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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月 5 日，38 岁的男子夏文金涉嫌盗窃被
云南省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分局城北派出所拘
留，10日，警方决定对其行政拘留 8日，但警方
始终没有将此事通知到夏的家属。5月 14日，
尚在行政拘留期的夏文金的遗体却被人发现
漂浮在鱼塘，警方联系到家属称“溺水死亡”。
家属看到夏文金的头部、脖颈、胸部、腿部等出
现伤痕，质疑为何会出现伤痕，警方解释称：

“眼睛和嘴被鱼儿吃了。”（见 6 月 15 日《东方早
报》）

对于警方的这个解释，看守鱼塘的陈得生
最有评论权：“这完全是个笑话，鱼儿还小，怎

么可能，再说我们养的鱼儿又不吃人。”显然，
鱼咬人的解释不符合常理，很荒诞很不靠谱。
之前，针对在看守所或拘留所发生的异常死亡
事件，“躲猫猫死”“喝开水死”、“上厕所死”、

“洗澡死”、“做梦死”等多种离奇解释，一次又
一次地刺激着公众的神经，拓展着公众的想象
力，也亵渎着法治的公信力。现在，“鱼咬人”
又进入这个丑陋的“解释语录”之中，成为新的
笑柄。

在本案中，鱼咬人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人
“咬”法的嫌疑则很大。仅从媒体调查披露的
信息中，我们就发现思茅公安分局城北派出所
在办案及拘押夏文金的过程中，存有矛盾之
处、混乱之处、可疑之处。

比如，为何在拘留和释放夏文金时均没有
通知家属？为何在半夜释放夏文金，而不选择
在白天工作期间？为何警方释放夏文金后，把
夏文金交给一个叫“李新发”的人？为何“李新
发”近期突然消失？为何警方面对夏文金女儿
夏凤巧追查李新发的要求，回应说“想帮找，就
能找到，不想帮找，就找不到”？为何面对夏文
金妻子李昌秀连续不停的指责、追问——“是
不是你们把人打死扔在鱼塘里？”警方答复了

“怎么可能”之后就不再作答？为何警方针对
夏文金的拘留期限前后给出三天、五六天、八
天三种答复，说不清“到底几天”？为何夏文金
到医院体检时行动还不便（坐着轮椅、被民警
搀扶），随后被释放时又能自己走？为何给夏

文金做过体检的医生在见到夏文金的遗体时
惊讶道：“当时不是这个样子，怎么会变成这个
样子，没严重到这种程度？”而所有的这些混
乱、矛盾和疑问都指向了警方的工作瑕疵和违
法乱纪嫌疑。

目前，普洱市公安局、思茅区检察院已分
别成立专案组调查这一案件。希望调查部门
能够围绕“夏文金的伤到底是谁‘咬’的”、“夏
文金的死因到底是什么”、“警方在案件处置
过程中到底有没有责任、有什么责任、有多大
责任”这三个关键问题依法展开调查，解开夏
文金的死亡谜团，查清事实真相，还夏家一个
公道，还舆论一个明白，维护法治的公平正
义。⑧8

是鱼咬人，还是人“咬”法

最近听说陈坤的微信平台实行会员收费
制后，一日进账 700 万元。据说是推出了 4 种
价位不等的会员卡，付费会员可以阅读陈坤
行走系列书籍、欣赏他亲自录制的私房音乐、
查看私房照等等。虽然陈坤后来否认了此
事，却还是引爆了“粉丝经济”的话题。

在陈坤之前，自媒体人罗振宇通过微信
自媒体“罗辑思维”卖会员，6 小时进账 160 万
元；《盗墓笔记》作者南派三叔在微信公众平
台上推出 6 元月卡、15 元季卡等会员卡，会员
可以阅读其最新作品，并可与他互动。

人气也是生产力，粉丝的力量很强大。美
国学者凯文·凯利在《技术元素》一书中，提出
过著名的“一千铁杆粉丝”理论：一个艺术家拥
有了一千铁杆粉丝，他通过经营个人品牌获得
的收入就可以养活自己，不用上班。张嫱也在
专著《粉丝力量大》中指出，娱乐产业链的核心
就是偶像制造，以此形成大规模的粉丝群体，
引导流行和时尚，获得超额利润与收入。

说起“粉丝经济”的缘起，可谓“一个愿打一
个愿挨”。粉丝需要寻求精神寄托、情感归属，
当然其中不乏精神空虚、自我迷失的因素；而偶
像则需要吸引受众、扩大影响，当然了，也需要
享受拥戴、培植商机。于是乎，一拍即合，互利
双赢。像文章和黄海波这种让粉丝大跌眼镜
的行为，属于“单方面撕毁合同”，或者说是

