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豫论场

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追逐梦
想、自我实现、张扬个性，不同
的人自有不同的选择。但在合
理合法范围内寻求突破，避免
悲剧的发生，或许是每个人都
应该学到的一课。

□本报评论员 刘婵

最初听说女孩黄某某在青海失踪的消

息时，我的一位好友也正在青海出差，我俩

还在微信讨论这事儿，并一再嘱咐她：出门

一定要结伴儿，千万别去偏远地带。

如今，好友早就平安归来了，那个女孩

却永远留在了可可西里。

据警方通报，7 月 30 日 19 时 40 分许，在

可可西里自然保护区清水河南侧无人区相

继发现其身份证、学生证及相关随身物品，

并在现场勘查发现人体骨骼组织，经 DNA

比对为黄某某遗骸。

想起来很久以前看过的一部电影，片名

就叫《可可西里》。其中很多片段都已经模

糊了，有一句台词却记得真切：你知道可可

西里是什么意思吗?可可西里在我们藏语中，

是指美丽的青山、美丽的少女。

照片中的黄某某，明眸皓齿、笑靥如花，

真是一位美丽的少女。但她的生命永远定

格在了 24 岁，路途中她曾跟一位朋友联系，

说自己买了很多好东西带回去给朋友和家

人，可惜这样的承诺再也无法兑现，这样的

欢聚再也无法成行。

至于黄某某的死亡原因，现已排除他

杀，相关工作仍在继续进行中。有人说是意

外身亡，毕竟孤身一人，想在可可西里无人

区生存下来，几乎是件不可能的事情。也有

人说女孩本就是抱着“轻生”目的去的，可能

服用了催眠药物。甚至还有人说，这是为了

一己私欲到处瞎跑，搜救就是浪费公共资

源。相信真相很快会浮出水面，而此时此刻

避免无端猜测、道德指责，是对逝者及其家

人应有的尊重。

悲剧除了让人悲痛，也应该带来反思。

还记得那个在张家界翼装飞行遇难的女孩

吗？两个悲伤的故事发生的环境、动机虽说

有本质区别，但从挑战危险的极限运动，到

涉足艰险的无人禁区，从雪山到沙漠，从天

空到沼泽，这些“勇敢者的游戏”如果要付出

生命之代价，我尊重你的热爱、敬佩你的勇

气，但也希望你在追逐所爱、所求的同时，多

一分敬畏和谨慎。

一位青海的微博网友针对此事留言说：

“我们本地人都不敢去无人区，唉，一定要敬

畏大自然。”在可可西里，你踩下的每一个脚

印，都有可能是地球诞生以来人类留下的第

一个脚印——很多向往那片土地的驴友、文

青，把这句话奉为圭臬。但神秘的另一面，

总埋藏着风险，那也有可能是你留在地球上

的最后一个脚印。难道只有在最危险的地

方才能获得顿悟和新生？难道只有撤掉安

全锁才能彰显胆量？不顾生命的匹夫之勇，

不应该成为“为自己而活”“挑战不可能”的

题中之义。

根据相关规定，目前可可西里允许游客

活动的范围，仅限可可西里不冻泉、五道梁

两个观景台以及 109 国道沿线基层保护站宣

传教育展厅。我也很好奇，既然是无人区，

既然有众所周知的危险，这个女孩何以能无

阻碍、自顾自地进入呢？

