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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踩准踩实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这两个落脚点，不断提高改造客观世
界和主观世界的能力，实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有机统一。

对于家长来说，幼儿园是做
什么的？托付一个心安，恐怕是
最重要的。如今，不少幼儿园在
招生时纷纷打出这样的广告：上
了我们的幼儿园，你的孩子能多
认1000个汉字、能熟背100首唐
诗、能说一口标准的英语……可
是，与这些“附加技能”相比，幼儿
园真正要做的、家长们真正在意
的，是“0”前面的那个“1”——保
证幼儿的生命安全和身心健康。

教师素质差，孩子就遭殃。
特别是对于幼儿这样一个特殊
群体，幼教老师更需要极强的耐
心与专业的素养。但现实情况
是，幼师里滥竽充数的“南郭先
生”不少。国家教育规划纲要实
施中期评估显示，从部分样本城
市的情况看，2014 年，有幼教资
格证的教师占比为61%，持非幼
教教师资格证的占比17%，无证
教师占比为22%。

提高准入门槛、提升幼师素
养，是解决虐童难题逃不开的一
环，也是世界许多国家的成功经
验。可深究一层，为何我国幼师
门槛普遍偏低？根本症结还是在于学前教育的供需
矛盾。2016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
国共有在园儿童4414万人，幼儿园园长和教师共250
万人。从保教人员与幼儿的比例来看，师资缺口十
分严重。幼师师资的供给不足，导致幼师门槛标准
下滑、幼师质量下降，继而带来幼师待遇的降低、造
成幼师心理上的不平衡，从而为虐童事件埋下隐患。

真正实现党的十九大报告要求的“幼有所育”，
让每个孩子都能得到让人心安且专业的照看，就目
前而言仍是一块难啃的“硬骨头”。这其中需要震
慑警示，对有虐待儿童现象的幼儿园严惩不贷、绝
不手软；也急需补足幼师缺口、提升幼教标准、提高
幼师待遇；更需要完善的法律、严格的监管。但归
根到底，于每个孩子的切身感受而言，关键还在于
幼教教师是否有耐心、有爱心。

孩子是父母的心头肉，是祖国的未来。培养更
多有师德的幼儿教师，让真正有爱心的人进入幼教
行业，进一步规范幼儿园的准入、强化幼儿园的管
理，如此，祖国的花朵才能健康成长，幼儿园才能成
为让人心安的地方。

（原刊于《人民日报》，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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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2月3日至5日举行的市委理论学习中
心组专题学习会上，市委书记陈敏尔发出号
召：全市上下要来一个大学习、大落实。强调
要不断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向深入，
不断提高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能力，用
新发展理念开拓重庆发展新境界，用新时代要
求提升领导干部新形象，真正把党的十九大精
神全面落实在重庆大地上。

“好学才能上进。中国共产党人依靠学习
走到今天，也必然要依靠学习走向未来。”当下，
切实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不仅是首
要的政治任务，更是做好一切工作的重要前
提。号召全市上下来一个大学习、大落实，就是
为了拓展学习的广度和深度，加大落实的强度
和力度，就是为了真正把党的十九大精神内化
于心、外化于行、转化成果。对各级领导干部来
说，学习的水平决定着工作的水平。

学习本身就是一门大学问。学什么，相信
大家已经十分明确，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
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党的十九大精神。这是
我们进入新时代做好工作、推动发展的根本遵
循、源头活水。至于怎么学，全市上下来一个
大学习、大落实，就要把落脚点既放在改造客
观世界上，也放在改造主观世界上。只有牢牢
踩准这两个落脚点，努力将学习的水平转化为
工作的水平，才能让党的十九大精神更好地在
巴渝大地落地生根。

抓好大学习、大落实，踩准改造客观世界
这个落脚点，关键要握紧新发展理念这根“指
挥棒”。崇尚创新，就要大力实施以智能化为
引领的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行动计划，主动出
击、贴身紧逼、精准发力推进改革工作；注重协
调，就要大力促进城市和乡村各美其美、美美
与共；倡导绿色，就要使重庆成为山清水秀美

丽之地，让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厚植开放，就
按照总书记对重庆提出的“两点”“两地”定位
要求，奋力把重庆建设成为内陆开放高地；推
进共享，就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努力使人民
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更加充实、更有保
障、更可持续。用新发展理念引领新实践，就
能开拓重庆发展新境界，把学习水平、工作水
平转化为发展水平。

抓好大学习、大落实，踩准改造主观世界
这个落脚点，就是要在新思想的引领下有新
气象新作为。毛泽东同志在《实践论》中指
出，改造世界的任务，既包括改造客观世界，
也包括改造主观世界，“改造自己的认识能
力，改造主观世界同客观世界的关系”。要成
为好干部，就要不断改造主观世界。学习贯
彻党的十九大精神，既是认识和改造客观世
界的过程，也是认识和改造主观世界的过

