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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70年

一双售价1999元的联名定制限量款球鞋，进入二
手市场后一天内就涨到了3万元。从今年8月开始，限
量款球鞋的转手价格开始持续、大幅上升。“00后靠炒
鞋实现财务自由”“现在不‘炒鞋’就跟五年前错过炒
币、10年前错过炒房一样”……一个个年轻人“躺赢”
的案例横空出世，吸引了媒体和公众的关注，并刺激和
吸引更多年轻人投身“炒鞋”大潮。

联名、定制、限量款的球鞋，因其独特性和稀缺性，
有一定的收藏价值，但球鞋二次收藏受其款式和大小等
限制，收藏人群十分有限。现在限量款鞋市突然爆红，
甚至还出现了AJ指数、耐克指数和阿迪达斯指数。这
些指数曲线图，使球鞋收藏这一小众行为，逐渐演变为
一种公开的投机行为，处处透露出“邪性”。所谓“事出
反常必有妖”，当“炒鞋”偏离了实际需求，从为占有、收
藏而炒，变成了为炒而炒时，风险也就随之放大了。

说白了，“炒鞋”就是在玩击鼓传花的游戏，当鼓点
停止的那刻，传到谁手里谁就会当冤大头。从概率上
看，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接盘侠”。更何况“做庄”的还
是鞋商，你永远不知道会有多少“限量款”流入二手市
场，什么时候市场会供过于求。

即便有人总结出“70 后炒股、80 后炒房、90 后炒
币、00后炒鞋”的现象，也不能据此认为00后“炒鞋”是
潮流和趋势。且不说 00 后的年龄如何，投资能力如
何，单就鞋子的流通性而言，就比股票、房子、虚拟币等
差很多，加之其日益虚高的价格，更决定了其难以成为
收藏领域的“硬通货”。

巨额利润背后，必然伴随着巨大风险。如果只看
到有利可图，而看不到背后隐藏的风险，就一头扎入鞋
市，最终难免悔断肠子。笔者想奉劝那些跃跃欲试的

“炒鞋”者：投资需谨慎，投机不可取。如果没有做好亏
损的准备，不具备承受风险的能力，或者本身对这些球
鞋没有收藏或使用需求，就别贸然进入鞋市。

莫被“炒鞋”冲昏头脑
□方桂琴

前不久，到区县调研，一些同志对如何
搞好第二批主题教育还存在疑虑。有人觉
得基层事务性工作太多，怕没有足够的时
间精力来抓；有人担心走过场、搞虚把式，
最后“雨过地皮湿”；有的担心关门搞教育，
自我感觉良好，群众并不买账；还有的提
出，越往下走越容易层层加码，担心造成形
式主义。

基层提出这些问题，既是对主题教育
的重视，也是对最好效果的期盼。避免这
些问题的最好方式，就是把群众的获得感
作为检验主题教育成色的尺子。

拿刚刚收官的第一批主题教育来说，
重庆干部群众和社会各方面都认可的一个

方面，就是通过主题教育，一批基层、企业
和群众急难愁盼的问题得以解决。这份看
得见的成效，是对党员干部担当使命能力
的无声称赞。

和第一批单位相比，第二批主题教育
单位同群众的联系更紧密，面对的矛盾更
复杂，群众关注度更高、期望值更大。通
过开展第二批主题教育，教育引导广大党
员干部坚守人民立场，强化宗旨意识，切
实把工作做到人民群众惦念和揪心的地
方，这是基层群众的期盼，更是主题教育
的良苦用心所在。

对于前后两批单位来说，学习教育、调
查研究、检视问题、整改落实“四个轮子”一
起转，都是一以贯之的要求。在落实这四项
重点措施的过程中，最需要引起第二批单位
注意的，就是结合基层实际。同样是读原
著，基层有的党员文化程度不高，对原文的

理解把握比较吃力，就需要各级领导干部带
动带领。对于农村基层党组织，还要充分考
虑秋收农忙、党员居住分散、老党员行动不
便等具体情况。同样是调查研究，第二批单
位的落点要更小更细更实，防止“拳头打在
棉花上”，调研成果让群众无感。只有从解
决群众现实问题出发，有力回应基层需求，
才能把工作做到群众心坎上。

