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视频市场需要一个“杠杆”

近日，以电影中文字幕为主题的资讯交换平台射
手网正式关闭。同时，人人影视也宣布暂时关站。（见
11月 23日《齐鲁晚报》）

在诸多资源网站因版权问题中枪之后，射手网还
在安静地做着“文艺青年”。而这次正式关闭没有太
多的解释，站长沈晟留下“需要射手网的时代已经走
开”来铺陈一地的唏嘘。不过坊间谈论最多的版权桎
梏，其脉络十分清晰。

我国著作权法规定“未经著作权人许可，汇编、通
过网络信息向公众传播其作品的”行为构成侵权。自
行制作翻译字幕其实也属于著作的衍生品，如果没有
原著作权人的同意，恐怕“24 小时后删除”也就成了掩
耳盗铃的幌子。

如此语境下，导致最新鲜的外国影视剧之免费午
餐越来越难觅，但网民的胃口却已经逐渐养成。射手
网等字幕组网站关闭之后，曾经每周定点定时追着美
剧看的粉丝们，恐怕心中是一片荒凉。一些讲究视觉
享受的精英族们也发出了“我渴望享受正版作品的权
利，但现在哪里去找呢？”的追问。

“视频节目，实在太烧钱了。”搜狐大佬张朝阳在互
联网大会上感慨万分，光是搜狐在视频方面的购买费用
大概是每年一二十亿元。但新鲜度不够，有些内容还有
删减，这使得很多网友不买账。如今，射手网这样的字
幕组网站关闭，让视频市场有倒逼之势，撬动市场的杠
杆又一次回到自己手上。⑧10

（谢伟锋）

英国法谚有云：迟来的正义即非正义，但
能等到迟来的正义，仍然是值得欢欣的。或许
安徽退休检察官孟宪君对此正感同身受，2014
年 11 月 20 日，他在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等来
了一个曾由他经办、距今已 9 年的经济纠纷案
件的再次审理。为等到这一天，他做出了“自
我举报”的惊世骇俗之举。（见 11 月 23 日《京华
时报》）

依然有必要回溯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
2005 年，孟宪君被单位指派审理一起经济案
件。作为该案公诉人，在弄清楚案件来龙去脉
后，他认为，案件当事人高尚不存在违法行为，
不符合起诉条件。但因为“领导要求”，案件最
终被“无罪”起诉，并获刑三年。在随后的 8 年

时间里，当事人高尚不断层层申诉，却不断碰
壁，因为这个案子“良心不安”的孟宪君，在退
休后获悉相关情况后，决定用“举报自己的方式
来试试”。经由媒体的广泛报道后，终于在
2013 年 11 月等来了“迅速核查相关事实，公正
办理”的官方回应，也等来了近日的这场迟来的
再次审理。

事实上，再去梳理出整个案情的是是非
非，也已然不重要了，一次令人惊诧的自我举
报，一顿“依领导意见作出——无罪也要起
诉”的遥记当年，一番“从 2006 年结案到现在
8 年的时间，经过各种努力，包括层层申诉、
媒体报道，甚至我去举报自己这种非常规的手
段，最后才迎来案件再审。这对普通老百姓来
说，付出的司法成本太大了，是不合理的”陈
情，已足以拼凑出当年那个让人愕然“没有人

听你的意见，也没人考虑法律是怎么一个规
定”的过往。

当事人高尚是不幸的，但相较于因凶手现
身或是死人复活，甚至还要在漫长的等待中，
才等来姗姗来迟的正义，他或又是万幸的，万
幸能遇到一个曾“就是个傀儡、棋子”的检察
官，在持续到退休的良心不安中，用“自我举
报”来改变案情的走向；能遇到一个能在舆论
纷起中，以“公正办理”回应的检察机关。但转
念想来，如果正义的归来，要庆幸于一次良心
的发现，庆幸于一次令人惊诧的自我举报，这
该是多么脆弱的正义，这样的救赎又是多么的
无力和苍白。

当事人高尚的不幸，检察官孟宪君的“良心
不安”，并非一个时代的因缘际会，乃是在于律
法在守护公平正义中的失守，更接近真相的事

实是，这是一个权大于法的典型样本。行政权
力的扩张，以及制度笼子的漏洞，足以让一个检
察官成为“傀儡、棋子”，遑论制造“无罪也要起
诉”的领导意见。于此而言，与其说这是一次良
心救赎的自我举报，不如说是对权力失范、律法
失守的举报。

