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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残志坚者的美好人生

漫笔

“金钟”遂宁颁奖晚会侧记
◎全媒体记者 徐金华/文 刘昌松/图

近 日 ，关 于 江 西 九 江 银 行 湖 口 支 行 行

长、29 岁的杨沁挂职湖口县副县长一事，经

媒体报道后引发社会各界广泛争议，舆论普

遍质疑其任职背后的选人机制。质疑的理

由，一是她仅有通过“3+2”模式获得的大专

文凭，二是其仅仅十年便由一名银行柜员升

迁至分行行长、副县长，三是最大的焦点：她

有一个金融控股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的父

亲。

媒体曝光后，戏剧性的一幕出现了。5

月 21 日凌晨，九江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官

方微博发布消息称，该行第一时间成立调查

组，严格按照有关程序进行调查核实，并将

及时向社会公布调查结果，“一直以来，我行

坚持公平、公开、公正的选人机制，对任何违

纪违规行为，一旦查实，将严肃处理”。

于是，笔者的第一个疑问来了。“一直以

来坚持公平、公开、公正选人机制”的九江银

行，为什么一面对舆论的压力就要“第一时

间成立调查组”重启调查核实？那杨沁提拔

为支行行长时所履行的干部选任程序算什

么？如果该行真如所说的那样“一直以来坚

持公平、公开、公正选人机制”，那又岂能因

妄自猜测而起的网络舆论所左右、所绑架？

我们的干部选任机制是严肃、科学、规

范、系统的，要落实中央党要管党、从严治党

的要求，就必须从严培养选拔干部、从严管

理监督干部做起。九江银行为平息舆论而

发布的这一消息，本身就是自我否定、自相

矛盾之举，不仅不能平息舆论，更是落人口

实，将自己置于了网络舆论的风口浪尖！

另一个疑问，是这样一个挂职“芝麻官”

