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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多年的努力袁瑞金的红色旅游产
业不断发展袁取得显著成绩袁但与井冈
山尧延安比较袁差距还很大遥 前不久袁市
委党校组织教学人员前往延安学习红
色文化教育的经验遥 经过几天的参观考
察听课学习袁受益很大袁在此结合我市
的实际谈几点野学习延安经验袁促进瑞
金红色旅游发展冶的建议遥

一尧红色旅游经济成为延安经济的
支柱袁瑞金红色文化底蕴深厚袁也有条
件把它做成支柱产业

延安经济原来靠开采石油拉动经
济袁因为污染环境尧藏量减少尧开采难度
增大等原因袁大幅度萎缩袁其它工业也
不强遥 据了解袁现在红色旅游业成为延
安经济的支柱产业袁2017年共接待国内
外宾客 5059万人次袁旅游收入 298.7亿
元袁占全市 GDP23.6%遥瑞金和延安都属
于革命圣地袁有丰富且高品位的红色文
化袁孕育了伟大的革命精神要要要苏区精
神尧延安精神遥 当前袁党中央要求充分发
掘和利用好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
的精神袁倡导各地干部群众到革命圣地

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袁 提高精神素质袁贯
彻好十九大提出的 野进行伟大斗争尧建
设伟大工程尧推进伟大事业尧实现伟大
梦想冶要求遥

党中央在瑞金的时间虽然不如延
安长袁但瑞金几年进行过建政的伟大尝
试要要要1931 年 11 月 11 日向全世界宣
告成立野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冶袁是
独一无二的红色故都尧共和国摇篮遥 优
势如此明显袁瑞金完全有条件像延安一
样袁把红色旅游做大做强袁成为经济的
支柱遥

二尧市区景区环境整洁
在延安景区和街上感受到环境整

洁袁地面平坦干净袁商家不占道经营袁也
没有听到高音喇叭或乐队做商业广
告袁 这些是发展旅游经济的基本要
求遥 在市区环境方面袁瑞金与延安的
差距很明显袁要通过野两城同创冶的契
机袁 着力把发展旅游经济的基本环境
整治好袁道路平坦袁地面清洁袁秩序井
然袁 市民诚信友善遥 因为虽然红色景
点主要不在市区袁 但宾客吃住在市

区袁 将城区建设好可以促进旅游经济
做大做强遥

三尧讲好本地故事尧唱好本地歌曲
延安在为张思德开追悼会的地点

建立纪念场所袁学员一行在此听了现场
教学叶张思德的故事曳袁主题是为人民服
务袁这是搞党性教育的经典遥 瑞金还有
不少红色故事值得去发掘袁前提是要真
实要要要经得起党史学者专家的考证袁
野实事求是冶 是在瑞金孕育的中国共产
的思想路线袁这是科学精神袁必须始终
坚持遥

唱好本地歌曲遥 革命歌曲很多袁瑞
金接待各地宾客袁在相关景点尧在车上
专门播放反映瑞金红色文化的歌典袁如
叶十送红军曳叶送郞当红军曳叶红孩子窑儿
童团之歌曳叶闪闪的红星曳叶苏区干部好
作风曳等等袁应当选择演唱优秀的编成
专集袁供各红色教育培训机构使用遥

四尧在比较长的路途上尧车上播放
反映瑞金红色文化的影视

在延安期间袁专车上播放了 28 集

的电视剧 叶保卫延安曳袁 虽然没有播
完袁 但大都认真看了袁 这是集中反映
延安红色文化的影视遥 我想袁 外地游
客到瑞金来接受革命传统教育袁 我们
在适当的时间段也可播放反映瑞金革
命文化的影视袁 加深宾客对瑞金的印
象遥 如叶党的女儿曳叶红孩子曳叶红色摇
篮曳等遥

五尧演好瑞金革命故事
在延安学习期间观看了舞台剧叶延

安保育院曳袁再现革命战争时期袁延安保
育院如何照顾好烈士遗孤的故事袁据带
班老师介绍袁这是到延安接受革命传统
教育必选的项目遥 瑞金剧团应当集中能
量着力演好一两个瑞金革命故事袁做成
精品袁成为来瑞金进行革命传统教育的
必选项目遥

我市经济发展任务艰巨袁在低端产
能过剩尧 打好防治污染攻坚战的背景
下袁应充分利用独特的红色文化资源做
强旅游产业要要要像延安那样将它发展
成一大支柱产业袁为振兴经济贡献巨大
力量遥