一次果敢的自我举报，应是值得尊敬的
良心救赎，但是更深刻、更有力的救赎，依然
在于一种法律信仰的重建，正如那句不朽的
名 言 ——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
设。尤其是在“依法治国”写入国家纲要背景
下，法治应该成为国家信仰。在这种信仰之下，
应该没有来自外部行政权力对司法权力的粗暴
践踏，也不应该有来自内部的领导权力对司法
业务的无端干涉，法治的权威和公信应成为社
会公平正义的坚定守护者。⑧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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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救赎检察官的“自我举报”

鹅的眼睛据说构造特殊，
把人看得小，所以，不怕人，脖
子伸得长，脸仰得高，见人就
啄。人类中也有“鹅”，自大狂
妄得没边儿没沿儿，不把别人
放眼里，不把法律放眼里，不把

社会大众放眼里。而权力乱用、私用，是自大狂妄的重
要支撑。

比如，宋国最后一个国君偃，赶走他哥哥夺得君
位，掌握权力后，就不知道自己能吃几个馍了，穷兵黩
武，四面用兵。曾以革囊盛血挂树上，弯弓射去，囊破
血流，宋偃宣布他战胜了天。既然比天都伟大，那自然
就可以为所欲为，醇酒美人，醉生梦死，手下谁劝说他，
二话不说，一箭射去，看你还说不说!

如果把历代因权力而自大狂妄的人弄出个排行榜
来，宋偃怕还进不了前十名。因为论祸害程度，宋偃祸
害的不过是个宋国，后来天下一统，一些患自大狂妄症
的大臣、宦官，就能让整个中国残罹荼毒。而论发昏发
狂程度，现代的一些贪官也不比古人逊色。

河北省北戴河供水总公司原总经理马超群受贿、
贪污、挪用公款，家中藏有 37公斤黄金、现金 1.2亿元、
房产手续 68 套；对职工动辄打骂，对商户“不给钱，就
断水”，被捕时，伸手抓过法律文书撕毁。

古代人脑袋里糨糊多，认为天上星主宰着人的命，他
们胡来还说得通，而在权为民所用的法制越来越完备的今
天，马超群“超群”得这么厉害，不能不让人叹为观止。

对付啄人的鹅，人们往往是抓住它的长脖子，扔得
远远的。宋偃最终被齐楚魏打败，国灭身丧。马超群
的结果恐怕“超群”不了，等待他的是法律严惩。“傲不
可长，欲不可纵”，因权力自大狂妄，权力就会变成剁向
自己头颅的快刀。⑧10

(吕志雄)

自大狂妄症

郑州市民陈女
士符合条件生育二
胎，但是向社区申
请二胎指标时被告
知，夫妻俩享受的
独生子女费，应当
如数退还。对此，
河南省卫计委新闻
办的王先生接受采
访时称，国家卫计
委的通知是面向全
国、全局的指导性
意见，而每个省份
情况不同。⑧10

图/朱慧卿

郑州近日雾霾围城，空气污染指数甚至
爆表，网友“大花猫”通过网络发布《致郑州市
长马懿的公开信》中写道：清洁的空气，对市
民来说，好像是奢侈的“珍馐”“佳肴”，称“你
可能听不到，许多人都在埋怨你，指责你，谩
骂你!”最后提出三点治理雾霾的建议，希望市
长有所作为。

市民对雾霾忧心忡忡，对政府治理雾霾
表示不满，甚至对市长有了一些“骂声”。对
于“骂声”，当然要一分为二地来看待：恶意中
伤的骂街不值得提倡；合理表达不满诉求，对
一些问题给出建议，哪怕是言语略显激烈，都
应该给予包容，更应该听得进去。

听得进“骂声”，考验着官员的肚量与
涵养。有些官员平时好话听多了，见惯了
喜讯，就容易飘飘然，乍一听“骂声”，可能
会诧异，甚至是愤怒。这个时候，不妨给自
己几秒钟的时间冷静一下。老话说得好，
宰相肚里能撑船。为官一方，得有容得下

“骂声”的肚量，要有听得见、听得进骂声的
职业素养。

听得进“骂声”，要知不足。“骂声”虽难
听，但其中往往包含着民众的情绪与现实
诉 求 。“ 骂 声 ”若 有 些 偏 颇 ，官 员 们 也 应 认
真 听 ，并 解 读 出“ 骂 声 ”背 后 真 实 的 民 意 。
兼 听 则 明 ，偏 听 则 暗 。 不 好 听 的“ 骂 声 ”，
提醒官员们要时刻知自己工作中的得失，
知为民服务的不足，将“骂声”当作是一份
醒脑剂。

