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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稿启事
本报评论周刊各栏目长期征稿，欢迎广大读者

赐稿。稿件要求原创，以自己的所思、所想、所感、所
悟，提真知灼见、建睿智之言。严禁抄袭，文责自负，
一经采用，著作权归重庆日报所有。

来稿请发邮箱：cqrbplb@163.com。

阳春三月，草木生长，恰是植
树好时节。种下新绿，是为收获美
好。不过，这个春天，在重庆，除了
木本植物，还有一种树，在被广泛
培植，落地生根。

这树就叫“智慧树”。
在“智慧树”下，最近有这样的

一些“约会”——重庆市领导会见
了百度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
李彦宏、小米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
行官雷军等互联网巨头；华为在永
川开建联合技术创新中心，由华为
专家构成核心科研团队；腾讯表示
接下来将在渝重点布局数字内容
产业和智慧交通相关业务；阿里巴
巴表示支付宝将在今年加强与重
庆合作；美团表示要推动生活服务
电商在重庆落地发展……

这些与重庆结缘联姻的互联
网公司，写下过很多市场传奇。甚
至，它们很有喜感的组合，也是人
们津津乐道的话题。从过去最强
组合“BAT”（百度、阿里、腾讯），到
正在强势崛起的全新组合“MMP”
（小米、美团、拼多多），再到华为、

科大讯飞等独角兽们，纷纷选择到
重庆大地上奔跑，堪称中国互联网
行业的一道独特风景线。

春雨润红花，沃土生良木。重
庆为什么拥有这么一片适合种植

“智慧树”的土壤呢？
借力于国家重视创新创业创

造的好风，乘势于国家大数据战略
的实施，受益于推动大数据智能化
创新发展的重庆力量，这一切，正
是“智慧树”在重庆落地生根、开花
结果的原因。

去年，首届智博会的召开，让
重庆品尝到大数据智能化带来的
盛夏果实。如今，大地回春，正是
播种栽植好时节。大力培植“智慧
树”，要选好苗，浇好水，净化好空
气，用心用力去守护扶持。

种下创新企业这棵好苗。除
了将很多独角兽企业引进重庆，今
年重庆将认定100个数字化车间和
智能工厂，不断激发企业成为创新
主体。创新就是沉淀出来的，提高
重庆本土企业的创新能力，需要耐
心、需要定力、需要勇气。事实上，

随着重庆集中实施大数据智能化
重点项目，越来越多的创新型企业
在巴渝大地上涌现出来。

小苗破土，何愁大树不成？
浇好制度创新这盆好水。在

现实中，有的企业看似是依靠产品
创新，有的看似是靠技术驱动创
新，但归根结底，任何一次创新，都
与大大小小的制度激励和监管有
关。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创新发展
背后的重要推手，就是这两年不断
打造出的良好发展环境。这个环
境，有法治环境、行政环境，也有社
会环境、文化环境。以改革精神，
不断从制度层面优化这座城市的
营商环境，为企业创新创业创造服
务，才能让一棵棵“智慧树”不断获
得成长必需的水分养料。

正如马云所说：“一切创新最
终都是制度创新。”

涵养重庆创新文化的城市内
涵。曾几何时，很多有着逐梦精神
的年轻人，向往着北京的中关村、杭
州的阿里产业园、深圳的众创空间，
那里午夜灯火通明，周末不眠不休，

人们从古典互联网聊到工业互联
网，从人工智能说到区块链，随手还
能秀出一个黑科技产品。他们昂首
阔步，自信满满，身后的城市，充满
活力，给人希望。而首届智博会的
召开，让重庆打上大数据智能化的
深厚城市底色，集聚了太多与创新
创业创造有关的价值元素。在智博
会召开期间，在大街上、小巷里，在
朋友圈、饭桌上，重庆人给人的感觉
是，不谈大数据，不讲人工智能，就
显得落伍了。智博会带来的创新文
化已经沉淀到人们的心中，创新价
值正在涵养着这座城市的精气神。
这个长江和嘉陵江交汇的地方，正
在高密度集聚创新要素，渐然形成
了“场效应”，让这座城市因为创新
创业创造而更值得向往投奔。