“质量危机”，没有尽好偶像的本分和职责。
“粉丝经济”的真谛，在于“逢迎”，说白

了，就是投其所好。前段时间琼瑶举报于正抄

袭那会儿，韩松落写文章断言，不管是不是
抄袭，于正都不会受到太大影响，因为他精
准地迎合了一部分观众的需求。文章还分
析，有人能看穿时代病，对人们的精神畸变，
严词厉色地进行批评，扔掉他们津津乐道的
鸡汤，给他们看人生残酷的真相，指出一种
刚健结实的生活；有人则看穿而不指出，选
择用他们的缺陷去赚钱，来者不拒随波逐
流，闷声发大财。

现实的吊诡就在于，大多数时候还是后者
吃香，因为人们要的不是揭穿，而是逢迎，而大
多数看穿世界的人，最后都加入了赚钱的队
伍。比如陈凯歌、张艺谋、姜文，一开始做的是

前一种人，后来都逐渐地做起了后一种人；再
如郭敬明，一开始做的就是后一种人。

在商业上郭敬明比韩寒精明得多。在韩
寒的新著《我所理解的生活》中，他对朋友提
醒他注意“形象管理”的事情嗤之以鼻，看起
来挺率性，其实是不会迎合粉丝。而郭敬明
的小时代虽说是一次艺术的惨烈失败，却也
是一次商业的巨大成功，第一部《小时代》票
房 5 亿，粉丝多，愿意“打赏”呗，你要是说点他
的坏话，那些“死忠粉”还会跟你死磕。

谁说郭敬明是一位出色的作家？他是一
名成功的商人，将“粉丝经济学”展现得淋漓
尽致。⑧8

粉 丝 经 济 学
每年，高考作文题目一

公布，网上就流传着各式各
样“零分作文”。网民炮制
出来的这类文章，打破高考
指向的规矩，反其道而行，
极尽刁钻古怪之能事，针砭
世事，调侃高考，甚至嘲骂

教师，却受到热烈追捧，网民点赞点到手酸。
300多年前，有个叫金圣叹的“愤青”，不爱“四

书五经”爱小说戏剧，平日里弄怪对联，像“猫伏墙
头风吹毛，毛动猫不动；鹰立树梢月照影，影移鹰
不移”之类，供人谈笑。到了考试时，又实打实地
弄出些“零分作文”，像考官拿孟子的话“吾四十而
不动心”出题，他却写出三十九个“动心”来，调侃
孟亚圣四十岁以前心不定。这样的“零分作文”一
样受到当时读书人的追捧。

2005 年，钱学森向总理发问：“为什么我们的
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引起全社会对教育
的反思，教育改革的呼声更加高涨。

300多年前，顾炎武捻着胡须冷冷地说：“八股
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才，有甚于咸阳之郊。”
1738 年，清廷兵部侍郎舒赫德上书乾隆：“科举之
制，凭文而取，按格而官，已非良法，况积弊日深，
侥幸日众。应将考试条款改弦更张，别思所以遴
拔真才实学之道。”乾隆组织讨论，却没人能提出
替代科举的良方，科举不变，继续下去。

“零分作文”嘲弄教育制度的僵化，是对创新
的呼唤，是对改革的渴盼。异地高考，作文题目指
向多样化，考题更重素质考察……改革正在进行
中，这时候，绞尽脑汁嘲弄弊病，倒不如下些工夫，
想出些切实可行的办法，推进教育改革。⑧8

（吕志雄）

零分作文

锦 州 市 全 面 核 查
认定低保对象的工作
正在进行。锦州市约
有低保对象 14万人，目
前主动退出的超过两
万人，其中有受人情关
系或其他原因特殊照
顾而退出，也有不少是
因为家庭经济状况改
善之后，不再适合享受
低保而退出。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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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司机腐败非小事
近日，新安县政协原副主席高某的专职司机王某，

通过购买假餐饮和住宿发票、虚开加油发票报销的方
式，骗取公款 47 万元，被判刑 10 年 6 个月。

现实中像王某这样的领导司机并非个别，其腐败方
式除了通过虚开发票中饱私囊外，有的司机还成为领导
腐败的帮手，成为行贿者与受贿者之间的掮客，与某些
领导干部沆瀣一气、合伙腐败。有的司机凭借其为领导服
务的特殊身份，逐渐分享部分权力资源，领导司机变成
了“司机领导”，开始参与甚至主导某些腐败犯罪，成为
一个新的腐败群体。