听得进“骂声”，是鞭策也是力量。民

心不可欺，民意不可违。现实中，要推动某
项改革措施，不仅需要改革者横下一条心，
更要得到民众的支持。市民对雾霾非常反
感，对政府来说是鞭策，说明眼下的治理工
作仍与市民的期望相距很远。同时，这一
份意见正是政府推动节能减排、淘汰落后
产能最可依靠的力量。有民意作后盾，政
府治霾自当竭尽全力。

在我们传统的认知里，市民给市长写信
抒发对政府工作的不满情绪，甚至有一些
激烈的言辞，是很让人捏一把汗的。毕竟

长期以来，“官本位”死而不僵，某些地方政
府听不得不同意见，由此形成“寒蝉效应”，
一般人不敢批评政府，更不愿意给政府工
作提意见。

但这次，我们欣喜地看到，郑州市长马懿
方面的回应很大度：就是骂骂，又怎样？我们
把工作做好就行。笔者看来，“致信市长”与

“骂骂无妨”都很可贵，市民和政府能够形成
良性互动，这无疑是城市中最和谐的一景。
毕竟大家的初衷是一致的，让城市变得更美、
环境变得更好。⑧10

●新世说

最近一个月，郑州市北至东风路、东到花园路、南
到农业路、西到南阳路，已断断续续出现了三次主要干
道（比如农业路、文化路等）及若干小路路灯大范围不
亮的现象。郑州市金水区市政管理局对此解释，该区
域可能线路老化，也可能高压输变电站有问题，正在积
极排查。

路灯大面积不亮，有损省会形象。一位从深圳来
的游客揶揄说:郑州节能都节到路灯上了？当然，路灯
大面积不亮，影响最大的还是市民的出行安全，时至冬
季，天黑得早，下班高峰期，黑压压的车流与人流挤在
一起，带来很大的交通隐患。

客观地说，自开展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以来，各
个行业、很多单位的工作作风有了明显转变，以往那种
违背群众意愿、明目张胆践踏群众利益的乱作为现象
少了，对群众诉求“不理不睬、爱咋咋地”的不作为现象
少了，但如今又出现了一种新现象——慢作为。你提
的意见我都虚心接受，你说的事情我都满口答应，但上
个星期问回答说“正在排查”，这个星期问回答依然是

“正在排查”，工作一直在进行，至于“工期”何时完成，
谁也说不出个所以然。

世上没有干不好的事，关键是想不想干好，用多大
的劲干好。对那些事关公共利益的工程，有关部门不
能只承诺“正在排查”，身为实际管理人、经手人，还有
义务向公众说明工程进度、完工时限。否则，难免有

“磨洋工”、“慢作为”之嫌。⑧10
（干着急）

路灯不亮根子是“慢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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柘 城 ：产 业 培 育 让“ 金 ”字 招 牌 愈 发 闪 亮
——柘城县产业集聚区发展纪实

汪军强 孟祥臣

近年来，柘城县依托传统的金
刚石微粉生产优势，大力扶持培育
金刚石超硬材料产业集群，使柘城
县产业集聚区得以快速发展，使之
成为了全国金刚石超硬材料产业
集群度最高、产业链条最完善的加
工基地。

目前，柘城县产业集聚区已拥
有金刚石微粉及制品企业 59家，金
刚石年产量达 15 亿克拉，微粉 47
亿克拉，金刚石制品 1000 余万件。
其中金刚石微粉的产量和出口量
分别占到全国市场份额的 70%和
50%，金刚石制品达到 7大类 140多
个品种。2013 年金刚石超硬材料
产业营业收入达到 65亿元，2014年
1月至9月实现营业收入60亿元。

“河南省十快产业集聚区”、
“河南省十先进产业集聚区”、“河
南省最具产业竞争力集聚区”等一
系列荣誉纷至沓来。2013 年 9 月，
集聚区被科技部认定为“商丘国家
超硬材料及制品高新技术产业化

基地”。
如今，柘城“中国金刚石微粉

之乡”这张名片越来越响。

规划引领 保障基础内力
规划是产业发展的基础，规划

准，发展的路子就会走顺畅。
柘城县产业集聚区积极引智

借力，通过举办金刚石超硬材料产
业发展研讨会，邀请清华大学、郑
州大学、郑州“三磨”所、河南工业
大学等院所专家学者参加发展规
划方案讨论、论证，精心编制了《柘
城县金刚石超硬材料产业发展规
划》，制订了产业链建设方案，确立

了以金刚石超硬材料产业为主导
集聚发展的路子。

路子选定以后，他们高标准规
划建设了金刚石超硬材料产业园
区。在培育壮大河南力量新材料
有限公司、柘城惠丰钻石科技有限
公司、河南省万克钻石工具有限公
司等龙头企业的基础上，引进外地
先进的金刚石制品企业入驻，引导
县域内的金刚石企业入园发展，共
享公共设施和服务，实现企业集中
发展。

