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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日，给每个人
留下独特记忆，也会
随着时间推移形成新
的感悟。有人说，端
午就像一片有筋有脉
的碧叶，包裹着华夏
儿女既浪漫又现实的
情怀，展示着一个民
族灵魂深处永恒的诗
意。如何在品味端午
节文化芳香的同时，
让节日过得更有意
思，实现年轻传承，值
得每个人去思考。本
期众议，我们摘编了
几篇读者来稿，共同
探讨。

——编者

重庆要在推进西

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

中展现新作为、实现新

突破，就必须要从党和

国家事业发展需要出

发，以更高的站位、更

宽的视野发现人才、使

用人才、配置人才，打

破各种桎梏，不拘一格

广开进贤之路

众 议

近日，重庆市委、市政府印发《重庆
英才计划实施办法(试行)》，决定实施

“重庆英才计划”。市委组织部有关负
责人表示，“重庆英才计划”将落实中央
清理“四唯”（唯论文、唯职称、唯学历、
唯奖项）要求和分类推进人才评价机制
改革意见精神，突出品德、能力、业绩导
向；同时，在支持对象上，坚持开放理
念，做到本地人才与外地人才同等对
待。这些要求，符合市委五届六次全会
提出“要广开进贤之路”等要求，有很强
的现实针对性，获得了广泛的点赞。

昔时，秦王嬴政曾下令驱逐客卿，
李斯写下了流传千古的《谏逐客书》，
力陈“夫物不产于秦，可宝者多；士不
产于秦，而愿忠者众”，秦王乃止逐客
令，广纳贤才，最终完成大一统。然
而，在当前仍有一些地方、单位，还存
有狭隘的用人观念，选贤任能戴着有
色眼镜，引才问家乡、用人问师承，频
频以地域、学校、部门、行业、身份等为
外来人才设置壁垒……这种引才用人

“不问可否，不论曲直，非秦者去，为客
者逐”的做法，看似维护了本地、本单
位、本部门的眼前利益，却不利于人才
的集聚和竞争，最终损害的必是本地、
本单位、本部门的长远利益。

为政之要，贵在得人。从秦孝公
颁令求贤，到燕昭王筑台求士，“得人
才者得天下”的道理早已深入人心。
人才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第一资源。有
人说，中美贸易战的背后是科技战，而
科技战的本质就是人才战。这充分说
明了人才多寡与优劣在未来竞争中的
重要性。在人口红利转向人才红利
后，国内各大城市掀起了一轮又一轮
的人才争夺战，其目的就是想在未来
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

“人才者，求之者愈出，置之则愈
匮。”重庆能否发挥好“三个作用”，关
键就在于能否进一步营造近者悦、远
者来的人才发展环境，聚天下英才而
用之。近年来，重庆一直在实施更加
积极、更加开放、更加有效的人才政
策，深入推进科教兴市和人才强市行
动计划，这些举措在引才、育才方面发
挥了极大作用。特别是此次“重庆英
才计划”，在引才力度和引才服务水平
等方面，都较以往有较大的突破和创
新，值得期待。

好政策推出后，关键在落实。特
别是在引才、育才过程中，要警惕种种
懒政怠政现象。此前，一些地方的引
才政策出台好几年，一些基层办事人

员仍不知道，或搞层层加码，附加各种
条件，使得相关政策迟迟不能落地；有
的单位在引才服务中相互推诿，牵头
部门推给经办单位，经办单位又推给
牵头部门；有的单位喜欢用一把尺子
量人才，总是以老眼光审视新人才，片
面强调职称、学历、资历等“硬杠杠”，
对跨界人才、“斜杠青年”等多面手视
而不见；有的单位不能辩证地看问题，
只重视引进、服务好高层次人才，而忽
略一般人才的引进和培育；还有些领
导干部对单位引才、上级派才不理解、
闹情绪，认为外来人才会挤占本单位
晋升资源……这些问题说到底，就是
一些人站位不高、觉悟不够、魄力不
大、虚与委蛇，不能推赤诚于天下，不
能承担使命责任。

