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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兴东

近日，被住房和城乡建设部通报批评
的湖北省荆州市巨型关公雕像，开始拆卸
转移，搬移工程总投资1.55亿元。关公雕
像高达57.3米，建成于2016年，总造价达
1.729亿元。先是违建、后又搬移，3亿多
元就这样浪费了。

3亿多元的教训，值得警钟长鸣。正
如荆州市委书记吴锦所言，“雕像的每一
块铜片，都是抽向我们一记响亮的耳光。”
近年来，类似“关公雕像”的夸张文化地
标，屡屡出现。比如，陕西省韩城市耗资
1.9亿元建设“鲤鱼跃龙门”景观，贵州省
独山县投资2.56亿元建设“水司楼”。这
些现象背后，反映出文化发展的一种浮
躁风气。说到底，造景观可以有，但要有
底线和原则，必须尊重历史和现实规律，

切忌劳民伤财、脱离实际。
巨型关公雕像搬迁，是惩戒更是警

示。以发展之名，建设浮夸怪异的文化
景观，不仅劳民伤财，还会损害城市形
象。各地党员干部应从这起事件中汲取
教训，树立正确的政绩观。一方面，发展
文化旅游产业不能搞“霸王硬上弓”，不
能寄希望于“既成事实”，妄图使监管部
门让步。“带病出生”的违规建筑，不管其
花费多大，都注定是昙花一现、得不偿
失。另一方面，要切实加强对历史文化
项目的监管审批，多一些事前监督，为公
共财政的使用把准方向，确保不合法、不
合规的决不能做。

期待巨型关公雕像搬迁，能给更多
地方提个醒：谋发展一定要因地制宜，
尤其要掌握文化项目开发的科学规律，
遵循相关的法律法规，把每一分钱都用
到“刀刃”上，而不是贪大求怪。只有
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文化项目，才能成
为一个地方的文化地标，继而带来相应
的经济社会效应，成为文化开发的范
本。

耗资3亿元搬建关公雕像的教训值得汲取

□张燕

“双减”之下的开学季，校园生活焕然一新——增加
体育课程、一二年级不再有纸笔考试、提供更加人性化
的课后托管服务……这些积极的变化，是“双减”落地见
效的生动注脚。

落实“双减”，减去的是对教育的急功近利之心，目
的是让教育回归常态，让家长回归平常心。但是，破除

“唯分数论”后，我们如何进一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在
持续规范校外培训之下，望子成龙的家长们何去何从？
解决这些问题，“做减法”只是走出了第一步。

教育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从顶层设计到配套措
施，处处考验着治理的智慧。如果你仔细研读过《关于
进一步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作业负担和校外培训负
担的意见》，你会发现，三十条相关意见中，多条涉及“做
加法”。比如，提高作业设计质量、提高课后服务质量、
提升课堂教学质量等等。如果说“做减法”是纠偏，那么

“做加法”则是政策落地的有力保障。
在此背景下，重庆提出了“三个一”（一减、一增、一

提）行动。其中“增”就是要增加课后服务时间，丰富课
后服务项目，加强课后服务监管；“提”就是要提升学校
育人质量，确保学生在校内“吃饱”“吃好”。近来，重庆
也做了很多有益尝试——江北区探索实施“五个一点”
课后服务，满足学生多样化需求；沙坪坝区推进“大概
念”“大单元”教学，努力打造高效课堂……这些举措，向
课堂要质量，同时提高课后延时服务效能，在保证“减”
的力度同时，关照了“加”的需求，有利于实现平稳过渡，
确保政策落地落实。

当教育主阵地回归校园和家庭，学校的角色更加重
要，家长的作用更加凸显。目前，“双减”政策出台不久，
家长存在担忧也是客观现实。越是此时，越要聚焦课后
服务提升，在课堂上寻找增量，做到“加减法”并用，真正
解除家长的后顾之忧，构建教育良好生态。

教育是持续一生的课题，其长期性决定了我们应
该建立更长远的目标——比如，学习能力的培养，思
维模式的训练，独立人格的养成。“双减”传递出一个
非常确定的信号：我们正在竭尽所能“解放学生的手，
解放学生的大脑，解放学生的时间”，让他们自由地成
长、充分地发展，真正成为对国家、对社会、对人民的
有用之才。

落实“双减”
要做好“加减法”

评论员观察

□罗建华

坚持原则是共产党人的重要品格。在
2021年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
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总书
记告诫中青年干部：“对共产党人来说，‘好
好先生’并不是真正的好人。奉行好人主
义的人，没有公心、只有私心，没有正气、只
有俗气，好的是自己，坏的是风气、是事
业。”党员干部不论在哪个岗位、担任什么
职务，都要做到坚持原则、敢于斗争，提高
党性修养，发扬斗争精神，在原则问题上寸

