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线视角

思 享 者

巴渝论坛

■深刻 ■理性 ■建设

CHONGQING DAILY
周刊
WEEKLY

评论评论 2019 年 6 月 21 日 星期五
责编 刘江 编辑 张燕 美编 李梦妮10

又到高校毕业
季。今年，应届毕
业生规模预计达
到 834 万人。面
对庞大的求职大
军，从国家到地方
层面都出台了配
套政策：提供求职
创业补贴、严禁就
业歧视、放宽落户
条件……旨在为
毕业生踏出校门
保驾护航。本期
众议，我们摘编了
几篇来稿，一起探
讨毕业季大学生
的就业心态和特
征。

——编者

在开展主题教

育 中 善 于 发 掘 典

型、树立榜样，用榜

样的力量感染人、

鼓舞人、带动人，广

大党员干部就能不

断提高自身政治修

养，锤炼忠诚干净

担当的政治品格，

主题教育就会取得

群众满意的成效。

众 议

体面就业不等于面子就业

□左崇年

面对 834 万人庞大的求职大军，高
校毕业求职者，不妨放下就业架子，不
要集中在少数热门领域，只想做体面的
活，好像非公务员或者大城市、大企业
不谈。目标不是“金饭碗”就是“铁饭
碗”，否则就是有失身份、丢了面子，是
学非所用、大材小用。

好高骛远，高不成低不就，是很多
大学生求职时的心理状态。不妨尽快
转变陈旧的就业观念，先从基层做起，
别把体面就业错误地理解为面子就
业，非要大城市、体制内、高工资不可。
找工作不是找面子，要有明确的定位，
克服眼高手低的毛病，培育勤劳苦干
的心态。

时下，越来越多的大学生愿意下基
层去锻炼。“嚼得菜根，百事可做。”是金
子在哪里都能发光。在高学历人才尚
且求职难的现状下，很多人愿意放低姿
态，放下身段，先从低层做起，为今后的
职业生涯积累更多有益经验。用黄炎
培先生的话说，职业是“人类在共同生
活下一种确定的互助行为。职业平等，
无高下，无贵贱。苟有益于人群，皆是
无上上品”。实现人生价值和梦想的路

就在脚下，迈好第一步很重要。

农村也是好去处

□刘剑飞

又到一年毕业季，很多大学生都开
始为找工作做准备，但是考虑到农村就
业或者创业的人却不多。导致这种现
象的主要原因是：一方面，一些大学生
对农村不甚了解，甚至对农村存在着偏
见，缺乏吃苦精神，不愿意到农村就业；
另一方面是在激烈的人才竞争中，农村
往往处于被动，很少主动抛出橄榄枝，
去争抢或者吸引人才。

农村也是就业市场，而且在某种程
度上，农村就业市场更加宽松和广阔。
在人才竞争中，农村也不能落伍，应该
出动出击，吸引大学生人才。比如，利
用大学生毕业季，积极策划组织招聘
会，宣传农村发展成果和就业环境，提
升大学生对农村的正确认识和就业兴
趣。比如，积极制定和出台优惠政策和
激励措施，提升福利待遇，设计职业前
景，实施人性化关怀。

大学生作为高素质人才，思想敏
锐，思维灵活，敢想敢闯敢干，对农村发
展和建设有着重要作用。因此，各基层
党委和政府应该认识到大学生对农村
的重要性，利用毕业季，积极走进高校，

走到大学生中间，组织召开宣传和招聘
活动，让农村成为吸引大学生就业的

“磁场”。

不要局限于专业对口

□李育蒙

从以往的调查来看，很多毕业生签
约的工作都与所学专业不对口，在求职
时“骑驴找马”也是比较普遍的状态。
这其实无可厚非，所用非所学也未尝不
可。相比于课堂知识，只有真正地走进
一个行业去工作体验过，才会觉得自己
合不合适。所以在求职就业上，一味地
追求专业对口，并不可取。

当前，市场对人才需求是有导向的，
但高校在人才培养和供给上并不完全和
市场需求匹配，供不应求、供过于求在某
些工作领域、某些专业设置上是存在的，
这反映在职业选择上，也会出现专业不
对口的现象。对于毕业生来说，专业知
识或许能证明学习能力，但不一定能证
明工作能力。在职业的选择上，更应该
拓宽多元化就业渠道，而不仅仅局限于
专业背景。对于用人单位来说，用人思
维也应该有所调整，中央提出的“五湖四
海、不拘一格”的用人思路，应该更好地
推广到职场中，让人尽其才，让真正优秀
的人才不被专业所禁锢。

