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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勇海

近日，跟踪监测中文图书市场零售数据
超过20年的“北京开卷”，发布了2020年中
国图书零售市场的数据分析报告。在销量
排行榜上，和重庆息息相关、重庆乃至全国
读者耳熟能详的小说《红岩》问鼎全国虚构
类图书的销售冠军，同时也位居“开卷”去年
畅销书排行榜总榜的榜首。

《红岩》是以描写重庆解放前夕严酷的
地下斗争，特别是狱中斗争为主要内容的长
篇小说，反映的是全国解放前夕光明与黑暗
之间展开的一场生死较量，歌颂了江姐、许
云峰等革命志士为真理而斗争的坚强意志
和大无畏精神。经典不朽，精神永恒，激励
着一代代中国人不忘初心、砥砺前行。

2020年，疫情之下的图书出版、销售都
在经历寒冬。而《红岩》则逆市飞扬，问鼎全
国虚构类图书的销售冠军，甚至荣登畅销书
排行榜总榜之首，既让人有些意外，又在情
理之中。“开卷”的数据显示，2020年新书品
种规模达17万种，其中有大量虚构类图书，
它们的销售竟拼不过《红岩》，足见这部红色
革命经典的生命力。

之所以说《红岩》逆市飞扬在情理之中，
是因为重庆本来就是一座拥有悠久历史、灿
烂文化和光荣革命传统的城市，扎根于巴渝
大地的《红岩》在重庆始终有市场，“红岩魂”
始终在这片热土绵延传递。正如一重庆读
者所说，重庆拥有丰富的红色资源，重庆人

不仅不能忘掉红岩精神，还应大力弘扬红岩
精神，塑造当代重庆人的人文精神。

视野放诸全国，《红岩》逆市飞扬，也与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紧密相
关。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为追溯中国共产
党创建的那段峥嵘岁月，最近一两年来，图
书市场红色出版物持续走俏，许多读者想
通过阅读红色出版物，追寻那段光荣而艰
巨的历史足迹，接受红色文化洗礼。而《红
岩》等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红色革命经典，
见证了信仰之美、使命之重、英雄之气、崇
高之志，是增进信仰、信念、信心的精神食
粮，自是当之无愧的追捧对象。人们阅读

《红岩》，感悟红岩精神，就是要从中汲取前

行的智慧和力量。
由《红岩》说开去，经典著作，魅力永

恒。读功利性、快餐化的书籍，要么是硬着
头皮的痛苦，要么是短暂地哈哈一笑。能带
给我们长久愉悦心境的，还是那些经典书
籍。它们所蕴含的思想性、艺术性，经得起
历史反复检验，经得起岁月大浪淘沙，而思
想性、艺术性恰恰是文学作品的生命。经典
著作所蕴含的思想和艺术精髓能够穿透历
史、跨越时空，成为人类共有的精神财富，还
能点燃后世人的思想，成为后世人的思想酵
母、著作源泉。这也是《红岩》历久弥新的原
因所在。

曾有一档电视节目叫《一本书一座城》，
以一本书为视角切入城市，讲述这座城市的
历史、人文、风俗。如果要为重庆寻找一本
最具代表性的书，《红岩》当之无愧。每一次
向历史的回眸，都是一次思想的点名、精神
的整队。在建党100周年之际，阅读经典著
作，传承红色基因，汲取智慧、经验、意志和
力量，我们将不负明天的梦想。

《红岩》经久不衰彰显信仰之美
□刘江

日前，《重庆市大数据标准化建设实施方案
（2020-2022年）》（下称《方案》）正式启动。这为
构建大数据标准体系列出了“时间表”、规划了

“路线图”，也让重庆成为国内首个出台大数据标
准化工作方案的省市。加快推进方案落实，将催
动大数据的商用政用民用价值加速释放。

目前，世界各地都把发展大数据作为谋求竞
争新优势的战略方向之一。加强大数据智能化
创新，是重庆坚定不移的战略选择。刚刚过去的
2020年，重庆大数据智能化创新深入推进，新产
业新业态新模式蓬勃发展，数字经济保持高速增
长，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引擎。

