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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士兵

最有深度的是故事。好故事要见人见事，好故事蕴藏着伟大的时代实践，赋含着美好的
价值内涵。好故事要一直讲下去，要讲得更精彩。

世像
ＨＵＡ SHI XIANG画

议论风生

近日，发改委等28个部门联合下发通知，将对严重危害正常医疗秩序的失
信行为责任人实施跨部门联合惩戒，措施包括限制补贴性资金支持、限制招录
（聘）为公务员或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取消惩戒对象参加评先评优资格等。（据新
华社）

点评：尽管相关部门已出台不少规定，明确提出要依法严惩“医闹”行为，但
震慑力还不够大，仍有一些“医闹”现象发生，甚至上演暴力伤医，引起社会公
愤。因此，开展跨部门联合惩戒，既是对“医闹入刑”的有力补充，织密制度笼子，
也是着眼于具体利益问题，提高医闹者的作恶成本，让其感受到切肤之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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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长江日报》报道，华中科技大学在
2018年有18名学生因学分不达标,从本科
转为专科，其中 11 人已在 6 月按专科毕
业。通过高考的激烈竞争进入“985工程”
名校，最终却只能以专科毕业，这些原本优
秀的学生不得不接受忽视学业的代价。10
月17日，教育部高教司司长吴岩对华中科
技大学此举给予肯定。他表示：“天天打游
戏，天天谈恋爱，天天浑浑噩噩的好日子将
一去不复返了，不能搞‘玩命’的中学，也不
能搞‘快乐’的大学。”

“本转专”是对混日子的大学生的警
示。从高中进入大学，环境渐松，束缚渐
少，很容易让学生产生“玩命的中学、快乐
的大学”的错觉。究其原因，还是受中国高
校“严进宽出”的教育模式所影响。放眼世
界，欧美等国的高等教育普遍要求“严出”，
一些欧美本科院校的毕业率仅有 50%，提
高了人才培养的质量。这说明了，如果基
础教育“严”，高等教育却“松”，势必会严重
影响人才培养的质量。

要改变这一现象，就要让“严进严出”
成为高校的普遍做法。今年6月，教育部召
开新时代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会
议，会议指出高等教育战线要树立“不抓本

科教育的高校不是合格的高校”“不重视本
科教育的校长不是合格的校长”“不参与本
科教育的教授不是合格的教授”。这是一
次本科教育改革的重磅信号。落实到高
校，就是要对大学生合理增负。提升大学
生的学业挑战度，合理增加大学本科课程
难度、拓展课程深度、扩大课程的可选择
性，激发学生的学习动力和专业志趣，真正
把“水课”变成有深度、有难度、有挑战度的

“金课”，改变轻轻松松就能毕业的情况，真
正把内涵建设、质量提升体现在每一个学
生的学习成果上。

从当前招聘情况来看，一方面，应届毕
业生面对一年比一年激烈的竞争焦头烂
额；另一方面，企业在悄悄提高用工门槛。
社会对当代大学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对
大学生而言，就是要彻底杜绝“混日子”的
心态，在大学期间，学本领，涨知识，悟道
理，不断在成长过程中注入拼搏的精气
神。要明白，青春是用来奋斗的，不是用来
浪费的。只有振奋精神、积蓄力量，青春才
能真正出彩。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本转专”是对大学生的警示
□张燕

近日，年内第四次降准已正式落地,
这也是今年央行第四次动用存款准备金
率这一工具。此次释放约7500亿元增量
资金，作用之一是增加金融机构支持小微
企业、民营企业和创新型企业的资金来
源。然而，由于“缺信用”“缺信息”“缺抵
押”，小微企业融资难的问题一直存在。
要引导金融活水流向小微企业，关键在于
提升企业诚信水平。

