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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玉胜

黑龙江五常大米最高售价可达每市斤
199元，但是当地稻农卖给加工企业的收购价
却不足2元。 记者采访得知，每市斤大米的加
工成本约为0.2元，加工企业通过设置不合理
订单控制稻农压制收购价， 以致稻农和企业
获利悬殊。 （1月3日《中国青年报》）

近年来，“订单农业” 以拉近农产品生产
与销售距离，密切农民与市场联系，导航农业
结构调整，保障农产品畅销等优势，备受社会
青睐， 成为时下各地竞相采用的农业经营新
模式。

订单本来是保护农民的， 是为了稳定米

源，让农民卖粮不愁，然而实际运行中，五常
市的粮企却把市场风险推给农民， 在订单中
“做手脚”，订单成了“霸王条款”，成了控制稻
农把有机稻卖给他们的“非常手段”。

米与谷之间，价格差距近百倍，按理说，
这完全不符合市场经济规律。可是，这样的离
奇现象，并非五常大米所独有———地里头5分
钱的香蕉，城里卖3元，大蒜、大豆在菜市场里
猛涨， 而给农民的收购价格却不涨……种种
怪现状，事实上形成了目前解决“三农问题”
的焦点和难点。

这些年，国家对农业发展、农业投入非常
重视， “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
予、少取、放活”，都是重要的三农发展精神。

但是，时下的农业，分散的农民各地为战，既
无法有效掌握市场信息， 又难以在市场竞争
中显示力量。农民在参与市场博弈中，因为力
量失衡而始终处于从属地位， 市场主体地位
有名无实，被别人掌握着命运，自然也就无法
在与市场其他利益相关方的博弈中分得应得
的一杯羹。

要从根本上解决五常大米之类的市场尴
尬，就必须通过体制机制的调整，使农民成为
真正的市场主体，并在利益博弈中占据主动。
提高农业附加值， 至少也要让农民分享高收
益。

遗憾的是，在黑龙江五常市，在企业与稻
农的利益博弈中，相关部门并没有采取约束企

业不良行为，维护稻农合法权益，保持“订单农
业”可持续发展的措施。五常市成立有“绿色食
品办公室”、“稻米产业管理中心”以及“大米协
会”等服务组织，并将其列为全额拨款事业单
位，但对这几个机构的职能设定，只界定为统
一行使稻米市场的引导和管理、带领企业闯市
场、维护企业利益，对维护稻农的利益却只字
未提。这种偏袒企业、忽视农民的行为，应该不
只是文字表述上的缺失。

五常米贵谷贱的 “订单伤农” 是一面镜
子，暴露出农业产业化发展中的共性问题。 在
发展“订单农业”、协调农企利益、维护流通秩
序等方面，政府主导角色要到位，管理职能不
能缺位。

重学说话
本报评论员 沈德良

说话是一门艺术 ， 这一点相信不会有
人提出异议。 如果说有必要重新学会说话，
有人可能会 “拍砖头” 了。

年前， 有位领导说过一则笑话 ： 村官
到市里开会回来， 被村民们围着问 ， “市
里领导有什么指示？” 村官对会议精神似懂
非懂 ， 好在他脑子灵活 ， 便 脱 口 而 出 ，
“领导说了 ， 明年要放肆搞 ， 做死地干 ”。
这则子虚乌有的笑话 ， 将村官善于沟通的
形象勾勒得生动、 传神。

最近，厦门警方用很“潮”的“咆哮体”制
作的治安防范脱口秀动画短片在网络上很
火。 可爱的卡通人物用咆哮的口气，介绍各
种治安防范小常识。 借助网络，换种说话的
方式，厦门警方的做法备受群众欢迎。

在老家， 常用 “鸡和鸭打讲 （说话）”，
形容交流双方互不买账的尴尬 。 据称 ， 厦
门警方之所以一改过去板起脸孔说教的做
法， 竟然是去年年初一次不成功的校园安
全宣传之行 。 “不少同学接过宣传手册 ，
直接揉成一团， 丢到垃圾箱了。” 一桩初衷
良好的事情， 却遭遇如此冷淡 ， 逼着厦门
警方想出路， 换方式 ， 学会用群众能接受
的方式说话。

思路决定出路 。 在新形势下加强宣传
的有效传播， 做好群众工作 ， 就有必要重
新学会说话。

重新学会说话 ， 关键是要说群众听得
懂、 乐意听的话。 做群众工作 ， 首先是做
人的工作。 要得到群众的认知 、 认同 ， 就
得真正走进群众的内心世界 ， 对群众的所
思、 所想、 所求有清晰的了解 ， 真正接上
地气。 板起脸孔， 打着官腔 ， 说些空泛的
大话、 套话， 即便有接近群众的初衷 ， 也
不可能取得良好的效果。

换种方式说话 ， 和重新学会说话 ， 是
做好群众工作这只 “硬币 ” 的两面 。 只有
“群众家里坐得下、 粗茶淡饭吃得进、 山泉
土酒喝得下、 家长里短聊得来”， 才有可能
“大事小事谈得拢、 难题难事解得开”。

换种方式说话， 是对群众的感情问题，
是一种站在群众角度的换位思考 ， 只有解
决这个问题， 才能解决想干事的问题 ； 重
新学说话， 则是能力与水平问题 ， 是解决
能干事、 会干事、 干成事的关键环节。