让每种职业都有出彩机会

万木葱茏，鸟语蝉鸣，当下
正是出游的好时节。作为热门
旅游地，重庆正全力做好迎接海
内外游客的准备。近日，重庆提
出巴渝文化、革命文化、三峡文
化、移民文化、抗战文化、统战文
化六大历史文化，强调要用好红
色资源，保护历史文化，推进全
域旅游，培育“山水之城·美丽之
地”品牌，让八方游客在重庆行
千里、致广大。

有人戏言，所谓旅游“就是
从自己呆腻的地方去看别人呆
腻的地方”。话糙理不糙，我们
之所以想去陌生之地观光，主要
是 想 体 验 一 番 别 样 的 风 土 人
情。如果说过去的旅游是“我
来，我见”，游客只追求拍照有景
色、果腹有餐馆、过夜有床位；那
么今天，大家已经不再满足于走
马观花，而是期盼全感官、沉浸
式的休闲体验，追求文化味、品
质感。从供给侧的角度来看，从
历史底蕴中提炼文化精粹，回应
着当代游客对“诗和远方”的深
深向往。

有研究显示：当一个国家的
人均 GDP 超过 3000 美元时，文
化消费会快速增长；接近或超过
5000美元时，文化消费则会井喷
式增长。中国人均GDP已接近1
万美元，社会文化需求的热烈有
目共睹。可以想见，旅游业是名
副其实的朝阳产业，而做强文化
则是打造旅游业升级版的重要
抓手。

那么，“旅游+文化”这张牌
怎么打？首要一点，就是深度挖
掘具有地域特色的文化内涵，在
此基础上，从粗放经营迈向精细
发展，跳出砸狠钱、赚快钱的“门
票经济”旧辙，踏上讲好故事、谋
好项目、做好产品的“体验经济”
新路。

在这方面，不乏先进经验值
得借鉴。比如奥地利萨尔茨堡，
立足音乐家莫扎特和卡拉扬诞
生地、经典电影《音乐之声》拍摄
地的身份特质，充分在音乐文化
上做文章，策划了萨尔茨堡艺术
节等活动。动人音符荡漾湖光
山色之间，独特的气质为其赢得
了“世界最美城市”的称号。作
为欧洲文化摇篮的意大利，更加
擅长文旅的经营，不仅创造性地
设立了“文物监督人”，还由旅游
管理部门对各地文化活动进行
统一调度，实现“1+1＞2”的整体
效果。“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
俗”，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文化
富矿，只要栽好梧桐树，就能引
来金凤凰。

重庆是历史文化名城。立
足于 8 万多平方公里的西南沃
土，吸吮着3000多年发展积累的
历史养分，完全可以提炼出“人
无我有、人有我优”的文化元
素。此番提出的六种文化形态，
无异于这座城市的精神图腾，是
区别于其他地方的鲜明特质。如
何开采这座文化富矿，将精髓融
进旅游产品，考验着相关部门的
智慧。目前，重庆正在火热进行

“晒文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
活动，石柱推土家风情、黔江主打
古镇文化……各区县铆足了劲宣
传手中的“文化王牌”，就是一个
有益尝试。接下来，通过“文化+
旅游”锻造出真正的文旅名片，还
需要一份久久为功的匠心。

“ 世 界 那 么 大 ，我 想 去 看
看”，这是无数人的肺腑之言。
不久前的端午节三天小长假，重
庆共接待境内外游客 1046.58 万
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64.11 亿
元 ，同 比 分 别 增 长 10.8% 和
32.6%。可见，重庆旅游不仅天赋
好，而且潜力大。多措并举将文
化基因注入旅游资源，让每一位
游客都有诗意的出行，不仅能提
升人们的获得感，更会增强城市
的魅力与活力。

让旅游市场更有文化味
□于北国

据媒体报道，有地方领导到
基层调研乡村振兴工作，到了村
上就开会，会上就提出了指导意
见：“要家家户户门前有流水、屋
后有稻田，农药化肥不得进村。”
愿景很好，但因为没有经过深入
细致的调研，也没有落细落小切
实可行的措施，落不到实处。

调研是我党的优良传统和工
作作风。毛泽东同志提出“没有
调查，没有发言权”的著名论断，
强调“今天需要我们调查，将来我
们的儿子、孙子，也要作调查，然
后，才能不断地认识新的事物，获
得新的知识”。可见，调研的初衷
应侧重于找问题、摸情况、学方
法、学知识，进而制定针对性措
施，解决实际问题和困难。