形形色色的领导司机腐败非小事：领导身边人腐败
的本质是权力腐败，因为领导干部的权力没有受到约
束，从而有了司机等权力“代理人”。⑧8 （晏 扬）

“铅笔镇长”咋炼成
湖南省衡东县大浦镇的村民反映，当地 300 多名儿

童被查出血铅含量超标，村民怀疑与村口一家生产电锌
的化工厂有关，记者调查证实了群众的怀疑。然而，镇
长苏根林说：“小孩在学校读书，那个圆珠笔、铅笔，用铅
笔的时候在嘴里咬，也可形成超铅。”（见 6月 15日《京华
时报》）

去年，河北沧县张官屯乡小朱庄地下水发红引恐
慌，该县环保局长因“红豆也能染红水”的神回复走红
网络，被网友戏称为“红豆局长”。如今苏根林的“学生
咬铅笔也可超标”的回复，堪称“铅笔镇长”。

有“史上最严环保法”，“铅笔镇长”依然横空出世，
凸显着一些地方、一些官员对民意和污染的不屑和轻
视，折射出有关治污和追责政策的执行，离群众意愿和
实际治污需求还有很大差距。⑧8 （余明辉）

莫为选文吵不休
语文出版社最新修订的小学语文教材有了很多有

趣的变化，比如选文，二年级上学期第二课，歌曲《天路》
以诗歌的形式入选教材，三年级的延伸阅读中居然收录
了台湾歌手周杰伦的歌曲《蜗牛》，而传统爱国主义篇目

《吃水不忘挖井人》配的是“老水井”的新闻图片。（见 6月
15日《中国青年报》）

如之前的“鲁迅文章大撤退”、“莫言文章入选教材”
一样，这次小学语文教材选文的变化，同样引起热议。
尤其是周杰伦的歌曲《蜗牛》入选，争议颇大，有人认为
周杰伦的歌曲充满了正能量、富有时代性，选文很好；但
同时也有人认为，这是“俗文化的代表”。

语文教育，教材固然很重要，但教学更重要，教材是
死的，而教学是活的。当务之急，是把语文教学从“课堂
中心、教材中心、教师中心”中解放出来，让学生在乐学
语文、会学语文、学会语文、善用语文中，潜移默化地完
成“语言行为、能力和习惯的培育”，语文教育才能重新

“高大上”起来。⑧8 （郭文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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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走在中牟县的田间地头，扑
面而来的是一幅幅农业增效、农民
增收的发展画卷：乡村田野里，集
中连片的西瓜、草莓、反季蔬菜等
经济作物抽枝吐穗；中牟·国家农
业公园、弘亿国际高新产业园、黄
河邦友生态示范园等农业产业园
内果蔬压棚、游人如织……

这是中牟县从传统农业向高
效、优势、特色的都市型现代农业
嬗变的缩影。

眼下正是“三夏”大忙之际，省
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庚茂
来到郑州市中牟县，走进田间地
头，察农事、问农业。

中牟·国家农业公园农业嘉年华
主题馆、郑州市龙祥现代水产科技示
范园、富士康太阳能生物工厂……看
到中牟县积极推动都市型现代农业
发展，呈现出来的蓬勃发展之势，郭
庚茂指出，现代农业要坚持高端、低
碳、循环、高效方向，突出农业产业，
兼顾生态休闲，注重经济性和观赏性
相结合，切实提高单位产出效益，实
现现代农业的良性循环发展。

发展都市型现代农业是实现中
原崛起、河南振兴、富民强省的重要
内容。中牟是传统农业大县，主要
农业经济指标多年稳居郑州市首
位、全省前列，具有发展都市型现代
农业的优势和基础。“都市型现代农
业全省看郑州、郑州看中牟”，肩负
着在郑州乃至全省“挑大梁、走前
头”的历史使命，中牟县顺时应势，
创造性提出建设“国内一流、国际知
名”的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的宏
伟战略构想，科学规划，改革创新，
在“四个河南”建设中先行一步。

科学规划 “两区一城一
滩五大产业”

根据省九次党代会关于中原
经济区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
新型农业现代化协调发展的精神，
中牟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的三大
功能定位:一是为城里人提供“菜
篮子”；二是为城里人提供休闲观
光好去处；三是打造优良的生态环
境。中牟县提出以二产、三产的理
念，大力发展集复合型、生态型于
一体的都市型现代农业，规划建设