为何会引起吃瓜群众如此高的关注热情？

钱权交易、官官相护、任人唯亲、裙带关

系……当这些扭曲的社会现象无数次刺激过

人们的神经后，也就难怪他们会戴着不信任

的眼镜看升迁了。90 年后年轻干部，女性银

行行长、挂职副县长，一个担任党委书记、董

事长的父亲，这几个关键词一串联，就给了

人们发挥想象的无穷空间。

然而，在媒体的报道中，却没有一件能

证明其选任过程中有徇私舞弊，或其个人有

何劣迹、污点的证据。在妄自猜测、捕风捉影

的情况下，如此大张旗鼓地公开调查一名干

部，这对于任何人都是一种极大的伤害！仅凭

猜测臆想就重启调查核实，又将造成多大的资

源浪费？

唯文凭论已争执、摒弃多年，性别歧视

也 早 被 扫 入 了 历 史 的 垃 圾 堆 ，至 于 亲 属 关

系，岂不闻虎父无犬子、老子英雄儿好汉之

说？难道富二代、官二代就不能入仕为官？

一旦升迁便定有猫腻？这样的揣测显然是

无稽之谈，那种因舆论汹汹而自乱阵脚的做

法也是不可取的。

一百年前，梁启超作《少年中国说》：少

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

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

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

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一百年后的今天，习近平总书记《在纪

念五四运动 100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

青年是整个社会力量中最积极、最有生气的

力量，国家的希望在青年，民族的未来在青

年。各级党委和政府、各级领导干部以及全

社会都要充分信任青年、热情关心青年、严

格要求青年，关注青年愿望、帮助青年发展、

支持青年创业，做青年朋友的知心人、青年

工作的热心人、青年群众的引路人。

年轻人能成材、能独当一面，这不正是

我们所希望的吗？搞权钱交易、贪污腐化的

毕竟是少数，如果一出现与“常规”稍有不符

的事件或现象，就杯弓蛇影从而因噎废食，

那就有些得不偿失了，于国家、于事业、于个

人都是有害无益的。

“29岁挂职副县长”为何遭质疑
◎杨俊

遂宁未来 10 年将支持培养
1000名高层次人才

本报讯 16 日，遂宁市召开新闻发布会，

正式发布了遂宁市第一个全面系统的高层次

人才培养专项计划《“遂州英才千人计划”实

施办法》，将从 2019 年起至 2028 年，重点围绕

全市“5+2+1”产业发展和构建“一核三片、四

区协同”区域发展新格局需求，采取分层分类

遴选方式，市级层面重点支持 330 名左右领

军人才，示范带动各县（区）支持培养 1000 名

左右各类高层次人才。

该计划共 7 章 18 条，包括总则、工作机

制、支持计划及条件等内容。通过细化培养支

持项目，进一步严格高层次人才遴选的条件和

要求，形成定位清晰、衔接配套的高层次人才

培养体系。这是遂宁第一个全面系统的培育

本土高层次人才的文件，对创新人才发现、培

养、使用、评价、激励等机制进行改革，实现

“外引”与“内培”并举，培养造就一支遂宁转

型发展、创新发展急需紧缺的本土高层次人

才队伍。 （全媒体记者 王维）

●5 月 20 日晚，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四川赛区颁奖晚会

在遂宁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至此，历时近三个月的第十二届中国音

乐“金钟奖”四川赛区选拔赛落下帷幕。

●本届比赛由四川省文学艺术界联合会、中共遂宁市委、遂宁

市人民政府主办，四川省音乐家协会、中共遂宁市委宣传部、遂宁市

教育和体育局、遂宁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遂宁市文学艺术界

联合会共同承办，遂宁市音乐家协会协办。

第十二届“金钟奖”四川赛区选拔赛一等奖

美声组：郭莹 罗玉丹 民族组：康彦龙 谭翼林 小提琴组：邹樟 二胡组：贲立德

第十二届“金钟奖”四川赛区选拔赛二等奖

美声组：李志鹏 曹舒源 刘慧 张鹤婷 民族组：李翔 王迎 王雪慧 刘叶子

小提琴组：邹梦 邓凯文 二胡组：郭思岑 张彤彤

第十二届“金钟奖”四川赛区选拔赛三等奖

美声组：任浩扬 田野 唐翰章 陈俊利 赵纯 王海清

民族组：田奥 李金华 孟真增 罗延熠 赵怡 廖悠馨

小提琴组：钱琳 杨博文 谈鑫 二胡组：张瑶 孙潇澳 饶晨

大伽云集的音乐盛会

20 日晚八点，颁奖晚会正式开始，歌曲

联唱、二胡合奏、美声独唱、民族独唱……丰

富多彩的节目让遂宁国际会展中心余音绕

梁。

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四川赛区

获奖选手联唱的《遂宁舰舰歌》《美丽遂宁我

的家》《三敬酒》《天府之歌》展示了家乡遂宁

的发展变化；《我爱你中国》《幸福中国一起

走》《共筑中国梦》《祖国万岁》则展示了对祖

国母亲的赞美；钢琴协奏曲《保卫黄河》恢

弘、大气；在获奖选手带来的小提琴独奏“巴

赫《g 小调奏鸣曲》（柔板）中，观众感受到了

音乐带来的无尽柔美……

阎维文（著名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

演员），万山红（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

级演员），霍勇（著名男中音歌唱家、国家一级

演员），敖长生（军旅男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

演员），马薇（著名女高音歌唱家、国家一级演

员）等音乐大伽的现场演出更是让晚会高潮迭

起。万山红和获奖选手们合唱《我身后的你》

让人沉醉，霍勇带来的《七律.长征》《当那一天

来临》让全场沸腾，阎维文带来的经典《母亲》

《小白扬》《天边》让观众动容。

当天，恰逢敖长生的生日，晚会上，他为

父老乡亲带来的《归雁吟》，唱出了在外游子

对家乡的无聊牵挂与思念。敖长生说：“为

家乡的父老乡亲演唱，这个生日特别有意

义，能得到家乡人民的认可和喜爱，是我最

大的幸福。”