步不让、寸土不让。
不做“好好先生”，就要克服视而不见

的“鸵鸟心态”，敢于当“战士”。现实中，一
些党员干部在遇到问题和矛盾、困难和挑
战甚至危险时，不是迎难而上、积极应对，
而是视而不见，其结果就是贻误了解决问
题的最佳时机，让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小
毛病变成了大麻烦。

作为共产党人，要自觉增强“为官避事
平生耻”的责任感，做到该出手时就出手，
以居安思危的忧患、如履薄冰的谨慎、勇于
斗争的刚毅，迎着困难矛盾上，朝着棘手难
题去，始终保持共产党人敢于斗争、善于斗
争的风骨、气节、操守、胆魄。

不做“好好先生”，就要克服随遇而安
的“佛系心态”，敢于当“勇士”。在大是大

非面前举旗亮剑，亮出来的是原则立场，更
是责任担当。当前，一些党员干部对社会
上出现的不良现象视而不见，对发生在身
边的歪风邪气不以为然，总是睁一只眼闭
一只眼，甚至捂着、盖着，丧失了一名党员
应有的党性原则和立场。

作为共产党人，要始终保持政治警惕
性和政治鉴别力，增强一叶知秋、见微知
著的预见性，学会发现苗头性潜在性问
题，多一些锱铢必较、针锋相对，少一点沉
默失语、不管不问，用浩然正气营造良好
风气。

不做“好好先生”，就要克服明哲保身
的“好人心态”，敢当“卫士”。一些党员干
部信奉“多栽花、少挑刺”的处世哲学，唯恐
得罪人，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然而，有问

题不指出，有过错不批评，这种庸俗作风盛
行之处，往往就是党组织和领导上政治软
弱、作风涣散的地方，就是党员干部中出问
题多的地方。

作为共产党人，要本着对同志、对自
己负责，对党的事业负责的精神，拿出坚
持原则的正气、不怕得罪人的勇气、直面
矛盾的胆量，敢于“唱黑脸”、动真格，以自
身努力推动全社会形成风清气正的政治
生态。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
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我们
面临的风险挑战明显增多。唯有克服种种
不良心态，砥砺担当之志，磨砺担当之勇，
提升担当之能，才能不断开创各项事业发
展新局面。

不做“好好先生”

漫说快评

漫画漫画//王铎王铎

聚焦重庆市就业创业工作系列

举办招聘会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为高校毕业生和困难群众就业建机制拓渠道强服务

重庆“一生一困”就业难题这样破解
前不久，重庆市“职引未来”职业

指导首场活动在沙坪坝区丰文街举
办。当天，500余名社区群众前来参加
职业指导咨询，接受职业指导服务。

“我们特意把社区作为了‘我为群
众办实事’的主要阵地。”市人力社保
局相关负责人说。

为将“我为群众办实事”实践活动
与公共就业服务工作相结合，打通为
民服务“最后一公里”，今年以来，我市
以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为着力
点，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和困难群众
就业工作。

数据显示，截至6月底，全市24.2
万名应届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好于去
年同期；就业困难人员就业6.8万人，
完成全年目标8万人的85.1%，同比上
升7.8个百分点。

“重庆英才 职等您来”公共就业人才网络直播招聘现场

“854”工作法
凝聚合力促进高校毕业生就业

“建议你们可以多关注市人社局
开展的网络直播招聘，针对应届毕业
生，里面有不少好单位和好岗位。”去
年毕业于重庆理工大学会计信息化专
业的王凡，在给学弟学妹们传授找工
作“秘籍”时说，她就是通过观看直播
招聘，顺利入职翼空间（重庆）企业孵
化器股份有限公司的会计岗位工作。

王凡口中力推的“直播招聘”，其
实是去年我市为积极适应疫情防控常
态化和智能就业新形势发展需要，采
取“公共+市场”、“线上+线下”、“主
播+导师”新模式，在全国首创的“重
庆英才·职等您来”网络直播招人招才
公共服务。这一创新举措以更直观的

“屏对屏”方式全免费为求职者提供线
上求职招聘服务。

据统计，自去年6月20日启动以
来，全市所有高校毕业生均可足不出

户实现“岗位获取、职业指导、互动面
试、网上签约”。

高校毕业生是就业重点群体中的
重中之重。“今年，我市高校2021届毕
业生达24.1万人，比2020届增加了
0.8万人。”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
介绍，当前，高校毕业生就业形势总体
稳定，就业去向落实率高于去年，预判
年底就业率不低于90%的目标任务
能如期完成。