“两区一城一滩五大产业”。
“两区”。即在连霍高速以北

乡镇，依托沿黄天然生态湿地的资
源优势，以花卉、渔业、休闲观光为
主导产业，规划建设 180 平方公里
的北部旅游观光农业示范区，着力
建设集观光休闲、采摘体验、旅游
度假、健康养生为一体的都市型现
代农业示范区。在郑民高速以南、
省道 223 线两侧乡镇，依托现代灌
区基础设施和特色产业优势，规划
建设 450 平方公里的南部生态高效
农业示范区，大力发展设施蔬菜、
优质高档花卉、林果等产业。为加
快进度，在每个核心区内率先启动
1 个 5 平方公里的先导区，辐射带
动示范区产业快速发展。

“一城”。即在万洪公路中段
投资 90 亿元规划建设 5300 余亩的
河南万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物
流城分两期进行建设，一期占地
1600 亩，总投资 15 亿元，主要建设
蔬菜交易区、水果交易区、粮油交
易区、冷藏保鲜库等项目。二期占
地 3700 亩，计划投资 75 亿元，主要
建设干调交易区、水产交易区、海
鲜交易区、花卉交易区、肉类交易

区、农机和农资交易区等。最终建
成在国际上有影响力、国内有辐射
力、对省内外资源有整合力，中原
地区规模最大、功能最全、辐射带
动能力最强的“买全国、卖全国”的
现代农产品物流城。

“一滩”。即黄河滩区生态再
造、产业转型工程。合理利用拆除
后的砖瓦窑厂所占土地，发展林果
业、水产养殖等现代农业，再造滩
区生态体系，实现产业转型升级。

创新建设 都市型现代
农业示范区

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设
启动以来，得到了省、市领导的大
力支持。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
主任郭庚茂，省委副书记邓凯，省
委常委、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等领
导多次到中牟县视察指导都市型
现代农业建设工作，并在资金和政
策方面给予了中牟县大力支持。
中牟县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建
设形成了大刀阔斧、势如破竹的发
展态势，先后获得国家现代农业示
范区、全国青少年农业科普示范基

地、河南省无公害蔬菜生产示范
县、河南省农业综合开发先进市县
等若干个荣誉称号。

（一）北部先导区
中牟·国家农业公园即北部旅

游观光农业示范区先导区，2012年 3
月开始建设，由中国农业大学农业
规划设计院和中国旅游设计院联合
规划设计，计划总投资 35亿元，其中
企业投资 28亿元，政府投资 7亿元。
主要涉及雁鸣湖镇的东漳东村、韩
寨、朱固 3个村，园区北至运粮河，东
南至丁村沟，西接中东路，三面环水
一面临路，占地 1万亩。按照成为市
民的“菜篮子”、成为休闲观光的好去
处、成为优良生态环境所在地三大
功能定位，合理规划设施农业种植
示范园、优质水产养殖示范区、农业
文化创意园、花卉高新科技示范园、
精品果蔬示范园、综合管理服务区 6
个功能分区，入驻企业15家。

按照“一年打基础，两年保开
园，三年成示范”的总体思路，基础
设施建设、入驻企业项目建设快速
推进，目前，已累计完成投资约 29亿
元，园区面貌日新月异，成效明显。

一 是 基 础 设 施 建 设 基 本 完

成。基础设施建设作为推进园区
的先行先导工程，快速带动整个园
区全面推进。道路、雨污水、桥涵、
燃气、电力、照明、通讯、给水、绿
化、导视、公厕等工程全部完工，总
投资 2.9亿元。

二是园区 15 家企业大部分实
现开园。2013 年，15 家企业累计完
成投资 13 亿元，2014 年计划投资
13 亿元。截至目前，建设智能连栋
温室 55 万平方米；开挖现代化鱼塘
800 亩；开挖景观湖 1200 亩，部分
完成蓄水；园区内科研中心、办公
楼及接待中心等基建部分真该施
工；园区内道路、微地型、绿化、公
共厕所等基础设施日趋完善。

三是现代景观水系建设基本
完成。投资 2.3 亿元，对丁村沟、运
粮河两条水系共 8.3 公里的河道进
行了生态修复，完成滨水景观工
程、运粮河 3 处景观水闸工程和 6
座景观桥梁的建设。

（二）南部先导区
南部生态高效农业示范区先

导区重点发展以草莓种植为主导
产业的现代农业，其中草莓种植面
积 1 万亩。该区域通过合作社的科
技引领，弘亿国际的龙头企业带
动，瑞峰家庭农场的群众参与，韩
寺马家蔬菜精品园的示范带动，使
草莓产业不断壮大，形成区域化、
产业化的发展格局，并带动周边设
施蔬菜产业的全面发展。