据媒体报道，她在格尔木市内租了一辆

出租车，还跟司机砍了价，而且是单程没有

返回。由此可见，想进无人区实在很简单，

虽然法律制度有明文规定，但鉴于自然条件

过于特殊，流程管控可能存在漏洞，更别提

专业性、规范性的培训指导了。我也忍不住

“事后诸葛亮”式的设想，如果这位司机当时

能多留个心眼、多管点闲事，女孩是不是能

有一点生还的可能？

如何在有限的生命里追逐梦想、自我实

现、张扬个性，不同的人自有不同的选择。

但在合理合法范围内寻求突破，避免悲剧

的 发 生 ，或 许 是 每 个 人 都 应 该 学 到 的 一

课。5

□郝冬梅

近日，一张图片在网上引发争议。图片显示，

一名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员手中拉着一根线，半蹲

在菜摊前进行丈量，神态全神贯注。有网友认为，

农贸市场就应该这样精细化管理；也有人觉得没必

要，执法人员“矫枉过正”。（见 8月 2日《北京青年
报》）

针对网上质疑，当地一名市场监管部门执法人

员表示，他们是在工作中落实南宁市“用绣花功夫

来进行农贸市场精细化管理”的相关精神。

“绣花功夫”是个正能量的词儿，我们需要“绣

花功夫”精神干事业，有了“绣花功夫”才能有事业

发展的“锦上添花”。而遗憾的是，在现实生活中，

一些单位和部门把“绣花功夫”的“添花”变成了“添

堵”。拉线丈量摆菜位置，就不折不扣把“绣花功

夫”变成了贬义词。

拉 线 丈 量 摆 菜 位 置 ，表 面 上 看 是“ 精 细 ”管

理，实际却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要实现良好

市场秩序，监管自然不能缺位，如何操作，很多城

市都有自己的经验。但是，像南宁市场监管部门

这样管理农贸市场，还是刷新了我们的“脑洞”。

用拉线的方式丈量摊位摆菜的位置，有这个必要

吗？延伸了来说，你是不是还要用“绣花功夫”规

定“萝卜摆在哪儿”“白菜摆在哪儿”“粉条摆在哪

儿”？

对于蔬菜摊位的监督管理，有关部门更应该把

心思放在安全上，蔬菜是不是能够溯源？是不是经

过检疫？蔬菜的农药残留是不是合乎标准？摊主

有没有存在短斤少两行为？这才是该关注的。当

然，给摊位设置一定的标准也是可行的，但是不能

教条到“要用拉线丈量”。

类似“拉线丈量摆菜位置”式样的粗暴管理手

段也见识过：门头店招必须使用“黑色板块”；商家

广告字体必须使用“白色宋体”；公路沿线必须种植

“新品果树”；城市周边农村建筑必须“张贴瓷砖”；

国道树木必须“统一刷白”。你说这样的管理是为

了“精细”还是为了当“戏精”？别把“精细管理”变

成“戏精演出”，别打着“绣花功夫”旗号，拿着“绣花

的针”刺痛民生的肌肤。5

据《广州日报》报道，高考分数公布后，很多高校招生办的咨询热线几乎
24小时不间断，广东省外语艺术职业学院招生办主任曾祥翼详解填报攻
略，他提醒，考生不应贪大求全，避免填报没有梯度层次，同时家长不宜担任
“司令员”角色。5 图/王成喜