可谓是：“水深则鱼悦，城强则
贾兴。”

好风好雨，好花好天，在这创新
创业创造的美好春天，莫负好时
光。期待更多力量来一起厚植“智
慧树”的创新土壤，为经济赋能、为
生活添彩，让城市因为创新更美好。

莫负好春光 种好“智慧树”
□单士兵

重庆旅游不乏亮眼的数据：
今年春节黄金周，全市共接待境
内外游客4725.98万人次，同比增
长10.26%，就游客接待量而言，按
照城市排名，重庆位居全国第
一。这些数据，实实在在地反映
了重庆旅游市场的火热。

火热背后需深思。数量上来
了，规模具备了，就要关注质量。
任何行业想要健康持续发展，都
要走推陈出新、优化升级的路
子。重庆旅游在飞速发展的路
上，的确遇到了一些“瓶颈”。比
如，走马观花多，深度旅游少；产
品模式化，创意开发少......这些，
都和旅游品牌的塑造有关。任何
品牌价值的挖掘，都不是简单的
复制拷贝，而是结合其独特的地
域特点和文化内涵，形成具有“唯
一性”的特色产品。

旅游市场“蛋糕做大”的同
时，旅游品牌也需朝着品质化的
方向升级。如何让巨大的旅客流
量兑现为更多的真金白银？重庆
旅游必须探索出一条提质增效的
升级之路。近日，一场文化旅游
研讨会在渝举行。现场上百位专
家就此提出了“金点子”，包括从
顶层、内容层、传播层三个方面重
塑品牌，突出品牌特色、IP（知识
产权）化打造等。

无论何种建议，都有一个关
键词“品牌”。市场规模、旅游人
数的井喷式增长，说明重庆正成
为游客心目中的“诗和远方”。接
下来，亟须做的就是旅游品牌的
挖掘和提升。从品牌挖掘来说，
重庆拥有巴渝文化、开埠文化、抗
战文化、红色文化等优质文化旅
游资源，同时拥有大足石刻、钓鱼
城、白鹤梁等具有唯一性的文化
遗产，完全有条件挖掘出独特的
文化旅游产品。

从品牌提升来说，“两江四
岸”是重庆独特的自然资源，山
水环绕、高低起伏的地势地貌，
赋予了山城与众不同的立体感、
层次感。打好“山城”这张牌，就
能把重庆打造成为在国际上具
有 知 名 度 的 山 地 都 市 旅 游 品
牌。不仅如此，夜景作为重庆旅
游的“王牌”，也有很多的提升空
间。比如，进一步提升重庆灯饰
品质，植入文化元素；打造国际
一流滨江带，配套夜间旅游产业
商业区等。

随着经济快速发展，旅游的
内涵和外延不断扩大。我们要做
的，就是对旅游产业进行一次全
方位的提档升级，让重庆旅游继
续“像火锅一样火，像满山红叶一
样红”。

重庆旅游急需品牌升级
□张燕

互联网时代，网络贷款有方便快捷
的优点，但往往也成为各类诈骗的高发
地。前不久，以消费金融之名行高息小
额网贷之实的“714高炮”被媒体曝光，
众多深陷其中的借贷人及其家庭遭遇
到的侵扰甚至悲剧令人唏嘘。

“高炮”是指高额的“砍头息”及
“逾期费用”。如此称呼，也隐喻着“炮
声一响、寸草不生”的悲惨结局——只
要接触这类网贷，就会卷入万劫不复
的循环，直至心理崩溃。这种崩溃状
态，非亲历者不能体会，扛不住的人就
会选择轻生。比如，家住长春的董女
士仅借款7000元，在三个月内竟然滚
到50多万元的债务，她曾绝望到给丈
夫留遗书；2018年8月，深圳男子钟某
疑因网贷不堪催债逼迫而服毒自杀
……每一位受害者的故事，都是一份