说实话 、 说百姓愿听的话 ， 是拉近干
群关系的有效途径 。 2008年起 ， 江苏睢宁
县推进 “行政语言与行政行为改革”， 其目
的就是刷新 “官场话语体系”， 掌控主流话
语权， 拉近与老百姓的距离 ， 实现有效的
社会动员， 最大限度降低社会运行的阻力
与成本。

学会并熟练地用群众乐意接受的方式
说话，说到底是转变作风的过程。 只有真正
“拜人民为师”，讲真话、实话、贴心话，群众
才要听、爱听，才会入耳、入脑、入心。

邓海建

北京插画师王云飞称湖南卫视跨年演
唱会盗用其5幅作品。 负责该晚会视觉效果
的导演彭宥纶就此回应“千万不要学某些国
内设计没有眼界和格局保守”。 之后彭宥纶
就其言论和行为道歉，称与湖南卫视和天娱
传媒无关，正与作者商讨赔偿事宜。 （1月3日
《北京晨报》）

这大概要算非常无厘头的一件事：图被
盗用了，一声谢谢没有，回头还被结结实实
教训一顿。 这不仅是王云飞的郁闷，还是知
识产权保护的任重道远。 尽管权衡之后，当
事方也发出了“公开道歉声明”，但措辞上只

承认“借用”，而不是盗用。 这就如同抄袭学
术论文，却美其名曰“过度引用”。 这样的道
歉，又有几分诚意？

最耐人寻味的，是这名视觉效果导演的
谬论：“如果我的作品被使用在这样万众瞩
目的时刻和这样优秀艺人的身上，只会觉得
非常荣幸。千万不要学某些国内设计没有眼
界和格局保守。 ”

话很“艺术”，直译下来，就是用了你的
画，别委屈、要“荣幸”，不然就是“没有眼界
和格局保守”。

是非曲直，自有法律去费心。但插画师是
靠画吃饭的，如果每幅画都这么“荣幸”，那么
他的日子一定不会幸运；画画的如此，搞音乐

的也是如此，铺天盖地的盗版，谁说不是好歌
的“命运终结者”？再推而广之，文化、艺术、创
意产业……估计都是差不多的命运。

如果没有完备的知识产权保护，如果总
是被“荣幸”，微软一定不会成为微软，一只
“苹果” 也一定不会成就乔布斯的荣耀。 相
反，它们会死得很“荣幸”。

建议这位视觉效果导演，好好地去学习
下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
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
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在这份
文件里， 有几处提到知识产权保护———“加
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 依法惩处侵权行为，
维护著作权人合法权益”、“开展知识产权保
护国际合作”、“加大对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弘扬民族优秀文化的产业支持力度，打造知
名品牌”。

据山西省纪委统计，2011年12月，山
西查处上班时间迟到早退、玩电脑游戏、
吃拿卡要、参与赌博的典型案件367起，责
任追究294名官员。

———治慵得先治臃。 （山西 张军）
中山大学医学院一门名为 《哈利·波

特与遗传学》的选修课悄悄在微博走红，
被誉为“神级选修课”。

———别过分强调“潮”而忽视“课”本
质。 （河南 李玉胜）

江苏泰州一男子倒车时，不慎撞破护
栏坠入河中，发现本应用钢筋水泥修筑的
堤坝，竟然使用芦苇秆替代钢筋。

———还能更离谱吗？ （上海 王晓涛）
复旦大学研究团队近日表示，已基本

锁定了曹操的DNA， 因此与河南文物部
门联系，希望为 “曹操墓 ”主人进行DNA
采样，但后者迟迟未有答复。

———不接招，只能导致“围观”。
（北京 张静宁）

武汉长江工商学院考研自习室实施
“专人专座”，甚至设置了“情侣专座”，以
方便一对对并肩备考的学生情侣在一起
复习。

———不能“人性化”得失去了边界。
（湖北 杨华）

杭州媒体报道，一只成本400元、市场
价600元的不锈钢锅， 若想进入杭州的大
商场，就得按照2000元的标价来卖。

———莫让“假消费”伤了“真内需”。
（浙江 周人杰）

35岁以下的女性，独自出发去迪拜旅
游，签证时要多交400元特别签证费。记者
从旅行社获悉， 加收400元的做法是行业
“潜规则”。

———如此 “国际玩笑”， 让人笑不出
来。 （湖南 冯丹）

广电总局要求全天取消所有电视剧
插播广告。 可是观众发现， 虽然电视剧
中间的插播广告被取消， 但许多电视台
播放的电视剧前面和后面在拼命插播广
告 ， 两集电视剧之间广告时间会特别
长， 有时一等就是半个小时。

不让电视剧中插播广告， 那就来个
广告中插播电视剧， 面对电视台灵活的
“软抵抗”， “限广令” 就像一记 “铁砂
掌”， 却被绵里藏针所化解。 要从根本
上改变这种被动局面， 既要控制广告的
时间， 更要把握广告的质量， 而且要把
每天的广告时长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
之内， 超出部分就像控制房价的 “房产
税” 一样， 要交纳高额 “广告税”。

文/图 吴之如

订单为何反成“伤农”手段

■一句话评论

被侵权怎么还“荣幸”了

■新闻漫画

广告中插播电视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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