对网络“软暴力”
必须“硬打击”你知道“可可西里”是什么意思吗？

别拿“绣花的针”刺痛民生肌肤
7月 31日，成都厨师钟科收到了锦江区人民法院民

事调解书，这标志着备受关注的“人狗相撞致人伤残”事

件终于迎来调解结果：撞倒钟科的大犬主人谢女士赔偿

钟科 11 万元，而与大犬追逐嬉闹的小犬主人胡女士赔

偿钟科 3万元。（见8月2日澎湃新闻）
这起案件，带给我们很多警醒，比如不管是走路还

是骑单车、电单车，在路上遇到流浪狗、不拴绳的宠物狗

时，如何更好地保护自己。但最大的教训，显然还是应

该由养犬者来汲取。现在城市养狗的人越来越多，在宠

物狗数量大增的情况下，不文明养狗的现象也相应地急

剧增加。对此，全国很多地方纷纷出台“养狗条例”，或

者是把文明养狗纳入地方“文明行为促进条例”等，来规

范养狗行为，引导文明养狗。但一些养犬人士从内心里

并不情愿遵守，认为这些管理规定和禁止性条款，是对

自己“养犬自由”的一种约束和剥夺，“狗撞人赔偿 14万

元”告诉我们，文明养犬，不仅仅是维护公众权益，同时

也是在保护养犬者自身。再通灵性、再听话的狗，也有

不受人控制的时候，一旦肇事，需要承担责任，作出赔偿

的，不是狗，而是狗的主人。如果能够明白这一点，也许

很多人才会主动约束自己的养狗行为，减少狗扰民、狗

伤人事件的发生。5 （苑广阔）

2015 年 4 月以来，赵某先后成立并控制多家公司，

雇用 300 余名业务员为第三方网贷公司等机构催收欠

款。催收员长期使用群呼、群发短信、“呼死你”软件、

“P 图”、揭发隐私等“软暴力”手段催收，滋扰欠款人及

其紧急联系人、通讯录联系人。众多被骚扰人因此产

生恐惧心理，导致家庭矛盾，工作、生活受到严重影

响。2020 年 7 月 29 日，北京市昌平区人民法院对此案

进行一审公开宣判，主犯赵某被判处有期徒刑七年。

该案是北京市首例网络“软暴力”恶势力犯罪集团案

件。（见8月2日《光明日报》）
对网络“软暴力”，应该以零容忍的态度予以硬核打

击。一要灵活运用各种媒体平台宣传相关法律知识，增

强群众特别是广大网民举报并参与打击网络“软暴力”

的积极性与自觉性；二要及时出台完善相关法律法规，

明确相关平台生产者和主管部门对网络信息应负的监

管责任和把关义务，规定网络信息内容及发布不可触碰

的底线与红线，把网络“软暴力”这只“看不见的拳头”置

于法律的监管之下；三要把打击网络“软暴力”与扫黑除

恶斗争有机结合，让扫黑除恶斗争向“线上”延伸，重点

打击网络恐吓、诽谤、造谣以及恶意编造传播虚假新闻、

侵犯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等违法行为，让网络“软暴力”的

实施者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3 （袁文良）

“狗撞人赔偿14万元”
有警示效应

□归欣

从黄河吹来的风，轻轻拂过中牟
县刁家乡位于黄河滩区里的大片桃
林，空气中氤氲着成熟的桃子香味。

中牟德全分社负责人贾国锋这几
天忙碌又高兴，忙的是 300多亩蜜桃、
黄桃即将上市，喜的是合作社的“事业
版图”将扩大近 2倍。“省扶贫基金要
和拼多多一块在我们卞家村建一个
530 亩的黄桃基地，乡里交给我来经
营管理。”他告诉笔者。

令贾国锋激动不已的这个项目，
是爱心企业拼多多在省扶贫办支持
下，与省扶贫基金会共同实施的助农
项目之一。今年以来，为助力我省夺
取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双胜
利”，拼多多已在中牟、正阳、南召等地
实施了一批产业扶贫项目，投入资金
近千万元。

立足当地特色，放大产
业优势

产业扶贫是打赢脱贫攻坚战的根
本之策，也是助力乡村振兴的关键一
步，只有发展产业，才能走出适合实际
而又具有特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

2019年 11月，拼多多与省扶贫基
金会签订产业扶贫合作协议，共同助
力河南脱贫攻坚。“拼多多始终坚持扶
贫助农为本分，聚焦聚力贫困群众，组
织实施产业扶贫项目，并通过平台的
优势，帮助贫困群众把特色产品销售
到全国各地，体现了强烈的历史担当
和社会责任感。”省扶贫基金会理事长
王秦这样评价。

今年年初以来，围绕优质小麦、花
生、草畜、林果、蔬菜、花木、茶叶、食用
菌、中药材、水产品等河南十大优势特
色产业，在省扶贫办等职能部门指导
下，拼多多经过认真研判和筛选，在我
省集中实施了一批彰显特色、优势明
显的产业扶贫项目。截至目前，中牟、
正阳、南召等地的项目均已正式启动。