“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
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重庆要在
推进西部大开发形成新格局中展现新
作为、实现新突破，就必须要从党和国
家事业发展需要出发，以更高的站位、
更宽的视野发现人才、使用人才、配置
人才，打破各种桎梏，不拘一格广开进
贤之路，以更为宽广的胸襟把“重庆英
才计划”落地落实，使重庆成为人才荟
聚的高地，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宝地。

广开进贤路要有更宽广的胸襟
□饶思锐

在仪式中找回节日真义
□胡蔚

赛龙舟是端午节广为人知的习俗，
但如今真正还能够组织和参与这项活动
的地方越来越少。至于插艾挂菖、比武、
击球、荡秋千，涂雄黄、戴香囊等传统习
俗，更是与现代生活渐行渐远。很多人
只知道把端午与粽子等同起来，却已忘
记这个节日还蕴含着祛病消灾、祭祀祈
福、强身健体等美好祝愿，更别提节日背
后的历史文化内涵，节日的价值变得单
一化。

节日的真义，需要我们去实践才能
够真正体味。苏轼曾写道：“虎符缠臂，
佳节又端午。门前艾蒲青翠，天淡纸鸢
舞。粽叶香飘十里，对酒携樽俎。龙舟
争渡，助威呐喊，凭吊祭江诵君赋。”这种
感情只有在亲身实践中才能够得到。如
果我们再不去关注和实践这些习俗，那
么久而久之，这些习俗就会被逐渐忘却，
端午节变成“粽子节”的担忧恐会成为现
实。

品味不寻常的粽香
□蒋代跃

端午将近，大街小巷处处可见粽子
的身影。尖尖的粽子，既是寄托情思的

载体，也是叩问心声的旋律。端午食粽
这一习俗，历久而弥新，在口齿留香的同
时，也将历史传统、文化芳香熔铸其中，
激荡着更深沉的民族精神和家国情怀。

粽子之香，香在深刻内涵。关于端
午的民俗起源众说纷纭，但屈原无疑是
其中最耀眼、最璀璨的符号。《粽子歌》的
歌词“有棱有角，有心有肝；一身洁白，半
世熬煎”，鲜明地刻画出了屈原的一生。
在粽子的方寸之间，我们总能透过岁月
的帷幕，与他相遇于荆楚大地。时至今
日，屈原身上的爱国、民本、刚毅等精神
品格如黄钟大吕，仍在心中荡起回响。

端午吃粽子这一传承两千年的习
俗，始终贯穿着爱国忧民的精神主线，承
载着中华民族的相沿不废的共同记忆，
凝聚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无限向往和不
懈追求，其中的历史传承、文化韵味和时
代见证，是粽子的本真香味，值得我们细
细品尝。

在守旧的基础上多出新
□谭斌树

赛龙舟、祭屈原、吃粽子、喝雄黄
酒……作为中国传统节日之一，端午节
这些飘散着浓郁传统意、文化味的习俗，
在数千年生生不息的传承中彰显出独特
的魅力。当然，在新的时代背景下，端午
节要更好发展、更多“圈粉”，就要在守旧

的基础上多出新。
随着居民消费水平的不断提高，老

百姓的消费已从“有没有”转变为“好不
好”，只有把端午节作为消费升级的一个
抓手，充分借助市场的力量，才能更好地
为端午节赋能、为生活提质。一方面，要
把端午节这道“消费大餐”做好。在端午
节的习俗当中，吃占了很大一部分，从

“吃什么”到“怎么吃”，需要根据市场的
变化和各地的特点，不断创新、丰富端午
节的吃法。另一方面，要把端午节这道

“文化大餐”做优，深入挖掘端午节文化
内涵，强化参与感和互动性，不断提升消
费者的文化体验，让传统文化“活起来”

“火起来”。

用好互联网载体
□巴枳

包粽子、做荷包、赛龙舟……这是
端午节的老传统。但传统节日并不只
是一个古老的文化符号，还拥有它的
当下性。要以互联网等新的载体和方
式，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比如，立足
对屈原的纪念，发掘诗人节传统，读诗
诵诗赛诗，重塑诗如海的端午；利用网
络模板，制作富有特色的端午电子贺
卡，倡导网络化端午。这样，就能使传
统节日依托互联网焕发新生机，走近
年轻人。

