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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端端

为政之要，首在得人。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
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关键在党，关键
在人， 归根到底在培养造就一代又一代可靠接
班人；要加强长远规划，健全工作责任制，及时
发现、培养起用优秀年轻干部。

建设一支忠实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符合新时期好干部标准、忠诚干
净担当、数量充足、充满活力的高素质专业化年
轻干部队伍，就必须校准选人用人的“定盘星”，
以好的用人导向涵养健康的政治生态。

要练就识人的“慧眼”。识人是一门学问，容
不得半点马虎。 年轻干部， 就像未经雕琢的璞
玉，发现这种人才，要练就一双识玉的慧眼，坚
持五湖四海、唯贤是举。要学会全面、历史、辩证

地考察、甄别人选，在实践中深入了解、察其本
质，既看其才、又观其德，既看优点、又观缺点 ，
既看显绩、又观潜绩，既看工作、又观生活，既知
人之长、又知人之短，既知人长中之短、又知人
短中之长。尤其要重点聚焦那些信念如磐、意志
如铁，在急难险重任务面前敢于担当负责、敢啃
硬骨头的年轻干部，坚决摒弃以人画线、以地域
画线的错误观念，真正立足岗位选干部，敢为事
业用人才。

要用好培养的“课堂”。实践长才干，历练出
干部。培养年轻干部要多“墩墩苗”，要根据年轻
干部专业、性格、特长等，加强理想信念、党性教
育，不断提升干部专业知识、专业能力、专业作
风和专业精神。要坚持实践导向和基层导向，注
重在改革发展主战场、维护稳定第一线、服务群
众最前沿、脱贫攻坚决胜决战中培养，放在急 、
难、险、重工作岗位上锻炼，给机会、交任务、压

担子，积累经验、增长才干，自觉向实践学习、拜
人民为师， 把基层作为锻造年轻干部的 “大熔
炉”，引导他们沉下心来干工作，心无旁骛钻业
务，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

要树牢选任 “风向标 ”。“用一贤人则群贤
毕至，见贤思齐就蔚然成风。”选人用人就是立
规矩、树旗帜、建标杆。选好人、用对人，是最有
效 、最直接的激励 。选好年轻干部要鲜明选人
用人标尺 ，突出事业为上 、以事择人 、人岗相
适 ，多渠道 、多维度 、全方位地考察年轻干部 ；
要坚持实绩实干导向 ， 真正选出那些对党忠
诚 、个人干净 、敢于担当 ，谋划工作有思路 、开
展工作有韧劲 、推动工作有激情 、落实工作有
贡献的优秀干部 。 要完善公开选拔的竞争机
制，鼓励举荐人才，不拘一格选贤任能，及时为
优秀年轻干部“搭梯子”，让优秀的年轻干部竞
相涌现。

丰收

近日， 有越来越多的信息表明，作
为全球最大住宅开发商的万科正加快
全方位转型，借用万科董事会主席郁亮
的话来说：“未来，万科要做美好生活的
服务商。”

其实，郁亮的表态算不上“猛料”。
早在2015年，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就曾宣
布，要退出房地产转型服务商。

无论万科还是万达，两大巨头不约
而同宣布向“服务商”转型，这对其他房
地产开发商多多少少会产生影响———
坚守开发商还是转型服务商，这恐怕是
不少开发商当下苦恼的问题，因为坚守
不易，转型也难。

尽管转型会面临不少挑战，向服务
商转型恐怕是大势所趋。单纯从开发商
角度来说，传统的生存发展模式难以持
久。比如，开发商拿地成本越来越高，销
售面临限购、限价等限制性措施。那么，
传统的融资、拿地、开发、销售这种生存
模式就很难持续。

只有放弃传统地产开发模式向服
务业转型，开发商才能获得新的发展机
遇，因为“服务”的概念很宽泛、内涵很

丰富，可延伸的领域比较广，商机自然
比较多。

当然，转型并不意味着开发商要彻
底“抛弃房地产”，只不过未来房地产只
是企业的业务之一。也不排除今后企业
用服务商的心态做地产，即根据市场需
求提供开发服务。

从宏观经济的角度来说，开发商转
型服务商，有利于经济健康增长和社会
和谐稳定。众所周知，房地产虽然能带
动建筑、装修等多个行业发展，但开发
商直接创造的就业机会并不多，一旦转
型为服务商，开发商直接创造的就业机
会将会增加不少，对社会的意义远大于
地产开发。

像万科、万达这样的大开发商纷纷
转型服务商， 后面也许会有很多效仿
者。可能有人要问，那今后如何保障房
地产供给 ，房价会不会更高 ？其实 ，开
发商转型服务商并不影响房地产市
场 ：一方面 ，即便万科等转型 ，不等于
其彻底放弃地产业务；另一方面，楼市
供给主体将会更多元。比如，政策层面
已经在鼓励各类企业和社会力量参与
公租房建设运营， 即住房供给不再限
于传统开发商。

