务院决定成立国家制造强国建设领

导小组。

通知明确， 国家制造强国建设

领导小组主要职责是统筹协调国家

制造强国建设全局性工作， 审议推

动制造业发展的重大规划、 重大政

策、重大工程专项和重要工作安排，

加强战略谋划，指导各地区、各部门

开展工作，协调跨地区、跨部门重要

事项， 加强对重要事项落实情况的

督促检查。

根据通知公布的组成人员名

单，国务院副总理马凯任组长，副

组长为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苗

圩、国务院副秘书长肖亚庆、发展

改革委副主任林念修、 科技部副

部长曹健林、财政部副部长刘昆。

成员包括教育部等20个部门的有

关负责人。

通知还明确， 领导小组办公室

设在工业和信息化部， 承担领导小

组的日常工作。 工业和信息化部副

部长毛伟明兼任办公室主任， 领导

小组成员单位有关司局负责同志担

任办公室成员。 领导小组成员因工

作变动需要调整的， 由所在单位向

领导小组办公室提出， 按程序报领

导小组组长批准。

据新华社

孩子生病，心急如焚，但匆匆赶往医

院，面对的却往往是“排队数小时，看病

几分钟”的尴尬。尴尬乃至恼火的背后，

是医院儿科“患多医少”的窘境和儿科

大夫超负荷工作的无奈。

“六一”儿童节刚过不久，全国最大

的儿童医院之一———广州妇女儿童医疗

中心就迎来门诊历史最高峰。 据医院内

科部副主任徐翼介绍，近两个月来，医院

单日门诊量屡屡突破1.4万人次，6月以来

更是创下15743人次的单日最高纪录。

“面对这种情况，医院只能采取减少

医生休息时间、抽调住院部医生等办法应

对，现在儿科医生加班、拖班非常普遍，每

名医生都是在超负荷工作。”徐翼说。

该医院副院长龚四堂说，5月份，以

该医院儿科门诊接诊量最高的医生为

例，平均一天要接诊186人次，一小时接诊

31人，平均每人接诊时间仅为两分钟。

同样在广州，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

院儿科教授、主任医师宋元宗说，本月早

些时候， 科室内有一名急诊医生在同事

临时调班而找不到人替班的情况下，只

能连续工作24小时，总共看了305名病人。

一方面是在职儿科医生不堪重负，

另一方面医院正在经历“招聘危机”。上

海市儿童医院人力资源部主任高春辉表

示，近四年来，其门诊量从以前的96万增

长到去年的173万，增长了近一倍。而与此

形成鲜明对比的是， 医院儿科医生却增

长乏力，有些年份是个位数增长。

儿科医生短缺的现象其实并非 “新

闻”。根据《中国卫生年鉴》统计，在2012

年全国分科执业医师构成中， 儿科执业

医师仅占医师执业类别的4.3%。

此外， 中国医科大学盛京儿童医院

许巍等发表的研究文章显示，2012年中国

平均每千个儿童只有0.43位儿科医师为

他们治疗， 而美国平均每千名儿童则拥

有1.46位儿科医师。 若以此标准衡量，中

国儿科医师的短缺数至少达到20万。

业内人士表示，儿科医生职业的“短

缺”存在一些重要原因。

人员短缺导致恶性循环。 由于常年

处于短缺状态，医生加班加点是常事，造

成健康透支。 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儿

科副主任宋元宗表示， 近几年来该院儿

科自然减员的五名副高以上职称儿科医

生中，三人是由于恶性肿瘤，一人猝死，

一人出现严重腰椎疼痛。

“哑科”压力风险高。龚四堂说，儿

科是“哑科”，医生很难与孩子交流，风

险就更大一些， 儿科发生医疗纠纷的几

率比其他科室高出许多， 仅在上月医院

就发生了三起伤医事件。

收入普遍低于成人综合医院。高春辉

表示，按照药品加成的补偿机制，儿童的

用药量一般只是成人的1/4， 也意味着同

样看一个病人，儿童医院从收取的费用中

所能获得的补偿要比看成人少3/4， 不少

儿童医院职工的收入低于成人综合医院。

上述三大主要因素， 导致儿科医生

招不到，留不住。中华医学会儿科分会的

数据显示，平均每年每家医院都有2名儿

科医师离开岗位。2012~2014年广州市妇

女儿童医疗中心医务人员离职人数分别

为50、67、52人，而儿科医生的离职率比其

他科室高出了许多。

据新华社

儿科医生“短缺” 每名患儿平均只能看两分钟

近两个月来，全国最大的儿童医院之一的广州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单日门诊量

屡屡突破1.4万人次，5月份儿科医生平均一天接诊186人次，一小时接诊31人。

外交部：

已和99个国家

缔结互免签证协定

外交部发言人陆慷昨日表示，

中国护照的“含金量”成色大大提

高。 中方将继续同有关国家加紧协

商，进一步推进签证便利化措施，同

时也为在海外的中国公民提供及

时、有效、高质量的领事保护与协助

服务。

此前， 英国和比利时刚宣布了

对中国公民的签证便利化措施，允

许中国公民经一次申请同时获得前

往英国和申根国家的签证。 新签证

程序将于7月1日启用， 届时中国公

民可前往北京、 广州和上海的英国

签证中心一次递交英国和比利时两

国的签证申请， 而不用前往不同的

申请中心递交材料。

“我们注意到英国和比利时宣

布采取上述举措， 相信这将为中国

公民申办上述两国签证提供更多便

利， 也将对促进中国和上述两国人

民双边往来、 增进中国同这些国家

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发挥积极作

用。” 陆慷在当日下午的例行记者

会上说。

陆慷说，近年来，中国公民出境

人数大幅增加， 去年中国内地公民

出境人数已经超过了1亿人次。在中

央“执政为民”方针指引下，外交部

通过不懈努力， 在签证便利化方面

取得了很大进展， 越来越多的成果

惠及普通公众。 去年中国同美国就

商务、旅游、留学人员签证达成互惠

安排。今年前五个月，中国公民赴美

国经商和旅游的人数同比增加了

31%。目前，中国已和99个国家缔结

涵盖不同种类护照的互免签证协

定， 与37个国家签订59份简化签证

手续协定或安排。36个国家和地区

单方面给予中国公民落地签证便

利，11个国家和地区单方面允许中

国公民免签入境。

“中国政府和外交部不仅关心

中国公民在走出国门时能否走得

顺、走得畅，也关心大家在国外能否

行得稳、行得好。”陆慷说。

据新华社

我们可以

为失意考生做点什么？

本组稿件据人民网 现代快报等

5

月

29

日， 浙江温

州 ，杨府山高复学

校进校处 ，马云和

他 的 名 言 被 挂 在

了墙上

▲

未必要进名牌大学

但考进大学

还是非常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