第二批主题教育在群众家门口开展，
群众看得最清楚、感受最真切。这一现实
特点，决定了我们不能关起门来搞自我革
命，而应该多听听群众意见，坚持开门搞主
题教育。畅通群众参与渠道，面对面听意
见、上门问问题，才能把群众积极性调动起
来。把自己置于社会和群众的监督之下，
问题改没改、怎么改、改到了什么程度，都
让群众看到，才能把问题查摆更清楚、让整
改更彻底。

以群众获得感检验主题教育成色，换
句话理解，就是主题教育开展得如何、成效
怎么样，群众说了才算数。群众满意不满
意，不仅要听党员干部是怎么说的，更要看
是怎么做的。围绕“为民服务解难题”的目
标，一件件梳理、一条条研究、一项项落实，
把群众最忧最急最怨的事情做得有声有
色，对群众不满意的及时“返工”“补课”，才
能让获得感更有分量。

在第一批主题教育中，两江新区一位
社区党委书记有感而发：“能换来群众的
满意，再辛苦，也值了。”让群众成为评判
主题教育成果的“阅卷人”，使群众切实
感受到主题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成效，
这是中央对主题教育的明确要求，也理应
成为每一位党员的工作准绳。只有这样，
党员干部才能在总结工作时，无愧地喊出
一声“值了”。

以群众获得感检验主题教育成色
□文染尘

70年是一个较为抽象的时间概
念，但落脚到个体生活中，这种抽象
的概念就会具化为日常点滴。老百
姓会在衣食住行中，确切体会到属
于自己的那份幸福感和获得感。拿
交通来说，曾经困扰山城的“蜀道
难”，如今变成了“8D重庆”，重庆人
不仅遇山开路、遇水架桥，甚至把独
特地貌变成了独具魅力的旅游资
源，在方便市民生活的同时，成为吸
引外来游客的一大亮点。

在所有改变当中，民生变化是
最能看得见、摸得着的。从“物资匮
乏”到“物产极其丰富”，从“足不出
户”到“说走就走的旅行”，从“环境
污染”到“蓝天白云”，从“上学难”到

“有学上”再到“上好学”……70 年

来，我们努力朝着幼有所育、学有所
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
住有所居、弱有所扶的方向前进，太
多以前“不敢想”的憧憬变成了可触
可感的现实。

案例是感性的，数据则更有说
服力。以去年为例，重庆财政民生
支出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80%左
右。这些钱花到了哪里呢？据报
道，在脱贫方面，财政专项扶贫资金
稳中有增、增量资金聚焦深度贫困
地区，一共投入了51.7亿元；就业补
助支出增长25%，支持高校毕业生等
重点人群就业力度，全年新增城镇
就业75.3万人；取消路桥费，居民少
支出40多亿元……这些看似冰冷的
统计数字，背后是实实在在的民生
红包，在抵达老百姓手中的同时，也
温暖了他们的生活。

不久前，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在
北京举行庆祝新中国成立70周年重

庆专场新闻发布会，亮出了重庆 70
年的发展答卷，其中提到重庆社会
民生事业发展情况。这些年来，重
庆坚持尽力而为、量力而行，像抓经
济建设一样抓民生工作，像落实发
展指标一样落实民生任务，从最困
难的群体入手，从最突出的问题着
眼，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
感不断增强。如今，生活在重庆的
老百姓深刻感受到，自己关心什么、
期盼什么，改革就会抓住什么、推进
什么，自己碰到的大事小事、难事急
事，件件均有着落、事事都有回音。

新中国70年，也是百姓生活发
生翻天覆地变化的70年。正如一位
群众所说，“办事能预约，不用排队耽
搁；孩子有书读，不用大人犯愁；地铁
新线在修，出门去哪都利索；蓝天回
来了，空气质量一天更比一天优。”民
生实事的持续推进，让群众每天看到
变化、得到实惠，对未来充满信心。

