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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翔

让盐碱地变高产田， 让好农货
走出大山， 分别是袁隆平老人和阿
里巴巴的愿景。 6月13日， 两者有了
令人眼前一亮的联结点———袁隆平
领衔的青岛海水稻研发团队， 加入
农村淘宝发起的“亩产一千美金”计
划，致力于让更多农民增产增收。 海
水稻的种植推广将成为双方合作的
首个项目。

一直以来， 土地盐碱化是阻碍
乡村脱贫的重要原因之一。 我国目

前约有盐碱地15亿亩，分布在西北、
东北、 华北及滨海地区在内的多个
省区。 海水稻项目如果能实现大面
积推广种植， 不但可以增加我国粮
食产量，还可帮助当地农户脱贫。 袁
隆平希望未来三年内， 在全国推广
种植一亿亩杂交海水稻。 每亩按最
低产量300公斤计算，每年可增产粮
食300亿公斤，相当于湖南省全年粮
食总产量，可以多养活8000万人口。

但是，光有好产品还不行，光有高
产量也不行，还得卖得出去，而且要卖
个好价格。 马云此前曾说，“袁隆平先

生把亩产做到一千斤， 我们互联网技
术，要争取把亩产做到一千美金”。 袁
隆平海水稻终端品牌“袁米”的种植和
推广， 开创了知名科学家与知名企业
共助农村扶贫的新模式———科学家让
资源禀赋差的贫困地区也能种出好产
品， 互联网企业则让好的农产品直接
对接亿万网上消费者。

国务院办公厅早在2015年12月
就印发了 《关于促进农村电子商务
加快发展的指导意见》， 强调到2020
年初步建成统一开放、竞争有序、诚
信守法、安全可靠、绿色环保的农村

电子商务市场体系。 农村电商不仅
是一门在未来颇有想象空间的生
意， 更是被寄予厚望的农村扶贫战
略和农民致富之路。 此次合作，意味
着农村扶贫的 “互联网+农业 ”模式
进入到更深层次协同。

科学家与大企业紧密合作的
“互联网+袁隆平”模式，帮助广袤乡
村找到自己的比较优势、 拥有自己
的拳头产品、顺利融入互联网时代，
并放大农村电商的社会效益， 这是
一条值得期待的农村扶贫与乡村振
兴之路，我们为此叫好！

杨维兵

近日， 成都玉林四巷因手绘墙
走红网络。 这条小巷不过百余米长，
一侧围墙上绘满了小猪佩奇、 兔子
朱迪、狐狸尼克等卡通人物，另一侧
围墙上则绘有不少经典爱情故事中
的人物，许多市民慕名前往参观。

文化建设是一个系统工程 ，也
是一个久久为功的长期过程， 离不
开党委政府的重视， 也需要一大批
有心人的培植，需要创意的参与。 成
都“网红小巷”，原本沉寂，但因为一
批画家在围墙上手绘了很多市民喜
闻乐见的卡通人物和影视人物 ，便
轻而易举从众多千篇一律的小巷中
凸显出来，成为民众向往、网友追捧
的网红。 随着附近网红美食的汇聚
和街头艺人表演场所的规划， 它很
大概率将成为成都独特巷道文化的
新亮点， 成为展示一座城市包容与

创新精神的新名片。
一座城市， 没有文化就没有灵

魂。 区别于物质层面的事物，文化建
设要有积淀，要体现个性，体现与时
代共舞的气质。 网络时代网红很多，
一条并非“高大上”的老旧小巷之所
以在网络空间爆红，就在于小巷背后
的人为其注入了丰富的文化元素和
时代内涵，令其瞬间“活”了起来。

随着经济社会快速发展， 很多
城市规模越来越大、人口越来越多，
但大同小异的高楼与街道之间并没
有多少文化气息。 城市文化需要沉
淀，更需要培植，在建好文化设施的
同时， 我们要结合实际情况有意识
地培育城市文化， 使城市成为开放
进取、多元包容的时代舞台。

但愿越来越多的“网红文化”在
越来越多的城市涌现， 成为弘扬中
华文明的新载体和展示城市创新文
化的新窗口。

戴先任

微信是一种现代化的信息平
台。 微信群以其便捷、互动、无纸化
等独特优势， 为社交互动提供了诸
多便利， 也为当前不少党政机关干
部所青睐，微信工作群被广泛使用。