积极组建了金刚石超硬材料
产业协会，加强企业之间以及与国
内外同行业之间的交流与沟通。
同时，组织参加国内外举办的产品
推介会、展销会活动，促进了柘城
县金刚石企业与外界的信息资源
共享和经济技术交流合作。

龙头带动 壮大集群合力
集聚区通过不断实施产业升

级、技术创新，培育了力量新材料、

惠丰钻石科技等一批具有知名品
牌、规模效应的龙头企业。

围绕龙头企业，集聚区积极延
链、补链，推进产业链向上下游的
碳棒生产、人造金刚石、钻石饰品
发展。经过 5 年的发展，集聚区现
已形成了“原辅材料—金刚石单晶
—金刚石微粉—金刚石制品”非常
完善的产业链，实现了金刚石制品
从无到有，由中低端磨料磨具向汽
车缸体研磨、高铁轨道研磨、航空
航天材料、石油钻头等高端产品发
展，实现了产品的系列化、标准化
生产，部分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备
了一定的竞争力。

同时，瞄准产业链薄弱环节和
重要节点，集聚区补充配套企业，
提高产业集群水平。新引进的鑫
源钻石精密制造有限公司是一家
专业生产金刚石超硬材料制品的
企业，生产的蓝宝石研磨盘等居国
内先进水平；力量新材料公司的大
颗粒功能性金刚石单晶生产项目，

是国内熟练掌握粗颗粒大单晶生
产技术的企业之一；万克钻石工具
集团通过新上金刚石微粉分选生
产设备，大大提升了柘城县金刚石
微粉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

壮大龙头企业、做强产业链
条、大力招商引资、承接产业转移，
集聚区产业结构得以进一步优化，
产业集群得以更加壮大。

创新升级 提供不竭动力
创新是世界发展的主旋律，唯

有不懈创新，才能保证企业处于不
败之地，对于集聚区来说，“创新”
二字同样适用。柘城县产业集聚
区把创新当做永不松懈的课题来抓。

他们积极鼓励技术创新。设
立了 2000万元的科技创新基金，重
点支持企业引进新技术、加强科技
研发、改进生产工艺，提高产品档
次和附加值。目前，产业集聚区已
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83项，其中发明
专利 9项。

加强企业与科研院所合作。
集聚区与河南工业大学、郑州“三
磨”所等 10余家科研院所建立了产
学研合作关系。与郑州“三磨”所
签订了《金刚石产业委托招商引资
协议》和《金刚石产业技术合作与
人才培养协议》。目前，集聚区拥
有高新技术企业 10家，已建成省级
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6 家、省级工程
实验室 2 家、省级企业技术中心 3
家，微纳米金刚石粉体材料院士工
作站和博士后研发基地各 1处。具
备了集新产品研发、专利成果转
化、金刚石微粉及制品检验检测于
一体的能力。

集聚区十分注重技术人才的
引进和培训。他们以政府为主导，
与科研院所建立合作，引进了一批
专业性强的高技术人才，同时，开
办金刚石微粉及其制品加工技术
专业培训班, 加强技术员工在职培
训，为产业发展提供科技和人才支撑。

创新，为集聚区发展提供了不
竭动力。

“未来，我们将继续做大做强金
刚石超硬材料产业，扩大柘城金刚
石超硬材料产业在全国的影响力，
做响柘城国家级超硬材料及制品高
新技术产业化基地这块‘金’字招
牌。”柘城县委书记、县长梁辉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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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通 知
“深入贯彻《环境保护法》 加快推进美丽河南建设”知识竞赛
更正通知：

我厅于 11 月 24 日在《河南日报》第六版刊登的“深入贯彻
《环境保护法》 加快推进美丽河南建设”知识竞赛，答题须知
第 3 条个人参赛截止日期 3 月 18 日应为 2014 年 12 月 26 日，第
8 条单位组织职工参赛，各省辖市、直管试点县（市）环保局统
一报送时间 3 月 20 日应为 2014 年 12 月 26 日，领奖截止日期 2
月底应为 2015 年 2 月 28 日。特此更正。

河南省环境保护厅

前 言
1915 年，中国茅台酒在巴拿马万

国博览会上荣获金奖。
茅台小镇上空弥漫的特有醇香，

从贵州赤水河畔飘散越洋，首次征服
了挑剔的西方人。

茅台这瓶积淀了 2000 多年岁月
精华的“贵州土酒”，在今天已然成为
泱泱中华的一种国家符号。茅台在国
际舞台光彩夺目，皆因这里一代代智
慧的人们，把这片乡土赋予茅台全球
独一无二的基因气质，点化到了极致。