程。而要改造好主观世界，就要做到政治过
硬、本领高强、作风扎实。旗帜鲜明讲政治、
扎扎实实练本领、持之以恒正风肃纪，领导干
部就能更好地运用专业思维、专业素养、专业
方法，推动改革发展，扎扎实实兴办民生实
事，切切实实把政策含金量转化为群众的获
得感、幸福感。

全市上下要来一个大学习、大落实，不断
把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大精神引向深入，就要踩
准踩实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这两个落脚
点，不断提高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能
力，实现改造客观世界和主观世界的有机统
一。既要在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中深化理解
和认识，也要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从战略
部署和具体行动上抓好落实。两者相辅相成，
相互促进，就能共同把党的十九大精神转化为
改革发展的累累硕果。

抓好大学习大落实要踩准两个落脚点
□俞小舟

近日，记者调查发现，在淘宝等平台上输入“诊断书”“诊断证明”等关键
词，标有“病情诊断书、证明书可定做”等五花八门标签的商家就会显示出来，
部分商家还承诺提供全国各地医院假诊断证明业务。（据《中国青年报》）

点评：购买虚假“假条”看似事情不大，但影响恶劣。对弄虚作假的个
人，用人单位要严格依照规章制
度进行处罚。当然，对于网上出
售假证明的行为，也应该进行清
理，以免损伤社会诚信肌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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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大型文化探索类节目《国家宝
藏》在央视首播。该节目一经播出就引发
热议，不仅在豆瓣等网站获得 9.3 的高评
分，而且在社交平台圈粉无数。作为一档
文化类综艺节目，《国家宝藏》到底凭借什
么火了呢？

过去，文物是遥远的、神圣的、冰冷的，
而《国家宝藏》把文物跟人、跟人的生活建
立起了紧密联系，让国宝“活”了起来。比
如，在第一期节目中，北京故宫博物院展
出了石鼓、王希孟《千里江山图》卷和各种
釉彩大瓶，由明星“护宝人”讲述国宝们的
前世今生，并与观众分享他们与这些珍宝
的故事。通过增强文物的故事性，让观众
了解到祖先留给了我们什么，而我们又应
该把什么传承下去。这一节目设计，让《国
家宝藏》充满了人文关怀，有直抵人心的温
暖力量。

《国家宝藏》的另一种人文关怀是对年
轻人的“关照”。青年是时代的先锋，是未
来的希望，是民族的脊梁。只有他们努力
从传统文化中汲取提高能力的养分，建立
文化自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才
能更好地实现。《国家宝藏》节目注重用户

导向，与时俱进创新节目形式，以受众喜闻
乐见的方式传播文物知识，通过小剧场演
绎文物背后的故事，话语表达的方式更加
有趣生动，语态更加年轻活泼，让国宝在年
轻人心中鲜活起来。

我们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文物是
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密码，它能唤醒
民族根脉中的文化自信，指引我们找寻生
命的价值与意义。《国家宝藏》节目宣传片
里有一句台词，“守护历史、选择未来”。观
众们透过节目忆起历史沧桑，触摸岁月留
痕，守护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化传统。文
物不再是尘封的旧物，而是能够通过传承
影响当下与未来的瑰宝。或许，大家会觉
得传承听起来很“高大上”，但它其实就是
靠一个个人、一个个家庭身体力行做出来
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国家宝藏》播出以
后，会有越多越多人，尤其是年轻人走进博
物馆，去感受我们数千年文明积淀下来的
文化自信。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让国宝“活”起来
□张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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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年鲜香留丹乡 一朝美食遍巴渝
盘点垫江石磨豆花的前世今生

石锅焗豆花石锅焗豆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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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香豆渣鸭脯

网络上，沙县小吃、兰州拉面、黄焖
鸡米饭是受人“膜拜”的“中国三大名
菜”。三者在街头遍布的食肆，见证着各
自品牌旺盛的生命力。

在重庆，最有能力向前述三大餐
饮品牌发起挑战者，垫江石磨豆花当
属其一。今年10月，中国烹饪协会授
予垫江县“中国石磨豆花美食之乡”称
号，确立了垫江石磨豆花在餐饮界“国
字号”的“江湖地位”。这一里程碑式
的事件，也标志着深耕巴渝多年的垫
江石磨豆花有了把发展目光放眼全国
的资本。

垫江石磨豆花从何而来？将向何而
去？盘点垫江石磨豆花的前世今生，或
可知其未来。

前世
关于垫江豆花的两个传说

提起“石磨豆花”，绝大部分重庆
人首先会想起“垫江”。土法炮制的垫
江石磨豆花洁白水嫩，质地绵软，清香
四溢，辅以二三十种颜色抢眼、口感鲜
明的调料，美味难以言喻。

按照垫江县作协名誉主席封传厚的
说法，垫江石磨豆花的历史要追溯到千
年前的盛唐。相传大唐元和年间，蜀中
才女薛涛和新结识的著名诗人、东川监
察史元稹一路游玩到垫江，在垫江县城
槐荫巷临一小食店用餐后，两人对店中
豆花赞不绝口。薛涛欣然为店主院中的