王旭东

暑期即将来临，全国各地的景区迎
来以学生和亲子为主的旅游群体。多年
以来，景区门票价格“逢节必涨”“旺季
涨价”的现象广受诟病。今年暑期，景区
门票是涨是降，也牵动着有出游计划的
人们的心。

长期以来，旅游景区过度依赖门票
经济的现象，已成为旅游业向高质量发
展的“绊脚石”。人们可以容忍门票经济
的存在，可不代表大家能容忍景区门票
的“逢节必涨”等行为。的确，门票作为
一个经济杠杆，一方面可以刺激旅游人
数； 另一方面可以调节旅游的人流密
度。然而，当门票成为景区盈利甚至是
暴利的工具，它也会成为“一次说走就
走的旅行”的阻碍。

旅游不能“只有远方没有诗”。近些
年来，随着人们对美好生活日益增长的
追求，旅游和文化，显然已经从精神领
域逐渐凸显。 文化是旅游的最大附加
值，过度依赖门票经济，必然是因为文

化内涵的“骨感”，只能靠门票经济来支
撑“丰满”，没有诗意的旅游不浪漫，没
有文化的旅游是单调的。

“旅游+”才是旅游的前途与未来，
只有将文化与旅游进行深度融合，才能
实现 “1+1>2”。这里面 ，早有先行者赢
得了先机，最典型、最成功的莫过于杭
州西湖景区。如今，不收门票的西湖更
美丽，也引来了更多的客源。同样，故宫
也站在文创的风口顺利起飞。 据悉，故
宫的文创产品创收近三年来每年都达
到10亿元。因此，挖掘文化内涵，延伸文
创产业新亮点，成为了各大景区值得借
鉴的发展新思路。

“诗和远方” 是现代旅游的情怀。
旅游是人们追求美好生活的一个部
分 ，必须以实现人民群众旅游权益的
名义 ， 来破解阻碍旅游健康发展的
“制度藩篱 ”。“心中要有诗 ，眼光要注
视远方 ”， 我们的思想观念与思维方
式不能 “堵在路上 ”，必须以创新精神
与改革魄力 ， 尽快形成适应大旅游 、
畅通大旅游的制度规范。

校准选任年轻干部的“定盘星” 乐见“开发商”转型“服务商”

旅游不能“只有远方没有诗”

关育兵

近日，江苏第五届“紫金奖 ”文化创意设计
大赛亮点迭出：它把时尚与非遗并列，提出要让
非遗“活在当下”，被年轻人所用，让厚重的非遗
焕发生命。

谈到非遗，人们自然而然想到的，一定是传
统。的确，从非遗的概念来说，非遗本就是指各
种以非物质形态存在的与群众生活密切相关 、
世代相承的传统文化表现形式，包括口头传统、
传统表演艺术、民俗活动、节庆礼仪、民间传统

知识和实践、 传统手工艺技能等以及与上述传
统文化表现形式相关的文化空间。 在这个概念
中，“传统”一词多次出现。

在非遗的普遍认定标准上，有两个关键，一
是传承三代以上， 二是传承时间超过100年。可
见，传统是非遗存在的基础，没有传统，就没有
非遗。

强调非遗的传统，是必然的；但把非遗与时
尚对立，把非遗与当下割裂，却显然是错误的 。
我们保护非遗，并不是去保护腐朽的东西；我们
保护非遗，就在于其有传承的价值，仍能给予今

天的人们启迪、借鉴和思考。因此，把保护非遗
变成画地为牢、墨守成规，不敢越雷池一步 ，非
遗即便具有了完整的传统性， 也可能就此丧失
了安身立命的价值。

事实上，活态流变才是非遗应具有的特点。
作为人民群众长期的劳动和生活实践的结晶 ，
非遗能够传承下来， 正是在经历不同时代的活
态流变中，丰富了其内涵，赋予了其持久的生命
力。这种活态流变，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创新，
在传统与时代的撞击中，萃取新的精华。

保护非遗，要牢记传统 ；焕发非遗的活力 ，
则需要创新。把非遗代入当下的生活，让非遗与
时尚实现矛盾的统一，非遗才会大放异彩，非遗
才能真正具有持久的生命活力。

“活在当下”，赋予非遗生命力

开车玩手机
是把生命当儿戏
近日，有媒体报道，今年以来，深圳交警已经

查处开车时使用电话、 电子设备交通违法案件
21415宗。 中国司法大数据研究院发布的一份报
告显示，近年来，超10%的交通事故案件为“开车
玩手机”造成，仅次于无证驾驶和酒后驾驶。

边开车边玩手机、吃东西、与乘客聊天等陋
习，势必会分散注意力，而一旦碰到紧急情况极
易酿成交通事故。因此，建议广大司机切勿心存
侥幸，莫把生命当儿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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