然而，个别领导干部在对基
层实际摸排不深入、问题掌握不
透彻的情况下，就开始提要求、谈
指导、作指示，借“调研”之名，行

“指导”之实，让调研变了调，成了
一场作秀。

研究问题、制定政策、推进工

作，刻舟求剑不行，闭门造车不
行，异想天开更不行，必须进行全
面深入的调查研究。每个地方资
源禀赋各异、群众诉求有别，就需
要不同的发展路径和治理方法。
只重指导，不搞调研，就会让指导
变成纸上谈兵，使工作要求缺乏
实践根基，不仅无法达到预期效
果，甚至还可能出现“南橘北枳”
等问题。

试想，不顾实际的生搬硬套，
甚至“拍脑袋”决策，留下一摊子不
符合实际的半吊子工程，或者烂尾
工程，又怎么能更好促进地方发
展，满足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调查研究是谋事之基、成事
之道。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
更没有决策权。只有搞清楚本地
区的实际情况，搞清楚影响改革
发展稳定的突出问题，搞清楚群
众所思所盼，才能做到心中有数、
有的放矢，给基层提出好意见、好
点子，推动基层工作有效落实，提
升群众获得感和幸福感。各级领
导干部在调查研究方面千万省略
不得、马虎不得。把结论产生在
调查研究之后、建立在科学论证
的基础上，这才是调研该有的工
作态度。

调研重在
解决实际问题

□陆仁忠

在行业领头羊“脑立方”关停之后，更多的培训机构逐渐进入“全脑开发”行
业。额头“吸”铁勺、蒙眼辨色、听音频提升大脑、看掌纹测天赋……在常人看来毫
无科学逻辑的一堆“超能力”，都依附于“全脑开发”而生，它们也常常出现在一些全
脑开发培训机构的招生宣传场景之中。（据《新京报》）

点评：“全脑开发”背后，是意欲培养“学霸”“神童”的家长们。但再焦虑也别慌
不择路，丧失了理智。违背了儿童的成长规律，结果往往就会事与愿违。

“神童”骗局
图\陶小莫
文\俞 平

为基层减负，也需要坚持实
事求是，敢于解放思想。善于创
造性落实中央部署而不是盲目追
求“上下一般粗”，善于结合本地
实际而不是盲目照搬经济发达地
区经验，才能把基层减负的任务
减到事业发展关键处、减到干部
群众心坎里。

——《人民日报》谈基层减负

教育主管部门必须严格执法
执纪，学校、教师必须恪守行规行
纪，以强大的外力约束家庭之间
或社会上的非理性教育竞争和各
种“抢跑”行为。在这一点上，不
能只有姿态上的“重申”，更要有
执行上的加力。

——《浙江日报》谈暑假补课

对于相关明星和为其辩解的
粉丝们来说，是一次学习相关法
律法规的好机会。同时，对于其
他经纪机构也是一个提醒，明星
懂法非常重要，不懂法的明星应
该赶紧多学习。
——《北京日报》谈曾轶可事件

近年的教育治理不断强调
保基础，保公平，强调优质资源
均衡，一些专家也简单地把很多
教育问题归结为优质资源不充
分，不均衡。对于优质资源的过
度强调，误导家长形成了一种偏
颇的认知：孩子优秀是因为上了
一所好学校，有了好老师，所以
要成为优秀学生，就必须上好学
校。这种忽略孩子个人差异以
及家庭教育的观念，进一步加剧
了择校热。
——《中国青年报》谈“抢生源”

推 荐

日前，江苏泰州靖江市一份
“中考照顾生名单”在初三家长群
中不胫而走。引发家长强烈关注
的这份名单，全称是《靖江市
2019 年初中升学照顾录取情况
一览表》。该名单公布了靖江市
各优质高中照顾录取的 50 名获
奖学生运动员的信息。“优质高
中、降分录取、未看到公示”成为
本次争议的焦点。虽然靖江教育
局有关工作人员坚称，已经在城
域网和学校里公示，但家长却认
为，“只知道有特长生，不知道还
有体育照顾生”。

为满足高校对体育人才的需
求，很多省市都有“降分录取体育
生”的政策。为何唯独靖江市这
份“中考照顾生名单”争议不断？
这是因为，该项涉及教育公平的
政策，这份决定学生升学的名单，
只在城域网和校园内公示。虽然
相关部门反复强调，“曾宣讲过，
也公示了”，但这种有限范围内的
信息公开，势必引起家长质疑，让
社会大众联想到名单藏有猫腻。
从这个角度来说，教育部门在公
示的方式选择上欠妥，未能与家