民生账本量出发展温度
□张燕我们需要更深刻地理解当前青少年粉丝群体的情感结

构、文化经验和自我认知的结构性变化，避免管理手段、方法
的头痛医头、脚痛医脚，限制资本对粉丝文化、粉丝经济的过
度投机，科学认识网络传播规律，真正有效地引导广大青少年
粉丝群体建构起积极、健康、向上的价值观。

——《中国青年报》谈粉丝文化

这么多年过去，苹果在 iPhone 上并未拿出更多的令人
耳目一新的东西，iPhone给人愈发明显的感觉是其各种功能
已经不足以跟上时代的步伐了。虽然到目前为止，苹果仍
旧是智能手机行业的领导者，在高端市场仍旧占据主导地
位，但若一次次地在关键产品的功能更新上让用户失望，在
售价上却高高扬起，那么被用户抛弃或许真的也只是时间
问题。

——《新京报》谈新款苹果手机

此次迪士尼的“改口”，并非法治胜利的结果，更多是因
为它触犯了众怒，遭到了舆论的口诛笔伐。一些企业再大
再强势，也大不过国家的《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只要是歪
理就站不住脚，消费者完全没有必要忍气吞声，遇到不合理
的状况就要敢于质问。当然，法律部门也得挺直腰板，为消
费者撑腰。

——《南方日报》谈迪士尼禁带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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饶思锐

又逢中秋，一位朋友转发了苏
东坡的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
娟。

这位朋友的家乡，离工作地点
有千里之遥。虽然山水迢迢，总是
能抵达的。问题是，父母在外面打
工，兄长一家也在外地，家里常年铁
将军把门，团聚只属于春节那几
天。对家人的思念，只能借助中秋
夜的一通电话来传递。

这个故事有些伤感，却并不悲
情。为了追求向往的生活，越来越
多的人离开家乡，奔赴外面的世界，
陪伴成为很多家庭的奢侈品。碰到
中秋节这样的特殊时刻，花好月圆、
相聚言欢的愿景，就会触碰到心里
最柔软的那处地方。但豁达一点
看，分别不正是为了更好的相聚
吗？只要彼此安康，在追逐梦想的
路上携手向前，不在一起赏月又何
妨？

中秋作为“团圆节”，有着对抗

孤独的先天属性。就在前几天，微
博上亮出一份数据，中国有超过2亿
的单身成年人。作为一个单身的成
年人，你该怎么过中秋？面对这样
的灵魂拷问，许多人似乎难以招
架。思考这个问题时，不妨套用一
句网络流行语：当我们谈论中秋时，
我们在谈论什么？

人们把中秋团聚看得如此重
要，其实看重的是节日文化符号中
蕴含的精神价值。中秋节，可谓中
国文化的代表。在中秋之夜，共同
仰望一轮明月，感悟亲情与温暖，这
是对节日仪式感的最真挚体验。就
像童话故事《小王子》说的，这种仪
式感“使某一天与其他日子不同”，
让人们在独特的生活色彩中寻觅到
精神原乡。

中秋是绵延千年的约定，但每
年的邀请函都有着不同的表达。古
代的祭月、拜月，早已湮没在历史深
处；土家族的“摸秋”、江津区的打糍
粑等习俗，仍在守护节日的悠远绵
长；现在的都市年轻人，则青睐旅
游、休憩，在社交媒体上发送祝福，
为传统节日注入时代的养分。无论

哪种形式，都是情感的寄托和抒发，
都是对文化乡愁的回溯和抚慰。尽
管节日的庆祝方式不断更迭演化，
节日的文化内核却是一脉相承。

“今夜月明人尽望，不知秋思落
谁家。”大江南北共赏一轮明月，从
中望见的是一个民族的集体情感和
文化认同。对月祈愿，倾诉的莫不
是对故乡的思恋、对幸福的渴求。
我们在桂花香中谈论中秋月，更是
对家国情怀进行一次深沉的体认。
这种文化基因，影响着古往今来一
代代人的道德认知与精神追求。