——中牟县立足近郑优势，发展
蜜桃、黄桃种植。

中牟县刁家乡位于黄河滩区，沙
质土壤较多，当地种植的桃子口感好、
果色正、早成熟、产量高。在认真调研

的基础上，省扶贫基金会和拼多多决
定，在该乡卞庄村建设 530 亩品种桃
树基地，种植 20个桃树品种，生产优
质油桃、水蜜桃、黄桃、蟠桃和游客自
加工罐头。同时，项目还致力于观光、
休闲、采摘、自主深加工农事活动体验
等旅游产品的开发，向生态农业和观
光农业发展。

——正阳县结合花生种植优势，
实施秸秆综合加工。

正阳县是省内乃至全国最大的高
油酸花生生产基地之一。此次实施的
花生秸秆饲料化加工利用项目，位于
该县兰青乡周孟村，当地沙质土壤较
多，花生种植产业优势明显，秸秆资源
丰富。项目全部投产后，不但经济收
益可观，更将作为秸秆综合利用示范
工程，带动正阳县乃至河南省秸秆综
合利用产业化的发展，有效解决农村
秸秆禁烧难、出路难的难题，帮助当地
改善农村人均环境。

——南召发挥地理禀赋优势，扩
大中药材、石榴种植。

南召县位于豫西伏牛山区，中药
材和林果业是当地特色产业。此次实
施的中药材基地，位于城郊乡罗坪村
拟投资 175万元扩建繁育驯化车间及
购买设备，扩建后年繁育驯化种苗可
增产 100 万棵，满足 300 亩以上种植
需求；石榴项目位于崔庄乡张村和枣
庄村两村接壤处，当地多为黄土沙质
土壤，土地连片、交通便利，并引进了
第三代软籽石榴，市场潜力巨大。

“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拼多
多助农战略委员会相关负责人表示，
拼多多实施扶贫项目的地区，多是产
业有优势、发展有潜力的贫困地区。
希望通过这些产业项目的不断发展壮
大，为当地群众稳定增收脱贫打下良
好基础。

完善带贫机制，切实带
动增收

产业发展不可能一蹴而就，扶贫项
目也不能“一投了之”。为了让这些扶
贫项目真正惠及群众，拼多多坚持精准
要求、协同发展，以“带贫”为中心，以

“减贫”为目标，努力健全完善“带得准”
“带得稳”“带得久”的长效机制，推进全
面脱贫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

——产业发展上，突出“能人效
应”和龙头带动。

中牟县卞家村的黄桃产业基地，
管理方是河南省中冠种植农民专业合
作社中牟德全分社，负责人贾国锋更
是位种桃的“老行家”。“20多年前我就
开始种桃树，现在从陕西到山东，都有
咱的客商。”贾国锋告诉笔者，县、乡领
导动员他承包桃园，就是看中了他的
经验，自己也将“撸起袖子加油干”，不
辜负父老乡亲。

在南召，负责实施中药材基地项
目的联源生物科技公司，是当地的农
业龙头企业之一。4年多来，该公司充
分保护利用河南伏牛山道地名贵中药

材资源，已经建成占地面积 2万亩的
种植基地，有丰富的产业发展经验和
成熟的带贫模式。“省扶贫基金会和拼
多多把项目交给我们，是信任也是责
任，我们一定不负所托。”该公司总经
理何培表示。

——带动增收上，立足防返贫、防
致贫、管长远。

“我们的黄桃产业基地项目采取
‘合作社+基地+农户’运营模式，确保
群众三重收益。”刁家乡党委书记姬会
杰介绍，土地流转收益、务工收益和防
返贫或防致贫收益。基地建成后，全
乡所有群众均可自愿参加合作社，通
过种植结构调整，享受技术指导、市场
销售或产品包销等服务，增加产出收
益。同时，周边农户可依托合作社举
办的桃花节、采摘游等农事节庆活动，
发展农家乐、购物体验等服务业，增加
服务型收益。

南召县联源生物科技公司负责人
介绍，拼多多扶贫项目落地后，他们将
采用“两免、一包、一保、一预、一分”的
办法，开展中药材产业扶贫。“两免”，
即免费提供种苗、免费提供技术服务；