一是春峰果蔬专业合作社绿色
食品生产基地。该项目占地 4800
亩，依托中牟县春峰果蔬专业合作
社，成立于 2005 年 5 月，现有社员
367户，合作社大力发展反季节草莓
种植，注重农业技术创新，以市场为
引导，积极开拓销售渠道。实现年
产鲜草莓 5000 吨，亩均纯收入是合
作社成立之初的 2.5倍，达 2.5万元，
有效促进了农民增收。

二是弘亿国际农业高新产业
园。该项目被列为2013年省重点项
目，计划总投资 8.6 亿元，占地 2000
余亩，已累计完成投资 4.2亿元。项
目建设以“现代休闲农业”为核心，
以建设国家级现代农业示范区为目
标，以垦区综合整治为突破口，做
精、做优、做特、做深、做强现代农
业，形成示范引领、高效生产、科普
培训、科研开发、休闲观光、农产品

精加工为一体的综合性农业产业园
区。目前，已完成育苗工厂、农业展
厅、水立方、五行温室等异型温室总
计 26316㎡，花卉基地 10000㎡，钢骨
架结构日光温室87座。

初显成效 成功举办首
届郑州农业嘉年华

为充分展现都市型现代农业发
展成效，提升园区的影响力和知名
度，中牟县 4月 17日—5月 3日在国
家农业公园举办了为期 17 天的首
届郑州中牟·国家农业公园嘉年
华。嘉年华活动由北京吉奥金禾公
司设计，主要包含主体场馆建设、企
业自建场馆及大地景观三部分。其
中，主题场馆建设包括“八馆三场两
街一线”。“八馆”即农科快轨馆、乐
活园艺馆、欢乐农庄馆、番茄迷宫
馆、梦幻花香馆、百舸争流馆、精品
农业展销馆、未来农业馆；“三场”即
领头雁广场、欢庆广场、丰收广场；

“两街”即室内和室外小吃街；“一
线”即园区和生态水系游览线。下
一步，中牟县将进一步完善、提升农
业公园嘉年华，积极探索后嘉年华
时代，将农业公园嘉年华打造成永
不落幕的农业盛会。

近期，中牟县将借鉴北京、成
都等都市型现代农业发展较好地
区的成功经验，进一步开拓视野和
思路，在刁家、姚家、万滩、狼城岗 4
个乡镇，分别围绕小麦等优良品种
繁育、草莓种植采摘体验、食用菌
种植加工循环利用、中草药种植，
各打造一个占地 5000 亩的示范区；

计划投资 7100 余万元，在刁家、韩
寺、大孟 3 个乡镇，规划建设高标准
农田 3.5万亩。

通过都市型现代农业示范区的
带动引领，全县累计完成土地流转 2
万余亩，引进全球 500 强企业、国家
级龙头企业、省级龙头企业、省内外
企业等 25 家入驻集聚发展，计划总
投资达 120.5 亿元，邦友、晨明、汇
艺、天邦、茂源等 10 余家各类特色
产业园星罗棋布，投资 1.25 亿元建
设 8.5 万亩的高标准农田分布整个
示范区，逐步实现由点到面、聚面成
块、连块成网的现代产业发展格局。

郑州市“136”工程列入的“十大
示范区”中牟占据三席，分别是中
牟·国家农业公园、郑州现代农业草
莓产业示范区、郑州现代农业服务
业示范区。中牟·国家农业公园、万
邦国际农产品物流城、弘亿国际高
新产业园、黄河邦友生态示范区 4
个农业项目先后被列入河南省重点
项目；华秀、弘亿、晨明等企业投资
建设的 3 个农业研发中心被市科技
局认定为郑州市工程技术研发中
心；万邦成为农业部定点市场、国家
级重点龙头企业；春峰果蔬专业合
作社成为“全国科普惠农兴村先进
单位”、“河南省优秀农民合作社”。

下一步，中牟县将继续认真贯
彻落实省市党委、市政府一系列决
策部署，带领全县人民继续发扬

“一年干几年活、一人干几人活”的
中牟精神，用改革的引擎推动传统
农业向都市生态农业精彩嬗变，为
我省打造“四个河南”、推进“两项
建设”，实现中原崛起、河南振兴、
富民强省做出应有的贡献。

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郭庚茂，省委副书记邓凯，在省委常委、
郑州市委书记吴天君陪同下调研中牟县都市型现代农业建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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