让有内涵的端午节过得有意思

近期，重庆市大型国际会议
和活动密集。上合组织地方领
导人会晤、西洽会、云物大会、

“一带一路”国际技能大赛、“一
带一路”陆海联动发展论坛等，
如此规模如此密集的开放活动
齐聚重庆，让重庆站在时代舞台
之中，参与国际叙事，融入国家
经贸与外交的主旋律，令人激
动。

人们纷纷为这些活动点赞，
展现热爱家乡的本土情怀和自
豪感。能有如此多的高规格开
放活动选择重庆，追根溯源，正
是重庆在积极践行“把习近平总
书记的殷殷嘱托全面落实在重
庆大地上”的职责使命。当然，
从更远的视角来看，这些盛会与
活动的召开，也体现了重庆的比
较优势。对此，远可追溯到两江
交汇之于重庆开埠建城的意义，
近可追溯直辖市的设立，还可追
溯到西部大开发的战略构想，追
溯到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
重庆定位，追溯到长江经济带

“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发
展要求，追溯到“陆海新通道”上
重庆所处的独特位置……

独特的地理区位、重要的战
略地位以及优越的生态环境，这
些地利加上新时代新发展理念
的天时，让历史选择了重庆。曾
几何时，沿海之地占了更多地

利，率先发展了，而当发展进入
互联网时代，经济发展视野可以
向更加广阔的地带铺展。譬如
西部大开发、长江经济带发展、

“一带一路”倡议等陆续谋篇布
局，让重庆这个传统工业重镇、
西部开放高地，因为“四大优势”
（区位优势、生态优势、产业优
势、体制优势），因为“两点”定
位，而获得了极好的历史发展机
遇，来承担发挥“三个作用”的历
史重任。

重庆发挥好“三个作用”，顺
理成章而又义不容辞：在推进新
时代西部大开发中发挥支撑作
用、在推进共建“一带一路”中发
挥带动作用、在推进长江经济带
绿色发展中发挥示范作用。要
支撑、要带动、要示范，首先就要
努力把重庆的事情办好，行千
里，致广大。为此，重庆紧紧围
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
重庆重要讲话精神，借力借势，
这些会议与活动，无疑就是推动
重庆改革发展的东风，能够助推
重庆扩大开放、抢抓“一带一路”
机遇，让重庆人民更多拥有发展
的红利。

当前，处在重要的三个时
间节点——脱贫攻坚战进入决
胜的关键阶段，喜迎新中国成
立70周年、西部大开发20周年
之际，五月密集的高规格的开
放活动，必然推动重庆更加拓
展视野、拥抱开放、追求共享，
推动重庆各项事业迈上新台
阶。

在密集的开放活动中
期待美好未来

□阳光

最近，一批政务新媒体正在
关停的路上。

据媒体报道，5 月底，深圳
政务新媒体公众号出现集中关
停潮，南山消防、福田民生、龙华
工信、光明查违办等公众号纷纷
发布停更公告，公告内容显示，
这些公众号将“停止更新并关
闭”。梳理关闭一些内容重复、
没有存在价值的政务公号，是对
公号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也是
解决形式主义、为基层减负的有
益举措。

近年来，随着移动办公的普
及，开设政务公号成为各单位拥
抱新媒体的标配。这些公号，对
政务公开、优化服务、联系群众
特别是广大网民，确实发挥了一
定作用。但也要看到，一些政务
公号由于过多过滥、质量不高
等，有形式没内容，沦为摆设，给
受众带来烦扰，增添基层负担，
成了指尖上的形式主义。

开设政务公号的初衷，是强
化信息公开，解决政府与群众之
间的信息不对称，更好地服务群

众。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不
少单位政务公号的建设与此相
悖。日常维护人员多为兼职人
员，不具备专业知识，不懂媒体
传播规律。有的单位一味追求
政务新媒体数量，各种政务App
和政务微信公号各自为政，服务
碎片化，既增加了基层干部负
担，也让群众无所适从。

当政务公号成为一种负担，
清理是必然。让一些“僵尸化”

“不互动、无服务”的政务公众号
停止运营，有利于基层把时间和
精力从运营维护政务公号的工
作中解放出来，让基层干部有更
多时间和精力抓实工作。

只不过，在对政务公号进行
清理时，也应尊重基层群众及时
获得信息的权利。其实，政务公
号的日常管理运营，完全可以交
给专业的单位去办，比如集中资
源办好县级融媒体中心，不失为
疏堵结合的一个好办法。唯有
如此，政务公号才能越做越好，
真正在服务百姓中发挥应有的
作用。