新中国成立前，作家老舍在《四
世同堂》里描述了“月圆之夜人不
归，花香之地无和平”的凄惨景象，
让人触目惊心。今日之中国，月圆
之夜带给人们的是欢声笑语、美好
憧憬。家与国发生的巨变，让人坚
信：家是最小国，国是最大家，家庭
的前途命运同国家、民族的前途命
运紧密相连。这种家庭团圆、人民
梦圆的家国情怀，支撑着无数个陌
生人在广袤土地上相互扶持、相互
协助、相互支撑，成为我们奋进新时
代的不竭动力。

中秋是一次和文化乡愁的约定
□刘江

最近，“中年危机”成为社交媒体上的热议话题。
这与近来热播的两部电视剧有关，一个叫《小欢喜》，一
个叫《遇见幸福》。这两部剧中有很多击中人心的故
事，都在讲述中年人的崩溃是如何悄无声息，中年危机
的到来是如何猝不及防。

《小欢喜》中的方圆，性格开朗、积极热情，体贴家
人、工作认真。当他兢兢业业为公司卖命，立下大功之
后，所有人都觉得他将升职，他却被裁员了。方圆的妻
子童文洁业务能力强，为人正直，工作努力，偏偏遭遇
职场性骚扰，每天上班心情如同“上坟”，最后被迫辞职
回家；《遇见幸福》里的甄开放有锐气敢创新，每天忙到
脚不沾地，因为无意中拍到领导与女同事的亲热照片，
结果被百般排挤，无奈离职。

艺术源于生活，中年危机的痛感实实在在存在于
现实中。前段时间，在一次影展上，饰演《小欢喜》中童
文洁的演员海清发出“中年女演员感言”，一句“我们好
用又便宜”揭示了中年演员被“小鲜肉”挤出市场的残
酷现实。中年人遭遇的职业困境，已经成为无数家庭
难以承受之重。特别是在互联网公司，诸如员工35岁
以上将由HR寻找理由择机辞退、中高层42岁强制退
休之类的制度，以及一波又一波的裁员大潮，让无数中
年人倍感压力。

中年危机并不限于职场。事业之外，婚姻事务、子
女教育、父母养老等等，中年人处处碰壁。中年人是家
庭支撑，是父母，是子女，却唯独不是自己。面对事业、
金钱、家庭、健康等重重关卡，他们一路跌跌撞撞前行，
很多时候是遍体鳞伤。诚如村上春树所说，“超过了一
定年龄的人生无非是一个不断丧失的过程，对你的人
生很宝贵的东西，会一个接一个像梳子豁了齿一样从
你手中滑落下去。”

传递社会焦虑的行为是可耻的。只有正视社会真
实的一面，引领那些生活在幽暗地带的人生走向光亮，
才是正确选择。当中年危机成为公共话题，我们首先
不能因此掉进消极和焦虑的情绪陷阱，而要对问题进
行理性求解。生活原本就是不易。面对中年人遭遇的
重重危机，还是要从价值观和方法论上求解。

独立自信才能让个体价值得以实现，积极生活才
能让社会更加美好。作家冯唐在那本慨叹中年的《无
所畏》中写道：“活在世上，什么都不要怕，做自己认为
对的事儿！”在中年危机面前，中年人更应该像哪吒说
的那样，“我命由我不由天”。不认命、爱拼搏、敢奋斗，
这才是解决中年危机的基本前提。在《小欢喜》中，那
群在职场、健康、婚恋中遭遇困境的中年人，最终都选
择坚定信念，坦然且勇敢地面对生活磨难，最终收获了
平常日子里一个个小欢喜。而这些小欢喜叠加起来，
也就是大幸福。

当然，中年危机也暴露出种种社会文化和社会治
理的问题。要顺应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必
须让社会文化更加健康、职场环境更加公平、教育水平
更加优质、养老保障更加完善、公共生活更有品质，等
等。不难发现，很多中年危机背后，都存在着公司制
度、教育制度、社会保障制度不完善的地方。这里不妨
用一个社会学概念“正派社会”来解释。马格利特在

《正派社会》中强调好的社会就是“制度上不羞辱所有
人”。此外，社会是一个大环境，制度之外还有文化。
在今天，要营造积极向上、勇于奋斗的社会文化，让拥
有独立人格的人得到普遍认同，都需要文化教育不断
释放其应有的价值力量。