“714高炮”带血的诉状。
有人会问，“714 高炮”究竟有什

么魔力，能让借贷人如此犯傻？关键
就在环环相扣的套路。起初这些公司
都会以“不上征信，秒批放款，低息零
门槛”，诱惑那些“缺钱不便找人借、欠
钱不敢乱声张”的人借款；办理贷款
时，它会调取你的手机通讯录、运营商
认证并进行人脸识别，放款时以各种
名义提前扣除高额费用；当你还不上钱时，它会建议你找其
他借贷平台借新还旧；再还不上钱时，就会打电话恐吓威
胁，骚扰亲友，直至你身败名裂。这种催收会把借款人赖以
生存的社会关系全都摧毁，很少有借款人不就范的。

“714高炮”之所以广泛存在，是因为有大量或资质不
行、或无质押物、或急需用钱的用户。而像“714高炮”这类
现金贷的出现，恰好解决了这一群体的燃眉之急。尤需值
得关注的是，那些沉湎于及早消费、及时享乐的年轻人，往
往会非理性地举债消费，可以说，只要市场上有诱惑消费的
土壤，就会长出诱惑借贷的罂粟。

而监管的滞后与救助制度的缺失，又让“714高炮”肆无
忌惮。笔者一位朋友的孩子陷入网贷旋涡，欠下十几万债务
后才跟父母坦白。朋友带孩子到公安局报案，当地派出所却
以不是“套路贷”拒绝立案；上诉到法院，被告知要一个个起
诉，但借旧换新积累的欠款App已达40个，一个个审判不知
要等到猴年马月，而催收骚扰电话一个接着一个，面临被单
位开除的风险，哪个家长会因为十几万的债务而毁了孩子一
辈子的事业，最后只好选择还钱了事。尽管我国关于网贷的
监管政策越来越严，但面对“套路贷”新变种，如何防止养痈
为患，相关监管部门需要好好反思；面对无助的家庭，是否应
该建立止损的救助制度，理应进入政策制定者的视野。

被“714高炮”套路，自认倒霉不是解决办法。尽管我
们要对借贷人进行财商教育、法治教育，强调理性消费、理
性借贷，但人们也常说，好人无所作为，才是罪恶凌驾一切
的唯一条件。媒体的曝光，只是揭开了“714高炮”冰山一
角。要彻底消除这种金融“血吸虫”，相关金融机构与监管
部门必须有所作为，全面系统地建立相应制度来预防，发动
广大人民的监督力量来打击，才能还实体经济以血液、金融
市场以秩序、家庭社会以稳定。 （作者系资深媒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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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媒体报道，近日，江苏宿迁市豫新小学一音乐
老师因课堂吵闹，要求全班同学起立，自打耳光。此
事经学生家长在网络曝光后，引发关注。目前，涉事
老师已被行政记过处分，停职待岗。

点评：让学生自打耳光，如此惩罚学生，于法不

顾，于理不合，于情不容，且问师德何在？在教育学
生的过程中，体罚容易对孩子造成心理和身体上的
双重伤害，应当杜绝。广大教师应当引以为戒，对体
罚说不，多些合理的劝诫和教育。

图/王铎 文/俞平

【编者按】日前，中共中央办公
厅印发《关于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
题为基层减负的通知》，旨在解决
形式主义突出问题，树立实干导
向，广大基层干部拍手称快。

为基层减负，该如何减？如何
才能减到实处？如何才能激励广
大干部担当作为、崇尚实干？且看
下面几篇读者来稿。

先给自己减负

左崇年

基层负担重、压力大，除了来
自上级的人为因素外，还与基层的

“自我加压”有关。一些基层领导
养成习惯性“没事找事”的陋习，因
为他们“多年的媳妇熬成婆”，摸准
了上级的喜好，经常弄虚作假应付
上级，周末、节假日要办事人员准
备材料，以防上级检查时措手不
及，名曰“有备无患”。同时，让办
事人员“天天有事干，忙得团团
转”，显示领导工作有方，工作成
绩不凡。一旦上级明察暗访，一
看下级还在为某项工作“高度重
视”，马不停蹄地忙碌着，心里也会
高兴叫好。

“上有所好，下必甚焉。”不少
基层领导信奉反正“干事多了人不
怪”的“领导哲学”，给人一种基层
在裁缝打架——真干，认真负责的
好印象。这样的“自我加压”，使得
基层减负始终减不下来。基层减