关停无用政务公号
是去产能更是减负

□隆炼

【故事】大阳沟派出所成立于1950
年，是新中国第一批公安派出所，1953
年12月9日被重庆市政府命名为“爱民
模范派出所”。69年来，大阳沟派出所

“廉政爱民”精神薪火相传，成为群众安
居乐业的坚定守护者。

【点评】公安派出所，扎根在基层，和
老百姓打交道最多。派出所民警的作风
如何，和百姓工作生活密切相关。大阳
沟派出所民警最打动人的地方，就是他
们时刻把对人民的热爱放在心里、落实
在行动上，在办好一件件小事中赢得群
众的认可。

“意莫高于爱民，行莫厚于乐民。”为
民，就是要一切以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
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了老百姓的切身

利益去思考、去学习、去工作。对于公安
工作，最大的任务莫过于保障人民群众
生命财产安全。大阳沟派出所对群众报
警的处理方式，不是看案件大小，也不是
看案件的复杂程度，而是看这起案件有
没有伤害群众切身利益。正是从涉及群
众利益的事做起，从解决群众最现实、最
急迫的问题入手，大阳沟派出所才会受
到老百姓的肯定，涌现出一大批先进集
体和个人。

身有正气，不言自威。“门难进、脸难
看、事难办”和不正之风，尽管只是少数
人所为，但“一粒老鼠屎坏了一锅粥”，使
人民警察的形象受到损害。大阳沟派出
所地处重庆最繁华的解放碑中央商务
区，受到的诱惑也不会少，但他们做到了
守纪律、拒腐蚀、永不贪。只有“勿以恶
小而为之”，保持清正廉洁，才能在群众
中树立起权威和公信力。

群众利益无小事。只有把小事放在
心上，从小事做起，把小事办好，才能赢
得民心。对于一个基层派出所是如此，
对于各级政府和广大党员领导干部也是
如此。这是从大阳沟派出所民警身上得
到的最大启示。

把群众的小事办好
就是大作为

□李如东

思 享 者

发放老年公交卡，是很多地
方政府的惠民政策。但近年来，
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影响年
轻人通勤的争议多次出现。为
此，有的城市把老年公交卡改为
发放交通津贴，有的限制老年公
交卡在高峰时段免费使用。

不过，“北京通—养老助残
卡”两年多形成的数亿条大数据
显示，老年人免费乘坐公交车，
不仅未对年轻人通勤高峰产生
压力，反而有效补充了通勤低谷
期的公交运力。从北京公交大
数据来看，每天通勤人群出行有
明显的波峰波谷，而老年人出行
趋势则比较平缓，且通勤早高峰
在 7 点半到 8 点之间，8 点之后
明显下滑，而老年人基本在9点
之后出行，没有产生明显的叠加
效应。这一结果为支持老年人
免费乘坐公交车提供了有力证
据。

大数据为老年公交卡正名，
是时代进步的折射。过去，有误
解、误读是因为没有大数据，或
者有大数据但公交系统没有利
用起来。而今，由于老年公交卡
更有技术含量，老年人刷卡乘车
形成的大数据，为我们正确认识
老年公交卡的利弊提供了支
撑。老年人可以不受杂音干扰
正常享受福利，城市公交企业正
常运营也能少一些干扰因素，可
谓一举多得。

其实，在公交系统之外的其
他公共服务领域，如教育、医疗、
住房等，也可以利用大数据消除
误解、矫正不合理决策。因为我
们眼睛看到的很多现象往往存
在局限性，而大数据反映的情况
一般来说更系统更全面。城市
管理和公共服务如何科学合理
地利用大数据，还有很大潜力可
挖。

为老年公交卡正名
体现大数据的治理价值

□冯海宁

最近，冠心病“救命药”硝酸甘油单片涨价近11倍。
药企回应，包装换新后，过去的生产线用不了了，改为手工
包装，成本和工时都增加了。（据《工人日报》）

点评：企业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无可厚非。但药品是
特殊的消费品，若滥用市场优势，任性涨价，既伤害市场公
平，也凉了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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