在信息化发展的新阶段，互联网是新基础设
施，大数据是新生产要素，云计算是新服务模式，
智能化是新发展动能。推动新型智慧城市建设，
大数据是关键中的关键。如果数据标准不一致，
会导致数据收集、整理格外困难，数据价值难以
被有效挖掘利用，智能化决策将缺少高质量的数
据支撑。建立完善大数据标准体系，是破解大数
据发展痛点和瓶颈、提升数据管理应用水平的必
要之举。

建好大数据标准化体系，才能更好地推动数
据开放共享。重庆全面实施“云长制”以来，不断
提升数据“上云”水平，有效促进了跨区域、跨领
域数据的互通共享。与此同时，重庆数据共享优
质数据少、数据容量小、更新频率低等问题仍然
存在，数据开放共享存在很大提升空间。尽快制
定出台相关标准，有助于各级“云长”更好发挥职
能，在“管云”“管数”“管用”上施展拳脚。

建好大数据标准化体系，是为了推动重庆数
据资源“聚通用”。各种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每
天都在产生海量数据，深刻改变着生产方式和要
素配置模式。用好大数据，前提是数据集聚。要
加快集聚各类数据资源，打造数据洼地，将数据
数量优势转化为数字经济发展优势。拓展大数
据应用，既需要产学研用等环节联合创新，更离
不开政企资源共享、紧密合作。着眼“聚通用”的
关键环节，不断激活数据，深度挖掘数据，充分利
用数据，才能实现数据生产要素高效集聚、互联互通、开放共享，
促进数据产生更大社会价值、经济价值。

实践表明，提升大数据应用能力，能够促进治理体系和治理
能力现代化，为群众提供更加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务。随着大数据
的持续发力，市民享受到越来越多数据红利的同时，也对大数据
应用产生更多期待。政府部门既是数据的开放者，也是数据的应
用者、管理者，要加快推动大数据智能化在政府管理、社会治理、
公共服务、公共安全等领域深度应用，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
腿，推动社会治理精细化。

良好的数据管理体制是促进产业发展的关键，也是维护数据
安全和个人隐私的保障。把大数据标准化体系建设作为重庆打
造“智慧名城”的有力抓手，加快数据资源“聚通用”规范化管理，
充分释放数据潜在价值，必将构筑起新时代重庆的竞争优势，不
断推动高质量发展、创造高品质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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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严格把关会议事项，严格执行会议报批，严
格限定讲话时间，杜绝空话套话，才能少开会、开短会、
开管用的会，才能让基层干部从繁重的会议中解脱出
来，集中精力抓好疫情防控，聚精会神搞好经济发展。

——《新华每日电讯》微信公众号针对“会山会海”
现象发表评论

●作为借助艺术手段，传递和引导社会价值取向
的重要抓手，影视创作更该“百花齐放”，打破对“少女
感”的盲目追求，让每个年龄段的女性展现专属的魅
力。

——近日，“章子怡少女感”登上了热搜，引发公众
对于影视创作的热烈讨论。《新京报》作如上评论

●有些地方、有的同志习惯性地“一步走上极端”，
这种一刀切一锅端的形而上学思想方法，“拍脑袋、想
当然”的工作作风，以及简单粗暴的行为模式，不但于
事无补，与“出发点”南辕北辙，还引起了对不少“好事”
的反感甚至反弹。

——据报道，一小学规定，学生就餐，不管盘中桌
上，凡浪费一粒米者，一律罚做一道题。对此《解放日
报》评论认为出发点不错，但走上了极端

●保护未成年人是全社会的责任，在网络世界亦
是如此。萌趣不是恶俗的遮羞布，呵护未成年人、特别
是不谙世事的儿童，我们的保护应当体现在每个细节、
每个社会生活的角落中。