“一包”，即订单式包收产品；一保，即
保证贫困户三年最低收入 9000 元；

“一预”，即为确保贫困户当年有实际
收益，公司从第一年开始每户每年预
借分成款 3000元；“一分”，即三年及
以后收药材时 5∶5分成。“我们还将优
先吸纳贫困群众到基地务工。项目全
部投产后，预计人均年增收万元以

上。”他说。
正阳县周孟村已顺利摘帽，全村

共有建档立卡贫困户 26户 59人。此
次实施的扶贫项目，由村集体委托正
阳天润现代农业有限公司管理，采取

“企业+村集体+农户”模式带动群众
增收。项目全部投产后，每年可帮扶
该村贫困人口不少于 10人以上，每人
每年增收不低于6000元。

稳定脱贫成果，促进乡
村振兴

脱贫不是目的，小康才是目标。
今年 2月 28日，河南省政府宣布最后
一批 14个贫困县正式脱贫摘帽，这意
味着我省进入了脱贫攻坚决战决胜的
收官阶段，阔步奔向小康的新时代。

“一方面，我们将持续关注和推动
现有扶贫产业项目健康发展、持续壮
大当地产业基础、集体经济；另一方
面，我们将充分发挥电商平台联通全
球的优势，帮助河南农产品塑造品牌、
畅通销路，让更多中原父老稳定增收，
致富奔小康。”谈到下一步助力河南脱
贫攻坚、乡村振兴工作计划，拼多多相
关负责人说。

——通过产业带动，扶持壮大村
集体经济。

正阳县扶贫办相关负责人告诉笔
者，5年内，拼多多在周孟村实施的扶
贫项目将累计产生 30万元带贫资金，
采购的设备等固定资产归村集体所

有。负责运营的天润农业每年向村集
体支付 5万元资产收益金，连续 5年，
累计可产生25万元集体资产。5年期
满后，村委和企业根据设备折旧情况，
另行商定带贫效益。

南召县石榴基地项目也将为当地
集体经济注入源头活水。除农用机械
设备微耕机、旋耕机、果树电动修剪
机、特种农用车所有权归张村所有外，
本次实施的项目，包括新建 100亩的
果园，所有权也归张村所有。负责运
营的企业每年为张村提供村集体经济
3万元，用于张村扶持企业和支持带动
贫困户发展产业。

——发挥电商优势，畅通农产品
渠道。

“有了拼多多，咱的桃子肯定不愁
卖了。”贾国锋说，搭上了电商快车，他
把桃园发展好，带领乡亲们致富的信
心更足了。

不仅目前落地的项目会受到“重
点关照”，笔者从拼多多助农部门了解
到，在下一步的发展规划中，拼多多将
立足自身优势、结合河南实际，推出一
系列服务我省脱贫攻坚、乡村振兴的
有效举措。

推动“豫农优品馆”上线运营。在
拼多多平台开设“豫农优品馆”专题页
面，打造集合河南全产业链消费品的
现场平台，同时，为河南省农产品企业
提供技术研发、流量支持和数据倾斜
等资源，加速河南省农产品上行；打造
农产品上行“数字链”。积极推动河南
特色产品的网上销售，帮助河南省土
特产品、农副产品等名优企业电商化，
推动 e货网销；推动本地直播农村电
商产业体系建设。共同打造区域农村
电商直播基地，积极引进直播机构和
供应链企业，开展农村直播电商人才
引进、培育工作；开展本地电商人才培
育和招引，借助拼多多“多多大学”等
培训机构，为河南省本地企业开发对
应培训课程，提供线上经营的必要辅
导和支持。

“作为国内最大的农产品上行平
台，我们将主动扛起社会责任，积极发
挥自身优势，为河南打赢脱贫攻坚战、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出应有贡献。”拼
多多新农业农村研究院副院长狄拉克
表示。

立足特色优势产业 助力中原脱贫攻坚

拼多多助农项目在河南集中落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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