“你和中年危机之间，就差一个泡着枸杞的保温
杯。”或许你即将步入中年，或许你正在历经中年沧
桑。但不论如何，惟有自信和奋斗，才能让“我的中年
我做主”，从而拥有更加欢喜而幸福的人生。

用自信和奋斗
摆脱中年危机

□古槐

换下正装，穿上大褂说评书；背起背包，走街串巷讲故事；
登高临水，声情并茂当导游……今年3月底，重庆市启动“晒
文化·晒风景”大型文旅推介活动，重庆市的区县委书记们，纷
纷亮出自己的创意与特长。活动日前落下帷幕，“双晒”作品
及媒体相关报道的阅读量累计达24.5亿人次，被赞誉为“城市
品牌提升与传播的经典创意”。

文化旅游宣传推介，各地都在搞，重庆“双晒”何以如此
受青睐？优美的自然风光、特色的民俗风物、多彩的人文故
事、多姿的城乡新貌，以文、图、影、音、书、画等形式进行全
媒体传播，把重庆“山水之城·美丽之地”的文旅形象推向了
全国乃至海外，几个月内形成了网友争相点赞的现象。可
以说，新意叠加的“双晒”，不仅盘点了山水颜值、细梳了人
文气质，也晒出了文旅融合发展的新思路、新亮点、新平台，
带来了凝心聚力的效果，增添了加快发展的动能。

区县委书记当“导游”，创新的表现蕴含着创新的思
考。不同于寻常的文旅形象宣传片，本次“双晒”的重头栏目

“书记晒文旅”，主角定为重庆40个行政单元的一把手。8分
钟的短片，如何当好“导游”，重庆的区县委书记们可谓是动
足了脑筋。有专家点评：一把手抓文旅，首先要懂文旅、爱文
旅，重庆这场同题考试，考到了点子上。从“考试”效果来看，
重庆的区县委书记们不仅如数家珍地“晒”出了自己“特而美”
的文旅家底，也促进了他们对“有宝贝还得会吆喝”的新思
考。“只有不断提升文化内涵，才能使‘网红’景点跳出‘泡沫口
碑’的陷阱，把‘打卡’游转化为‘深度’游。”江津区委书记程
志毅这样表示。

融媒体“舰队”齐发，“诗和远方”更贴近也更时尚。“双
晒”成为“爆款”，离不开全媒体互动、整合和传播。在各区
县的三个“双晒”作品中，除了“书记晒文旅”“炫彩60秒”在
重庆卫视进行首播外，“区县故事荟”在《重庆日报》进行首
刊，重庆各大新闻媒体客户端及微信公众号则进行二次传
播，并开通点赞、评论渠道，接受群众参与互动。报纸、电
视、广播、PC 端、两微、客户端、手机报、阅报屏、影院，“双
晒”传播借助融媒体“联合舰队”出击，网友点赞“接地气，很
时尚”。

人心人气聚起来，创新发展让颜值更美气质更佳。“铜梁
无‘铜’，但有‘梁’，地有山梁，人有脊梁。”铜梁区委书记唐小
平以“脊梁”精神贯穿，从生态环境到精神面貌，对“龙舞原乡”
的文化精髓进行了深入诠释。紧邻主城的綦江区，在“双晒”
提出了共建渝南黔北沿边生态旅游度假带的设想，获得各地
积极响应。地处三峡库区的云阳县，“双晒”以来仅龙缸景区
的游客同比就增长了近50%。

“双晒”已落幕，好戏正精彩。来自重庆文旅委的数据显
示，今年上半年，重庆接待游客2.9亿人次，实现旅游总收入
2552.9亿元，同比分别增长10.8%和32.7%。重庆市还将积极
做好“后半篇”文章，推动“双晒”成果的巩固、转化、利用，把人
们热爱家乡、心系家乡的情感转化为创新发展的行动，让高质
量发展与高品质生活相融。

（本文摘编自《人民日报》）

“双晒”晒出
文旅融合新思路

□崔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