全国政协十
三届二次会议开
幕以来袁众多政协
委员热议提高提
案质量袁有的还提
出 野不调研不提
案冶遥 注重基层调
研袁收集一手科研
数据袁与国家有关
部门积极沟通袁这
是能委员们够交
出一份份高质量
履职野答卷冶的秘
诀遥

李龙

又一次袁在全国政协教育界别联
组会上袁来自西部的大学校长感慨起
了人才难留遥去年发声的是兰州大学
校长严纯华袁今年则是西北师范大学
校长刘仲奎遥刘仲奎委员开门见山地
指出袁如果不采取有效措施袁西部地
区高校领军人才和骨干教师向东单
向流动短期内难以逆转遥 (3月 8日
叶科技日报曳)

人才评价的标准袁最直接的体现
当为各种称号袁比如长江学者尧杰出
青年基金获得者尧 万人计划入选者
等遥 长期以来袁野帽子冶数量作为衡量
学校或学科实力的重要指标袁在学科
评估尧项目申报尧经费拨付等方面都
颇有分量遥 人才如此重要袁千方百计
挖人也成为各地高校心照不宣的做
法遥

受财政硬实力和工作软环境等
各方面的因素影响袁西部地区高校的

人才向东部地区单向流失的趋势始
终没有得到缓解遥 而且袁在虹吸效应
下袁这种差距变得越来越大袁最终造
成了强者恒强的马太效应遥没有足够
的人才支撑袁西部的高等教育和整体
发展就会更加弱化遥

在现有的高校层级评价体系下袁
抢人的本质就是抢野帽子冶遥要为西部
人才流失野止血冶袁还得从剥脱利益入
手以发挥杠杆调整的作用袁明确野帽
子冶的地理属性袁把原本稀缺的野帽
子冶留在西部袁人走了而野帽子冶留下袁
既可用野帽子冶指标吸引更多的有志
者袁也可以避免一部分人采取投机取
巧的办法袁在西部获得野帽子冶的照
顾袁拿到东部享受更高的福利遥

从制度上讲袁一个西部高校的长
江学者尧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尧万人
计划入选者袁没有特殊的理由或者上
级的批准袁在约定期内未能完全履约

跳槽到东部地区袁那么其获得的野帽
子冶就可以取消遥按照这个原则袁即便
东部高校挖到了人才袁但没有野帽子冶
作为其资格的证明袁也就等于失去了
最大的利用价值遥

人走了野帽子冶得留下袁虽然不能
达到釜底抽薪的效果袁但对于供需双
方的利益驱使袁 却有极大的遏制作
用遥

对于西部地区高校来说袁无论是
招引人才的野输血冶袁还是自我培养的
野造血冶袁终归还得落脚于留住人才上
来遥人走了袁野帽子冶得留下袁能从根本
上预防替人做嫁衣裳袁有助堵死一些
人投机取巧的短视行为遥 正本清源袁
规范秩序袁
才能让人才
合理流动袁
而非恶意流
失遥

向延安学习，做强瑞金红色旅游产业
阴周邦园

以“人走帽留”
遏制人才马太效应

阴胡琦霖

据新华社报道袁中
国互联网协会近日成
立电竞工作委员会袁将
协助主管部门加强电
子竞技行业规范管理袁
推进电子竞技教育产
业与国家教育战略结
合袁引导中国电子竞技
行业良性且可持续发
展遥

近年来袁 随着电
子竞技产业快速发展袁
在国内已形成了一定
的规模遥 据数据分析袁
2017年中国电子竞技
市场规模达到 655 亿
元 袁 而这一数据到
2019年底有望突破千
亿元遥 市场前景巨大袁
也让由电子竞技产业
衍生出来的电竞教育
站上了风口遥 不只一
些职业院校袁 国内不
少普通高校也开设了
电竞类专业招生遥 然
而袁电竞教育引发的不
少讨论也值得人们思
考遥 一是电竞教育能
否精准匹配到现行的
电竞产业中袁 即电竞
教育能否促进就业曰
二是从电竞教育所获
得的职业技能与文凭
能否得到社会上的广
泛认可钥 这些都是电
竞行业亟待解决的问
题遥

电竞不是 野玩游
戏冶袁电竞教育也不是野教人玩游戏冶袁它所
能涵盖的专业知识尧专业技能袁都值得好
好挖掘遥 如数据分析能力尧电竞市场策划
等袁这些专业技能其实都可以通过专业的
教育培养来获得遥 而且袁褪去野电竞冶的外
衣袁这些专业的技能其实与同类型职业有
不少共通之处遥 因此袁在电竞产业的教育尧
职业培养上做好文章袁并加强自身的专业
性袁才能获得更多的认同袁也能更好地引
导行业良性且可持续发展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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