提升小微企业的诚信水平，关键是培
养小微企业主的“契约精神”。推动小微
企业主的契约精神既要内化于心，切实提
高个人道德修养的水平，又要外化于行，
通过提升个人口碑来为企业信用背书。
要针对小微企业主，以小微企业密集的产
业园、孵化园、市场等场所，或行业协会、
企业协会等组织等为抓手，开展诚信教育
宣传；加强政务诚信、商务诚信教育。

提升小微企业的诚信水平，核心是
形成完善的法治环境。要用法治推动形
成“守信多利，失信无利”的市场环境。
法者，治之端也。让交易更平顺，让信用
更扎实，让“无形之手”更稳健，都离不开
法治。当下，针对老赖的限制越来越多，
相关立法逐渐完善。但是交易频次多额
度小、交易场所广泛、交易场景复杂等客
观情况，让监管和执法面临很多现实问
题。要找准抓手，创新方法，加强监管力
度，提高小微企业对诚信和法治环境的
依赖，才能让小微企业越来越守法，越来
越诚信。

提升小微企业的诚信水平，重点要建
好小微企业的“诚信大数据”。小微企业
融资难，归根到底是银行对小微企业风险
没有把握。抵押物少，当前征信产品质量
参差不齐，加上小微企业的信息采集并不
准确，甚至还存在篡改经营数据等行为，
这些都导致信用难以准确评价。大数据
提供了重新评价小微企业的工具，通过把
分散在各类管理部门、金融机构、市场平
台的数据统筹起来，对企业进行画像，对
企业商业行为给出更精确的分析和估值，
从而量化诚信，控制风险。

打通“最后一公里”，把金融活水引向
小微企业，对保持民营经济活力，国民经
济抗压力都有积极意义，是营商环境改善
的现实体现，需要管理部门和社会关联各
方各司其责，以钉钉子、扣扣子的精神，提
升小微企业诚信水平，为小微企业发展提
供不竭动力。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小微企业需要提高
诚信水平解决融资难

□刘咏

发现好故事，把故事讲好，是一件有意义
也有挑战的事情。这里就以最近看到的两个
爆款为例来说说。

这两天，很多重庆人的朋友圈被《凌晨四
点的重庆》这部短片刷屏了。这部短片由自媒
体大号新世相制作，讲述了一段与重庆有关的
爱情故事，表达了幸福的爱情其实并不是什么
命中注定，而是要靠努力追求。

当然，情感是有层次的。值得追求的美好
情感，也不止是爱情，还有亲情、友情、爱国情
怀等。只要是有美好价值内涵的情感故事，都
值得讲出来。

前几天，重庆日报新媒体推出的《重庆一
副县长与干部儿子的微信聊天记录，在网上传
开了……》一文，被全国各大媒体转载，感动了

很多人。不经意间公开的微信聊天记录，说的
是一对干部父子的日常生活和工作感想，背后
是值得珍惜的亲情伦理和家国情怀。

既有价值内涵和时代意义，又能被广泛传
播甚至成为爆款的好故事，是这个时代的稀缺
品，因为这样的故事，需要精心发现，需要精彩
讲述。

以刷屏的《凌晨四点的重庆》为例，新世
相曾策划过“逃离北上广”“佛系青年”等全
民爆款，还有“凌晨四点”城市系列短片，这
次为做《凌晨四点的重庆》，过去 3 个月，出动
了 100 多人，来重庆考察了 68 个地点，收集了
4000多个故事。现在人们能够通过很多发生
在凌晨四点的重庆故事，知道在这个容易被
人们忽略的时间里，有很多人依然在为美好

生活奋斗不息，这座城市也依然默默给予人
们无穷的爱与美好。不得不说，这是因为故
事找得好。

再以“干部父子的微信聊天记录”引发全
国传播为例，微信记录本来是隐私，是细小琐
屑的只言片语，但是，通过记者的线索串联，就
把发生在人们身边的故事娓娓道出了，让人们
能够从细小处见信仰，从细小处见忠诚，从细
小处见担当。这段“父子情”“公仆心”能够感
染无数人，正是因为故事讲得好。