“这是一场音乐的盛会，在家门口听这

些大伽的歌，我们特别幸福。”观众们脸上洋

溢着的笑容为 20 日晚的国际会展中心增添

了无限温暖。

晚上 10:05 分，颁奖晚会在千人大合唱

《我和我的祖国》中落下帷幕。

千余选手参与学习交流

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四川赛区

选拔赛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的分区赛于

4 月底前完成，设成都、遂宁、南充、德阳、内

江、乐山 6 个分赛区，同时进行。据介绍，六个

分赛场共吸引了 1000 多名选手报名，大家都

用情纵歌，以自己的最好状态角逐晋级名额；5
月 17 日—19 日，由 6 个分赛区遴选出的 129 名

优秀选手齐聚遂宁，参加最终的角逐。

5 月 19 日下午，经过多轮的现场角逐，

小提琴、声乐（美声）、声乐（民族）、二胡等 4
个比赛组别分别决出最终排名榜单，榜单优

秀选手将被选送参加今年 10 月在成都举行

的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全国大赛。

优秀选手同台竞技，看似比赛，实则是

一场高手间的交流、学习。正如 32 岁的选手

韩少学所言：“站上这个舞台就是一种成功，

和这么多高手‘过招’，是一次难得的学习机

会，本身就是一件幸福的事。”

20 岁的钱琳是来自成都的一名小提琴

选手，学小提琴 15 年的她此次来遂参加比赛

深有感触。她说，遂宁是一座依山傍水的城

市，人很热情，赛事安排也很好，评委很专

业，都是川内的顶级专家，这次来遂宁比赛

收获很大。

万余市民共享文化惠民

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四川选拔

赛以“金钟盛事·唱响遂宁”为主题，比赛期

间，多场文化惠民活动借势举行。在遂宁，

从最初的分区选拔赛到四川赛区复赛、决

赛，再到 20 日晚的颁奖晚会，11 场比赛、演

出全部向市民免费开放，上万音乐爱好者和

普通群众共享了家门口的音乐盛宴。

唐冲是一位音乐爱好者。19 日下午，他

带着 3 岁的儿子在“金钟奖”四川赛区民族组

决赛举办地——卓同国际学校卓同大厅观看

比赛。他高兴地说：“‘金钟奖’比赛点设在

我们学校，文化如此亲民，对我们来说是一

种幸福。”

省音协副主席、市文联副主席、市音协

主席曾擎告诉记者，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

钟奖”四川选拔赛在遂宁举行，邀请著名歌

唱家阎维文、万山红等来遂演出，让遂宁的

音乐爱好者在家门口感受、聆听“名家”“大

家”的声音，感受高雅艺术，这是文化惠民的

一个具体举措，对遂宁音乐人才的艺术提升

有着积极的意义。

展示遂宁城市新形象

文化是一个城市的独特滋养和灵魂。

遂宁地处成渝腹地、涪江中游，自古以来就

是巴蜀文化的交汇之地，素有“东川巨邑”

“文贤之邦”的美誉。近年来，我市依托丰富

的文化资源和良好的文化基础，先后实施一

系列重大文化提升战略，加快推进与现代产

业和城镇深度融合的文化强市建设，全市文

化艺术事业蓬勃发展。

举办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四川

选拔赛，是我市深入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

神、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弘扬

传承地方特色文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宣传遂

宁的一张重要名片。

请专家在遂指导参赛选手，中省词典名

家来遂采风，在前期的筹备工作中，作为第

十二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四川选拔赛的主

办方以为赛事高度负责的态度，筹化了一系

列活动，遂宁以热情好客的遂宁形象，展示

了遂宁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这些都

将成为客人们“遂宁行”的美好记忆。

正如来自成都的选手张竞男所言：“遂

宁这座城市很有文化氛围。一路上，全是关

于这次赛事的宣传，感觉很隆重，主办方很

用心。”