负首先要给自己减负，不给自己
“加压”，自找麻烦、自寻烦恼。此
外，上级减负与下级减负“两手抓”

“两手硬”，认真检查一下基层减负
减不下来的实际情况，对基层“自
我加压”的应追究其责任，使基层
减负取得实质性效果。

减负要“三改”

曹建明

解决形式主义突出问题，树立
实干导向，为基层减负，关乎党和
政府形象，决定事业成败，需要做
到“三改”。

一改“虚假臃肿”文风。对基
层开展的工作，不必事无巨细都来
一个上报计划、总结，更不可要求
基层日汇报、周总结、月分析，甚至
季度、半年度，都要上报总结材料，
完全可以建立一个工作平台，让基
层有问题就提出，有异常就反映，
即使需要上报，也应要求内容唯
实、言简意赅。二改“处处留痕”台
账风。基层工作项目多、条线多，
各个项目的管理，都少不了台账记
录，而上级的检查常常是以看台账
为主，要给基层减负，不妨从减台
账开始，对相应的台账记录进行分
类归并，做到有事有记录，无事不
记，减少形式主义的“天天签到报
平安”。三改“走过场”的检查风。
基层迎接检查是现实中最大的负
担，不仅要开会布置，准备材料和

接待，还要揣摩上级检查人员的喜
好。因此，要减少常规的通知式检
查，多一些不定期的抽查，既查到
基层的工作真实情况，又可帮助基
层找到短板和不足，挤干弄虚作假
的水分。

留下抓落实的时间

许海兵

时间是基层工作落实的重要
保证。基层工作经常处于“白加
黑”“5＋2”的高负荷运转状态，每
天与时间赛跑，但工作落实质效并
不与时间成正比，却与我们各级领
导机关和领导干部“时间观念”不
强有很大关系。比如《人民日报》
曾报道某贫困县的县委书记抱怨，

“要么在开会，要么在去开会的路
上”，粗略算了算，平均下来几乎一
半的时间都在开会。

实际上，给基层留够落实的时
间，才是抓工作落实的根本前提。
尤其是在当前决胜全面建成小康
社会的关键时期，迫切需要各基层
单位利用一切有效时间狠抓具体
工作，这就要求上级机关坚决防止
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尽量减
少开会次数，把主要精力集中在扎
扎实实解决实际问题上，尽可能多
地给基层留下一些干实事、抓落实
的时间，让基层干部从一些无谓的
事务中解脱出来，确保他们能够集
中精力狠抓落实。

基层减负如何减到实处

最近，不少高校里“夸夸群”风靡一时。群里每个人都可
以求夸或夸人，无论是做了小事、蠢事还是倒霉事，在群里都
可以得到多角度、全方位的夸赞。有的电商平台上还出现了
商业化“夸夸群”和“职业夸手”，只需花费数元至数十元，就
可以定制“群夸”服务，体验众星捧月般的感觉。

“夸夸群”横空出世，各界褒贬不一，不少人认为“夸夸群”
会让人沉浸在“糖衣炮弹”之中，不可自拔，并认为“现在的孩
子永远长不大”。实际上，对于求夸者来说，这不过是一种情
绪的自我宣泄和另类减压，与朋友圈里矫揉做作的另类求点
赞别无二致，其戏谑式的自我解嘲，所求的不过是心理慰藉。
而对于夸人者来说，浮夸的夸赞背后，是对他人经历的别样解
读，对社会价值的多元解构，调侃的态度折射出的是好玩的心
态。因而，大家对其不必太在意，“认真你就输了”。

人人都有被认可的需求，即便生活中充满“苟且”，也依然
渴望被关注，希望被夸赞，而“夸夸群”正好迎合了这类需求。
生活中不可能没有痛苦与悲伤，但正如汪国真在诗中所言：

“如果生活不够慷慨，我们也不必回报吝啬。”“良言一句三冬
暖”，人们在不如意时通过“夸夸群”结群互助、抱团取暖，能在
减少负面情绪和社会负能量的同时，塑造一种乐观坚强、积极
向上的心态，从而走出消沉、抑郁、愤懑。当然，面对溢美之
词，被夸者也应保持淡定和警醒，宠辱不惊、坦然自若。