获巴拿马金奖近百年，国酒茅台
先后 16次斩获国际权威金奖。

这背后，是茅台人近百年对传统工
艺的坚守，以及与时俱进的创新推动。

百年弹指一挥间。新中国成立以
来茅台成就的国酒辉煌，并非坐享曾
经的荣誉散发的光芒，而是在一次又
一次危机和压力面前，不断创新和完
善引领中国白酒行业的理念与行动，

从而迈向一个又一个新的巅峰。
“金奖百年·中国酱香”茅台系列

报道分“乡土叙事”（4 篇）和“时代叙
事”（4篇），意在以我们的视角，重新梳
理徜徉在历史光影和时代浪潮中的国
酒茅台。

“这瓶酒很眼生，从没见过。”
“您是老茅台了，真的没见过？那

这瓶酒的价值就不得了啦！”
这是 2014 年 7 月 9 日，在上海中

华艺术馆，国际著名影星成龙看着一
个古香古色的茅台酒瓶，表情有些惊
讶地与贵州茅台酒厂集团名誉董事长
季克良的对话。

2015 年是茅台酒获得巴拿金奖
100 周年，此间贵州茅台集团在上海中
华艺术馆（上海世博会中国国家馆）举
办以“香飘世界百年，相伴民族复兴”
为主题的百年系列纪念活动启动仪式。

千年茅台是一本博大厚重的典
籍。翻阅茅台这部岁月巨制，风来雨

往，茅台制造总是以奇迹般的故事吸
人眼球。

富有戏剧性的是，当年巴拿马万
国博览会成就的无数品牌，后来许多
都居然尘封于历史深处，而茅台酒却
醇香愈浓，渐弥全球，直至成为世人公
认的中国国酒、世界蒸馏酒的翘楚。

巴拿马万国博览会于茅台酒，无
疑是中国民族工业品牌走向世界的催
化剂，让千年茅台在风雨荡涤中浴火
重生、惊艳世界。

历史镜头永远具有不可磨灭的档
案记忆，当年红军在赤水河畔与茅台
酒结下情缘，书写了一段“茅台疗伤解
乏”的佳话。从那时起，茅台酒以一种
人文的姿态走进人们的视野，让人心
生暖意和崇敬。

无论是新中国成立初期茅台酒为
开国大典国宴用酒，还是后来茅台酒
在国家许多重要场合以不可或缺的

“国酒”身份亮相，或是 16 次荣获国际

大奖的耀眼经历，茅台酒的魅力总是
在蜕变中与日俱增。如同国家的崛起
一样，茅台的屹立姿态，总给人们带来
一次又一次的惊讶。

茅台，正是在无数的惊讶中完成
自身的塑造和升华。

有史为证的茅台酒酿造历史可追
溯到遥远的商代。

公元前 135 年当茅台酒作为贡品
获帝王“甘美之”赞誉时，史册便多了
一份关于茅台酒（枸酱）的鲜活记录。
跨过汉唐，辞别宋元，走过明清，历史
潮流巨浪排空，茅台酒的其他白酒无
可比拟的品质，随着时间的积淀而不
断向世人释放谜一样的惊讶。

茅台酒一路风尘，今天它既需要
励志的回首姿态，也需要开拓的创新
现实，更需要崭新的梦想豪情。当年
举办盛会的地方，如今留下的是百年
鲜活记忆和荣耀，因为巴拿马开启了
世界蒸馏酒的全新时代。 （金 剑）

这坛老酱总是引来世界惊奇的目光
“金奖百年·中国酱香”茅台乡土叙事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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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疗风湿类风湿 请到湖北咸宁麻塘来

麻塘风湿病医院是镇氏中医世家五代人百余年打造
的品牌，医院医技力量雄厚，设备一流。中医专科主治：
风湿、类风湿及痛风性关节炎、强直性脊柱炎、颈腰椎肥
大、腰椎间盘突出、坐骨神经痛、股骨头无菌性坏死、瘘软
瘫痪症、中风后遗症等 20多种疑难杂症。

医疗机构 湖北省咸宁市麻塘风湿病医院

诊疗科目

从业医师 镇万雄、镇万林、镇水清等

电话：0715-8618999 8811938 8811095 网址：www.xnmtyy.com
地址：湖北咸宁市桂乡大道 2号（京珠高速咸宁北入口处）

院长镇水清敬告患者：本院在全国均未开设医疗点，谨防受骗。（鄂）（中）医广[2008]第 10-31-18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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