对于遂宁举办的第十二届中国音乐“金

钟奖”四川选拔赛，省文联副主席、省音协主席

林戈尔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无论是比赛场

地，还是观众的热情，这次选拔赛都达到了一

个新的高度，与政府的重视、当地文化人的付

出分不开，更得益于遂宁文化的滋养。

省文联党组书记、副主席平志英介绍

说，中国音乐“金钟奖”作为中国音乐界综合

性专业大奖，是与戏剧梅花奖、曲艺牡丹奖、

电影金鸡奖等并列的国家级艺术大奖。党

的十九大以来，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

会主义文艺思想指引下，四川文化事业发展

势头良好，文化软实力不断提升。从今年开

始，第十二至十四届中国音乐“金钟奖”将连

续三年在成都举办。“希望获奖选手乘着“金

钟奖”落户四川、落户成都的东风，在全国的

舞台上展现风采，取得好成绩。希望广大音

乐艺术工作者努力肩负起使命和任务，培根

铸魂，守正创新，为文艺大繁荣大发展贡献

力量。 ”

获奖名单

本年度助学工程，遂宁四类
学生可报名“志翔生”

本报讯我省 2019 年度“志翔助学工程”

已于日前开始招生，遂宁四类学生可报名。

“志翔助学工程”主要资助困境家庭学生

免费接受中等职业教育，帮助解决困境家庭

学生读书难、就业难问题，增强创业和就业能

力。今年，全省计划招收“志翔生”500 名。

我市范围内四类困境家庭且思想品德好

的应往届初中毕业生，均可报名（“9+3”地区

生源除外）。四类困境家庭学生为：持有《孤

儿证》，或由县级民政部门出具孤儿证明材料

的孤儿学生；持有《残疾证》且具有学习生活

能力的残疾学生；持有《城乡最低生活保障

证》，由乡镇人民政府或县级民政部门出具证

明材料的城乡低保家庭学生；农村建档立卡

贫困户家庭学生。符合条件的学生于 6 月 30
日前，在四川省民政干部学校 (四川省志翔职

业技术学校 )网站报名；有条件的学生可到学

校现场报名；县 (市、区 )民政部门也可统一报

名。 （全媒体记者 范晶）

美容院“一声不吭”就搬迁，
船山消协协调退钱

本报讯 秦女士打进 12315 消费者投诉举

报热线反映称，她在城南某美容院办理美体

消费卡，一次都还未使用。然而该美容院“一

声不吭”搬到了市城区中心商业街。

因新迁地址距秦女士住处远，秦女士不

愿到新场所消费，便找到商家退款但被拒

绝。秦女士认为，商家突然的变迁让她消费

成本提高，并且商家也并未在其办卡时提及

到搬迁事宜，希望市场监管部门帮助其维权。

接到秦女士反映后，船山区高升街市场

监管所立即组织工作人员前往秦女士所投诉

的美容院进行调查。经核实，秦女士确实在

该美容院办理过一张 999 元的美体消费卡，

至今未消费。而该美容院在为秦女士办理卡

时并未向其提及搬迁事宜。最终，经过工作

人员现场调解，该美容院负责人同意退还秦

女士 990 元，并就之前的事向秦女士道歉，双

方达成和解。 （全媒体记者 吕苗）

53种特殊药品9月起纳入医
保支付范围

本报讯 记者日前获悉，我市共有 53 种

特殊药品纳入医保支付范围。

为让我市广大参保人员及时享受特殊药

品利好新政，从 2017 年 9 月 1 日起，我市把 36
种国家谈判药品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

险和生育保险基金支付范围。2018 年 11 月 1
日起，我市按照国家和省级规定的限定支付

范围和医保支付标准，将阿扎胞苷等 17 种抗

癌药品全部纳入我市城镇职工和城乡居民医

保报销范围。

17 种抗癌药涉及非小细胞肺癌、肾癌、

结直肠癌、黑色素瘤、淋巴瘤、白血病等多个

病种，价格在国家医保谈判后平均降幅达

56.7%。目前，我市有 53 种特殊药品纳入医

保报销范围，基本医保参保人员，凭治疗机构

处方在协议医药企业购买 53 种药品的费用，

可按二级医院 (城乡居民按二级乙等医院 )住
院医疗费用报销。 （全媒体记者 郑小艳）

万山红（左三）与获奖选手合唱 阎维文演唱 颁奖现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