这些年，“讲好中国故事”成为重要的时代
命题。这实际上对发现好故事，创新故事表达
方式，都提出了很大的挑战。中国社会发生的
很多新变化，其实也都体现在我们身边发生的
事情之中。酸甜苦辣，百味人生，如何不断地

从我们身边鲜活的故事里提炼时代价值，需要
拿出工匠精神去整理发现，需要以最大的真
诚，勇敢地创新，来把这些故事找出来，讲出
来，并且讲好。

最有深度的是故事，最能打动人心的是
故事。好故事要见人见事，好故事蕴藏着伟
大的时代实践，赋含着美好的价值内涵。好
故事要一直讲下去，要讲得更精彩。会讲故
事的人，也最能懂得故事之外的真实世界，对
各种现象能够拥有更为全面的理性的有距离
的审视，做到坚持守正创新，不断传递正能
量，把美好的情感与价值传递到人们的内心
深处。

让我们一起讲好有时代意义的生活故事。
（作者系本报评论员）

54 岁的斯那定珠出生在有
“香格里拉”之称的云南省迪庆
藏族自治州巴拉格宗，在逾半个
世纪的传奇人生中，他始终坚守
着一个梦想：修一条路，连接起
封闭的家乡和外面的世界，带领
父老乡亲们走上致富路。

13岁那年，斯那定珠离开家乡

外出打拼，35 岁便成为远近闻名
的致富能手。1999 年，斯那定珠
回乡注册了巴拉格宗生态旅游开
发有限公司，准备修一条柏油路，
把家乡打造成知名的旅游景区。
修路需要2.8亿元。为了凑钱，他
变卖了自家的门市和餐馆，抵押
了自己的房子和车子，剩下的缺

口，便四处借钱、到处求贷……千
万富翁，一下变成了亿万“负翁”。

2008 年，这条让斯那定珠倾
尽全部心血的公路终于通车。

为家乡修路，让乡亲致富，
这 还 不 是 斯 那 定 珠 梦 想 的 全
部。他要在保护巴拉格宗山美
水美的同时，传承并发展这里独

特的藏族文化，完善服务
配套体系，打造一条融生
态观光、文化体验、宗
教 朝 圣 、休 闲 度
假 、心 灵 养 生 等
多 功 能 于 一 体
的 旅 游 产 业 链
条。

中国（重庆）首届文化旅游产业
创新发展高峰论坛即将启幕

10月25日，中国（重庆）首届文化旅游产业创
新发展高峰论坛将在重庆JW万豪酒店开幕。论坛
将邀请文化、旅游、投资、咨询等文化旅游行业机构
精英人士和全国旅游企业前20强、省级旅游投资集
团负责人约500名嘉宾，共同探讨重庆文旅产业转
型升级之路。

本次论坛以“共话美丽山水，共创美好生活”为主
题，由重庆市文化委员会、重庆市旅游发展委员会指
导，重庆旅游投资集团、重庆日报社、重庆市旅游协会
主办，重庆市旅游营销中心承办，上海景域旅游营销
服务有限公司协办。

本届论坛将围绕“文旅新融合下的IP升级”、
“新文旅时代重庆山水产业融合升级”、“新时代下文
旅产品的创新与迭代”、“助力重庆都市旅游目的地
营销模式创新”、“文旅升级时代的投资模式创新”五
大主题，由峰会嘉宾分别发表演讲并展开互动探讨，
展现业界对于重庆文旅融合新形势下的创新实
践。 王宵

旅游专列带领枣庄市民游丰都

10月25日，一趟由山东枣庄开往“鬼城”丰都
的专列将开启旅程。

丰都是山东省枣庄市的对口帮扶县。为进一步
加强扶贫帮扶，枣庄和丰都将今年定为旅游年，而这
趟旅游专列则是旅游年的重要活动之一。

据悉，此趟专列开行时间为10月25日-11月3
日。专列有14节列车编组，由枣庄西站始发，能够搭
乘800余名游客赴丰都观光，游览丰都名山景区、雪
玉洞景区、南天湖旅游度假区3个景点。丰都县也为
此专门针对枣庄市民推出了“旅行社组客奖”、“旅游
专列奖”、“市场拓展奖”等系列旅游组客优惠措
施。 陈觅