长充分沟通，未能做到完全公开
透明。

根据当地规定，对体育生的
“照顾”，是指只要毕业升学总分
达到该生所报学校录取分数线的
80%以上，即可由所填报学校录
取。“算下来，一个学校的录取分
数线七百多分，那打 8 折相当于
优惠了一百多分，而我们就算是
特长生往年也只是优惠几十分。”
可见，这一“照顾”政策如果操作
不当，存在程序漏洞，就会成为违
规的幌子，损害孩子升学权利，伤
害教育公平。

中考对学生未来有着重要
影响。当下，“中考照顾生名单”
一事已经引起社会广泛关注。
当地教育部门不能幻想通过简
单回应消解舆论的不满，而要
尽可能披露更多的政策细节，
做好名单上“50 名体育照顾生”
的体育成绩和取得的奖励证书
的复查工作，把任何暗箱操作的
可能性都排除，保证录取的公
正、公平、公开。只有这样，才能
消除家长的误会和不满，挽回公
信力。

莫让“照顾”成为违规的幌子
□张燕

以人为鉴，可明得失。开展“不忘
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同样离不开
榜样的力量。确立什么样的典型，就明
确什么样的标准；树立什么样的榜样，
就体现什么样的导向。党员干部用先
进典型这面镜子照一照自己，就能见贤
思齐、改过迁善，不断以党性修养提升
政治定力，增强干事创业的前进动力。

不忘初心，难在不忘，贵在坚守。
的确，在这个百舸争流的时代，矛盾多、
诱惑也多，当个好干部不容易。一些党
员干部在考验和危险面前忘记了初心，
奉行精致的利己主义，干工作首先想的
是个人得失，遇到问题搞击鼓传花，碰
到矛盾绕道走。有人会问：不是不想干
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无怨无悔的心
态从哪里来？永不懈怠的状态又该如
何保持？

先进典型是鲜活的代表。红岩烈
士王朴和他母亲，就是一个很好的参照
系。为了革命事业，王朴劝说母亲金永
华变卖所有田产，兑换成近 2000 两黄
金，资助川东地下党工作。解放后，党
委政府要归还金妈妈捐赠的革命经费
时，她说：“我把儿子交给党是应该的，
现在要享受特殊待遇是不应该的；我变

卖财产，奉献给革命是应该的，接受党
组织归还的财产是不应该的；作为家属
和子女继承烈士遗志是应该的，把王朴
烈士的光环罩在头上作为资本向组织
伸手是不应该的。”

从金妈妈的“三个应该、三个不应
该”，到坚贞不屈、永不叛党的江姐，再
到“时代楷模”杨雪峰……这些以身载
道、以行示范的先进典型身上，无不体
现出对理想信仰的坚定、对初心的坚
守。和他们比一比，每一位党员干部都
应该问问自己：入党为什么、为党干什
么、在党做什么？拿他们照一照，就会
少一些“为官不易”的抱怨，多一些奋发
进取的自觉。

用好先进典型这面镜子，关键要把
自己摆进去。如果存在不以为然的思
想，缺乏自我检视，再深刻的典型也会
没有力量。照镜子，就要把自己摆进
去、把职责和工作摆进去、把思想摆进
去，从里到外、从上到下反复照一照，看
一看自己思想上缺不缺“钙”、干事创业
的担当强不强，问一问哪里做得还不
够。

当然，相比于正面典型的引导，反
面典型同样有生动的教育价值。近年

来曝光的许多违纪违法案件，恰恰是有
些官员在理想信念、纪律规矩、党性原
则、权力观地位观利益观等方面，抛弃
了为官从政的底线。以先进典型为标
杆的同时，也要以反面典型为镜鉴，汲
取教训、引以为戒，让党员领导干部时
刻绷紧理想信念这根弦，知敬畏、存戒
惧、守底线，真正做到心有所畏、言有所
戒、行有所止。

照镜子是形式，关键要见诸行动。
“能不能经得起最严峻的考验，平常说
得再好听也没用；假如我被捕了，我的
行动是最好的回答！”王朴烈士当年的
回答，为后人树立了标杆。在对表中找
差距、在找差距中知不足、在知不足中
抓整改，才能不断实现自我净化、自我
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即知即改、
用行动说话，这是对“不忘初心、牢记使
命”主题教育最有力的响应。

榜样是看得见的哲理，一个榜样胜
过书上二十条教诲。在开展主题教育
中善于发掘典型、树立榜样，用榜样的
力量感染人、鼓舞人、带动人，广大党员
干部就能不断提高自身政治修养，锤炼
忠诚干净担当的政治品格，主题教育就
会取得群众满意的成效。

用先进典型这面镜子照一照自己
□刘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