“夸夸群”要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产生更加巨大的正能
量，就不能局限于“夸夸其谈”、夸得“好玩”，而是要夸出水平、
夸出艺术、夸出效果。善意的肯定，温柔的赞美，走心的词语，
不是出于盲目跟风，而是出自理性地分析、真诚地慰藉。如果
夸赞言不由衷，只是一味地堆砌辞藻，就只会是“尬夸”。

要夸出水平，就要增强对事物的解构能力和减压能力，
增强自己安慰他人、抚慰亲友的能力，消除身边的极端情绪；
要夸出艺术，就要夸得有针对性，夸得在情在理，夸到人心坎
上，让人如沐春风，让幸福快乐感染他人；要夸出效果，就要
培养一分为二的辩证思维，善用变化发展的眼光看事情，努
力提高人生格局，提升人生境界，以积极心态迎接各种挑战，
实现更大作为。用好“夸夸群”，不让进取的雄心被挫败感所
征服，不让美好的信念被一时困难所击溃，才能不断强化共
识，消弭社会戾气，粘合社会分歧，壮大社会正能量。

“夸夸群”别成“尬夸”
□郭嘉玲

“你真是太令我失望了！”“挺
好的。”电视剧《都挺好》这两句频
频出现的台词，成为了观众耳熟
能详的热词。

从原生家庭到重男轻女，再
到家庭暴力，《都挺好》着实没有
令大家失望，每每以“都不好”的
话题，引发舆论热议，赢得了收视
率和口碑的双丰收。

毫无疑问，从影视创作的
角度上说，《都挺好》成功了。
但是，比起关注电视剧的热播，
我们更应关注与思考的是，剧
中所反映的家暴现象，即使这
是一个大家都不愿意面对的沉
重话题。

成长在一个家暴频发的家庭
中，“专心致志”的学霸男苏明哲，
在母亲去世后才想起自己是大
哥，屡屡压榨妻女资源充大头；吊
儿郎当的啃老巨婴苏明成，自尊
心脆弱，拳打脚踢亲妹妹、甩巴掌
打老婆；要强执拗的女强人苏明
玉，外冷内热，嘴不留情总是伤人
太深。从苏家三兄妹成长的轨迹
来看，没有一种家暴的结局会是

“挺好的”，他们既是受害者，又是
施暴者。

诚然，为了塑造人物的鲜明
形象，影视编剧往往会采用极致
化的手段，将人物角色标签化。
但艺术源于生活，影视人物角色

一 定 程 度 上 是 现 实 生 活 的 投
射。不得不说，家暴是一个复杂
的社会性、全球性问题，就发生
在我们身边，没有旁观者、局外
人。不少人打着“为你好”的幌
子对家人施暴，而家人“家丑不
可外扬”心理，也让施暴者习以
为常、变本加厉。

家暴是家庭和谐与社会稳定
的“不定时炸弹”，给幸福蒙上阴
影，成为美好家庭生活的“绊脚
石”。在这样的环境下成长，对孩
子的身心健康有着严重的影响。

心理学上认为，不少心理疾
病，追根溯源，都是童年时的创
伤。剧中明玉表面上不怕明成，
但骨子里还是潜藏着深深的恐
惧，因为童年被欺负的深深印记
总在“提醒”她。当家暴所引发的
恐惧、丑恶、复仇的种子一旦在孩
子稚嫩的心灵种下，就会生根发
芽，不断的扩散。长大后容易由
曾经的受害者变成施暴者，出现
性格缺陷、心理失衡、精神分裂
等，在特定条件下被激化，酿成无
法挽回的悲剧。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而
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让家
庭远离暴力，让爱与理解阻断家
暴代际传递，让每个孩子的成长
都不令人失望，让每个家庭都“挺
好的”。

没有一种家暴是“挺好的”
□岑溪

■借力于国家
重视创新创业创造
的好风，乘势于国家
大数据战略的实施，
受益于推动大数据
智能化创新发展的
重庆力量，这一切，
正是“智慧树”在重
庆落地生根、开花结
果的原因。

■高密度集聚
创新要素，渐然形成
了“场效应”，让这座
城市因为创新创业
创造而更值得向往
投奔。

众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