城口立足生态打造旅游业升级版

10月19日，第九届中国大巴山（重庆·城口）彩
叶文化旅游节将在城口举行。

城口生态资源禀赋，气候宜人，旅游产业被视为
脱贫攻坚和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产业。近年来该县
大力建设一批高质量的旅游产品，目前已规划了亢
谷黄安坝和九重山两个5A级景区，建设不少于10
个4星级以上酒店，明后年有望对外开放。

在乡村旅游方面，城口以“原乡、原味、原生”的理
念，按照集群发展思路，力争到2020年差异化打造
6—8个各具特色的乡村旅游集群片区，使城口真正成
为“全域生态大酒店”。 柏真霞

10月17日，云南来渝举办旅
游推介会，推出“中国最有温度”景
区——巴拉格宗，邀请重庆市民前
去体验“斯那定珠天路”。

“一条通往心灵的路，就这样
走到今天。当彩虹为你引着路，
真爱你巴拉格宗。那些讲不完的
故事，都藏在我的心中。在永不
停的脚印中，把梦想慢慢实现
……”歌曲《回归巴拉格宗》里这

样写道。
歌中的“巴拉格宗”，位于云

南迪庆藏族自治州香格里拉县
尼西乡巴拉村。它的起源，要追
溯到1300多年前的格萨尔王时
代。彼时，巴塘的斯那多吉土司
称霸一方，是康巴地区令人敬畏
的人物。大半辈子征战，让斯那
多吉在42岁那年突然对一切失去
了兴趣。他带着20个部下，用3

年时间找到了巴拉格宗，建起了
一座与世隔绝的藏寨——巴拉村
的雏形。

巴拉格宗拥有绝世的美景，集
雪山、峡谷、冰川、河流、高原湖泊、
原始森林等美景于一体。蜿蜒曲
折的岗曲河与壁立千仞的群山，共
同形成了深邃的巴拉格宗香格里
拉大峡谷。峡谷尽头傲然屹立的
的巴拉格宗雪山，是康巴地区“三

大神山”之一，其主峰为香格里拉
第一高峰。

千百年来，峡谷雪山阻断了巴
拉村与外界的联络。巴拉村的村
民过着几乎与世隔绝的生活。即
便是在10多年前，从香格里拉县
城到巴拉村，也必须花上4天的时
间，用脚步丈量30多公里的崎岖
驿道。

1999年，斯那定珠的回归，开
始改变巴格拉宗和巴拉村养在深
闺的命运。香格里拉第二座国家
公园、国家4A级景区、世界自然遗
产、国家级风景名胜区……18年
过去，有了斯那定珠，巴拉格宗一
步一个脚印，成为“中国最令人向
往的地方”，带动着地方经济社会
发展。

找到的巴拉格宗，斯那多吉
用了3年。改变巴拉格宗，斯那定
珠用了18年。千百年来远在天边
的巴拉格宗，已近在眼前。

如今，斯那定珠一手打造的
巴拉格宗景区被人称为“中国最
有温度”景区。

游客前往该景区，除了观光
游览，还可以体验高达500多米
的玻璃栈道，感受“世外桃源”般
的藏家生活等。景区还配套有5
个藏式酒店，高中低档满足不同
人群所需。

“未来，巴拉格宗要成为一个
真正能够支撑神山圣地文化、藏
传佛教文化的独一无二的精神家
园。”斯那定珠说。 王萃

云南来渝举办旅游推介会邀请重庆市民体验“斯那定珠天路”

巴拉格宗的“开路先锋”
链接》》

天冷了，来“中国最有温度”的景区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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