——近日，网友吐槽儿童软色情表情包的微博，在
网络掀起轩然大波。《工人日报》发表上述观点

●获取用户信息和授信需要确保知情同意，获客
不能靠诱导更不能靠“骗”，这样的道理已经说累了。
但半年过去了，美团月付依然故我，甚至变本加厉，类
似的诱导甚至“瞒骗”的开通方式延伸到了美团外卖、
买菜和骑车等主营业务上。

——近日，有用户指出，自己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美团外卖和美团买菜分别开通金融服务即“美团月
付”，欠款100多元。对此，《南方都市报》作如上评论

□李万友

作为共享经济的一分子，共享电动单
车已经遍地开花。近年来，重庆市部分区
县相继投放了共享电动单车。但是，随着
数量增多，原本便民的“慢交通”，其弊端
也愈加凸显。不难发现，共享电动单车

“乱停乱放”等乱象频发，“超载逆行”等隐
患频现。不少市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

这里说说，那里反映，《重庆日报》“市民有
话说”栏目接到大量相关反映，足见市民
担忧之大。

诚然，共享电动单车带来了便捷，但其
缺陷也不可忽视。诸如市场上投放的互联
网租赁电动自行车普遍不符合《电动自行车
通用技术条件》标准要求；骑行人不固定，且
多数未经过专门的交通安全教育和驾驶培
训，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加之电动车自重大、
速度快，一旦发生事故就会带来较大的伤害
和损失；租赁存取点充电、消防等配套设施
建设不到位；电池污染问题严重，大量废旧
电池被随意拆解，严重影响环境。凡此种

种，均是共享电动单车的“硬伤”。在未解决
这些问题之前，贸然共享必定会带来更多问
题。

共享电动单车所带来的各种问题和隐
患，不仅影响市容市貌，还事关城市品质，事
关市民安全感、获得感和幸福感的提升。正
是看到这一点，不少地方政府纷纷开始正视
共享电动单车的硬伤，向其所在公司发布召
回要求。前不久，北京市交通委明确表示，
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北京市“不发展电动自
行车租赁”，这是基本原则。同时，北京市交
通会会同多部门，共同约谈多家在京运营的
共享电动自行车企业，提出限期整改要求，

逾期未能整改到位的或将面临行政罚款、扣
留车辆、下架 APP 等多重处罚。这足以说
明，我们正在严肃审视和认真面对共享电动
单车带来的负面影响。

共享电动单车应该何去何从？当下，各
种公共交通设施的普及，尤其是智慧交通的
运用，为市民出行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
即使没有共享电动单车，市民也能轻松出
行。更重要的是，唯有建立在安全基础之上
的便民项目才值得保留。存在诸多隐患的
共享电动单车，理应得到治理。正视这些

“硬伤”，及时叫停共享电动单车，是城市管
理者应有的魄力。

正视共享电动单车的硬伤

□叶金福

近日，针对媒体报道的“石家庄大爷不
戴口罩强行外出，被拦后态度恶劣”一事，石
家庄市高邑县应对新冠肺炎疫情工作领导
小组办公室通报，韩某某（66 岁，退休前系
县公安局副局长）违反疫情防控有关规定，
不听从防控执勤人员劝阻，强行外出并辱骂

防控执勤人员，造成不良影响。公安机关依
法对其作出行政拘留5日的处罚，高邑县纪
委决定给予其党内严重警告处分。

眼下，石家庄疫情防控正处于吃紧状
态，全市已实施封闭管理。为了遏制疫情的
传播、扩散和蔓延，该市除了启动千万人口
核酸检测之外，广大党员干部、医务人员、社
区干部、志愿者纷纷投入到抗疫战斗中，有
的逆行驰援，有的把守小区大门，社区工作
人员李瑞芝在组织群众进行全员核酸检测
工作当中，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这一切，
都是为了早日战胜疫魔，确保广大人民群众