那么，针对高校毕业生就业，重庆
下了哪些功夫？该负责人介绍，今年
以来，我市不断完善工作机制、拓宽就
业渠道、提升服务品质，千方百计促进
高校毕业生高质量就业。

“我们首先从强化部门联动入手，
人社、教育等8家部门共同组建高校
毕业生就业工作专班，共享信息数据，
提前交换毕业生信息，共同开展就业
指导、组织招聘活动，‘一盘棋’谋划推
动。”该负责人介绍，我市推行“854
（帮青年）工作法”，实施扩大公务员招
录、事业单位招聘、基层项目招募、企

业吸纳征兵入伍、升学扩招、科研助
理、社区岗位开发等“8个扩大”措施，
形成“人社+教育+其他市级部门+高
校+区县”5方联动机制，并建立“日研
判、周通报、旬会商、月约谈”4项工作
制度，筹集政策性岗位5.4万个，分组
分片区对全市高校开展全覆盖督查指
导77次。

同时，举办公共就业服务进校园
专项活动，开展求职方法、素质测评、
职业规划、心理咨询等辅导1000余场
次；组织实施2021届高校毕业生“就
业促进百日行动”，截至6月底，线下
组织毕业生参加就业见习、职业体验、
创业实训等活动近5万人次，不断增
强高校毕业生的职业认知和实践能
力。

“3个一批”兜牢底线
保障困难群众就业

“你们的效率太高了，我才来登记
就业信息不到一周，你们就帮我找到

了工作，太感谢了！”今年5月，大渡口
区茄子溪街道社保所通过掌握的辖区
单位空岗信息，为刘家坝社区的居民
简叁送上了再就业岗位。

稳住困难群体，就守住了就业“基
本盘”。市人力社保局相关负责人说，
为兜牢底线，我市制定并落实“3个一
批”举措，保障困难群众就业。一是市
场就业一批。“像茄子溪街道一样，通
过建立企业联系制度，多途径挖掘用
工信息。”该负责人说，同时，组织开展

“春风行动”“就业援助月”等就业专项
活动，搭建供需对接平台。上半年，落
实社保补贴等政策近2亿元，促进4.2
万名困难人员就业。

二是稳岗留工一批。组织开展稳
岗留工专项行动，对安排外地员工留
渝过年的各类企业和见习基地，给予
300元/人的“留岗红包”补助，支持企
业稳产稳岗。今年以来，向1.3万户企
业发放“留岗红包”4200余万元，惠及
近14万人。

三是兜底安置一批。统筹调动各

方面力量，多渠道开发社区保洁、保
绿、保安等便民利民公益性岗位，全市
上半年新安置8826人。

技能提升“质量年”
点燃“一生一困”就业新动能

今年我市启动实施职业技能提升
“质量年”行动计划。为让更多高校毕
业生参加职业技能培训，我市出台多
个政策文件，将高校毕业生纳入补贴
性培训对象。据统计，职业技能提升
行动实施以来，我市已完成高校毕业
生培训8万余人次，投入补贴资金1.8
亿元，为全市优化新经济环境、加强新
型人才供给、解决就业结构性矛盾提
供了有力支撑。

“我今年56岁了，打了大半辈子
鱼，现在也不晓得可以干啥。”家住丰
都县三合街道商业一路的高亚华是就
业困难群体中的退捕渔民。由于年龄
大、文化程度低、技能单一，通过市场
无法找到工作。

丰都县就业和人才中心在深入基
层开展就业困难群众就业帮扶专项行

动中了解到他的具体情况，通过“一对
一”的政策讲解，开展免费的职业技能
培训，培训后安置到丰都县三合街道
公益性岗位从事河道管理工作。“通过
技能培训，我找了满意的工作，目前每
月有接近2000元工资。”高亚华说。

据了解，为进一步提高就业困难
群众劳动技能和就业能力，让他们真
正掌握一技之长，今年以来，重庆累计
为高校毕业生、脱贫人口、登记失业人
员等重点群体开展各项职业培训27.5
万人次，帮助有培训需求的重点群体
提升职业技能。

同时，推行订单式组织、菜单式教
学、工单式就业“三单式”培训模式，鼓
励支持培训机构将培训班办到乡镇、
村社，因地制宜开展培训，满足群众需
要，增强培训针对性和实效性。

该负责人表示，下一步，我市将持
续健全完善工作措施，强化服务对接
和重点帮扶，全力做好高校毕业生和
困难人员就业工作，促进实现更加充
分和更高质量就业。

王彩艳 杨敏
图片由重庆市就业局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