古井写下了“品泉”二字，并为豆花店题
写了“石磨泉水豆花”。

薛涛题写的“品泉”二字，后被店主请
人镌刻在了石碑上，立于古井前流于后
世。好多老垫江人旧时都曾在槐荫巷亲
眼见过古井旁薛涛题写的“品泉”二字。

而另一则流传于垫江民间的典故则
认为垫江石磨豆花与清代著名的“湖广
填四川”有关。

据传，康熙年间“湖广填四川”，湖北
孝感大户周致诚带领全家10多口人在垫
江小沙河畔创业，成为一方首富。喜食豆
腐的他发现垫江的豆腐远比老家的好吃，
便叫家人虚心向乡邻学习制作方法。

一日，饥肠辘辘的周致诚等不及豆
腐制成，便舀了一碗“半成品”蘸上盐和
油辣子便开吃，其绵软嫩滑、回甜鲜香的
口感让他分外惊喜。从此，豆花便成为
周家人的家常菜，并逐渐成为当地一大
特色美食。

到了清中后期，豆花的制作工艺已
传遍整个垫江，“周家豆花”的名头也被

“垫江豆花”替代。由于一直保留着石磨
磨黄豆的工艺流程，“垫江石磨豆花”又

逐渐声名鹊起。
同时，垫江石磨豆花在佐料上进一

步发展，品种更加丰富，多达30多种。
除了油辣子、青海椒、胡椒、花椒等川渝
地区豆花中常见的佐料外，垫江人还把
折耳根、山胡椒、豆豉等特色佐料也拌入
豆花中，形成了垫江石磨豆花“色泽乳
白、絮状如花、绵软嫩滑、窖水回甜、入口
流香、佐料丰富、自助调制”的特色。

今生
打造城市品牌助力一方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大量垫江人走出垫
江，以“垫江石磨豆花”为名号开店创业，
把垫江石磨豆花的美味带向重庆各地和
全国。

据不完全统计，目前垫江已有专门
经营石磨豆花的店铺360家，石磨豆花
中餐店有900多家。仅重庆主城，便有
上千家店铺在经营垫江石磨豆花。

门前或店堂中硕大的石磨是众多经
营垫江石磨豆花的店铺最显著的标志。

垫江县城南门口的高大姐石磨豆花店是
垫江最老牌的豆花店之一，其创始人高
成凤对于石磨的意义尤为看重。即便机
械磨豆效率更高效便捷，她也选择每月
支付高工资雇人推磨。“石磨磨出来的豆
花香甜嫩滑，比机器制作的豆花口感更
好。老祖宗传下来的技艺，永远不能
丢。”她说。

近年来，伴随着沙县小吃、兰州拉
面、黄焖鸡米饭等餐饮品牌在全国各地

“攻城略地”，垫江人也开始思索如何把
垫江石磨豆花做大做强，打造成为城市
品牌，推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命
题。

人气、卖点、品牌是餐饮业发展的三
大要素。人气凝聚靠口碑，口碑形成靠
品牌。2016年，垫江制定了以“石磨豆
花”为特色的美食产业规划，启动了“中
国·石磨豆花美食之乡”的创建工作。

垫江一边鼓励本土餐饮企业联动发
展、塑优品牌，一边由政府搭台，通过举
办第十八届垫江牡丹文化节、牡丹之乡·
垫江美食文化节、蜜本南瓜名宴名菜评
选、2017中国·垫江石磨豆花文化节等
契机，大力挖掘地方土菜，打造餐饮名
店，培育地方品牌，不断推动以垫江石磨
豆花为主的垫江美食走向全国。

2015年—2016年，垫江石磨豆花
和垫江的中国名宴、中国名菜、中国名
火锅、中国名小吃一起，先后被央视、重
庆卫视、重庆日报、新华网等主流媒体
报道，其美誉度和影响力大增。

在塑造品牌、扩大影响的同时，垫江
注重群众“舌尖上的安全”，致力于发展
餐饮上游产业，全面推广农产品生态种
植、科学养殖技术，确保生态、环保、绿
色、健康的原材料持续供给，实现了产业
链协同发展。

崛起的沙县小吃曾打破餐饮江湖中
小吃连锁由兰州拉面“一家独大”的局
面，后起之秀黄焖鸡米饭则又将“二虎相
争”的竞争格局变为了“三足鼎立”。谁
也不能否认，垫江石磨豆花会成为下一
个“搅局者”。

三炖豆花
牡丹鸡豆花
石锅焗豆花
石磨五彩豆花
桃园三结义
鸡汁豆花

老干妈豆花
口袋豆腐
鲍汁豆黄金
养身豆花汤锅
石磨豆花烧仔鲶
铁板包浆豆腐

垫江石磨豆花十二道名菜垫江石磨豆花十二道名菜

赵童 刘玉珮 蓝倩 周渝津
图片由垫江县委宣传部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