的生命健康安全。
然而，就在石家庄市全民抗疫的关键时

刻，韩某某身为退休干部，不但不听从防控
执勤人员的劝阻，反而不戴口罩强行外出，
甚至辱骂防控执勤人员，显得格外刺眼，也
凸显了这名退休官员的蛮横形象。他的所
作所为，无疑是地地道道的“官老爷”作派。
疫情之下，这种行为无疑是一种错误示范，
影响极坏。

关键时刻，需要的是党员干部站出来，
在抗击疫情中发挥带头作用。类似这名退
休官员的举动，非但起不到表率作用，反而

抹黑了党员干部的形象。这不仅是拿自己
的生命健康安全当儿戏，更是给疫情防控工
作添堵、添乱。

当前，国内疫情呈现出复杂交织势态，保
持警惕是对每个公民的基本要求。疫情当前
没有特权，更不容任性。韩某某受到了惩罚，
也终于认识到自己的错误，写出致歉信，向防
控执勤人员道歉。早知如此，又何必当初？
这也再次提醒每一位党员干部，多些大局意
识，少些“大爷”习气，自觉遵守疫情防控相关
规定，切莫让此类行为再次发生，干扰疫情防
控工作的有序开展。

疫情面前不容“官老爷”作派

投稿邮箱：cqplds@163.com

思享者

□陈佳茜

近日，全棉时代发布的广告“深夜回家
遇黑衣人尾随，你会用什么方法摆脱”引发
网友热议。很多网友称广告涉嫌侮辱女
性，暗示女生妆前妆后差距大。对此，全棉
时代回应称，视频是广告创意，是为了突出
商品的清洁功能。随后，全棉时代在微博
发了封“致歉表白”，除前 8 行文字是正常
道歉外，后面内容全是“自夸”，再次引发公
众不满。

品牌广告“翻车”时有发生。此前，京东
金融以“农民工升舱”推销借贷，迪奥二手车
将车类比作女性，以物化女性的方式进行宣
传。盲目追求热点，往往适得其反，引发大众
不满。显然，社会痛点不该成为乐点。全棉
时代作为一个女性向的品牌，难道愿意触怒
女性吗？广告制作者也许就和其声明一样，
把调侃当作“创意”，并且自认很幽默。然而，
不是所有事情都是可以用来调侃的。

对公众而言，强调妆容反差并不是最大
的问题，社会真正的痛点在于其以“尾随”这
种危险且可怕的社会性事件来作为“幽默的
来源”。尽管在广告行业中，夸张搞怪的手法
相当常见，但恶搞也需要底线。比如之前的

“家暴妆”，美妆博主们把惨剧拿来当灵感，在
受害者的伤口撒盐，为施暴者助兴。如此行
为，不但扭曲了美，还会误导青少年的价值判
断。热点追逐可能会获得短暂的流量，但却
误导了社会风气。以痛点为乐点，把低俗当
幽默，是缺乏同理心的表现，也是失去底线的
泛娱乐化。

广告作为社会文化产品的一部分，也肩
负着弘扬正确价值观的责任。全棉时代的这
则广告以“美女才会被尾随”的故事，宣扬了“受害者有罪
论”的错误观念；京东金融以“农民工借贷升舱”鼓吹了借贷
超前消费……这些广告创意推出后，效果适得其反，不仅破
坏其品牌形象，更伤害了公众情感。反思这些广告创意，我
们不难发现，投机促成歧义，歧义带来争议。作为企业，必
须在进行创作之前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切不可盲目追求热
点，引火烧身，因小失大。

（作者系重庆大学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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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头娃娃何时休

为了不使用激素药品，不少新手爸妈喜欢购买号称无激素的护肤“神药”。然而，“新华视点”记者调查发现，

不少所谓的“神药”其实违规添加了激素，却披着“消”字号的外衣，在市场上大行其道。这些“神药”未经药品监

管部门审批，未经临床验证，安全隐患很大。

(据新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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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岩》等影响了几代中国人的红色革命经典，见证了信仰
之美、使命之重、英雄之气、崇高之志，是增进信仰、信念、信心的
精神食粮，自是当之无愧的追捧对象

巴渝论坛

热点评析

市井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