现实中， 一些微信工作群却变
了味，值得引起重视。 比如有的微信
工作群变成了一些人作秀的场所 ，
如频频在群里分享各种 “工作照
片 ”，换取领导表扬 ；有些领导本应
到现场去检查工作， 却只要求基层
拍个照片发到群里，这样就算过关。
另外， 有的微信工作群成了 “拍马
群 ”，一旦领导在群里发表 “高见 ”、
秀爱好，廉价的点赞立马蜂拥而来；
还有的微信工作群
滋生了各种腐败问
题，一些干部在微信
工作群以半真半假
的形式索要红包，且
“效果”往往不差。

微信工作群并
没有原罪 。 一些微
信工作群 “变形走
样 ”， 并 不 是 新 问
题 ，是形式主义 、官

僚主义等不正之风开辟的 “新战
场”。如果放任微信工作群“变形走
样”，就会助长新的官僚主义 、形式
主义 。 当然 ，指出微信工作群存在
的问题 ，并不是要禁止使用微信工
作群，而是要注意到 “四风 ”渗透的
新动向 ，旗帜鲜明地向 “四风 ”变种
举刀亮剑。

好东西要用好， 就要保障它的
纯粹性。 新的政策法规对微信等网
络平台出台了很明确的规定， 网络
世界不再是法外之地。 应以此为据，
加强对微信工作群的管理， 让其回
归服务工作的正轨。 只有对“四风”
问题在微信平台上的新变种进行及
时而有力的遏制， 才能保证政治生
态的“绿水青山”永不蒙尘。

江德斌

一年一度的“6·18”电商年中大
促销已拉开帷幕， 微信朋友圈内的
各类社交拼团信息都打上了“6·18促
销”标签。 社交拼团往往打着熟人经
济、亲情友情牌，将很多消费者裹挟
其中。 在“买买买”的狂欢中，消费者
应警惕拼团平台以次充好、 成假冒
伪劣“下水道”。

近年来，随着阿里巴巴、京东等
传统电商平台加大打假力度， 很多
不法分子将“假冒伪劣”搬入社交电
商平台， 导致其成为假冒伪劣产品
聚集地，用户投诉的声音不绝于耳。

比如2015年成立的拼多多，就是
电商界一匹“黑马”。 它依靠社交渠
道 “病毒式 ”营销 、低价拼单模式迅
速做大， 仅2年多时间就拥有了3亿
用户、月成交总额突破30亿元，令人

刮目相看。 不过，由于入驻门槛远远
低于同行，拼多多正在成为被淘宝、
京东淘汰的不法商家的温床。 中国
电子商务研究中心2016年的调查显
示， 拼多多在全国投诉量跃居行业
第一，高达13.12%。 2018年2月，中消
协也通报拼多多存在售假行为 ，售
假产品集中在运动鞋、箱包、化妆品
等领域。

电商业发展至今， 商业模式和

管理制度逐渐趋于成熟， 对商家的
资格审核、对违规违法商品的打击，
各大平台均有规范工作流程。 拼多
多起步较晚，站在电商巨头肩上“摘
果子”， 理应学习成熟的管理经验，
主动屏蔽制假售假者， 将假货扼杀
在摇篮里，防范消费者遭到伤害。

在消费升级的大背景下， 如果拼
多多们不抓紧进行整顿、 完善管理制
度、补上市场教育环节，反走“消费降
级”路径，发展必不长久。 “6·18”大促
销， 请让消费者看到你们的决心与
诚意。

� � � � 高考才结束，一批 “野鸡大学 ”开
始浮出水面，迷惑群众。 它们抛出的种
种诱惑让一些考生和家长颇为心动。

但“野鸡”终归是“野鸡”。 无论考
得如何， 家长和考生都不要在忙乱中
失了分寸，不仅要识别“野鸡大学”，还
要谨防“内部指标”、伪造“自主招生 ”
等以高考招生为名的各种诈骗手段。

画/陶小莫 文/方燕

“互联网+袁隆平”
开辟兴农扶贫新路径

沉寂小巷“爆红”的启示

警惕微信工作群“变形走样”

莫让“6·18”大促销成假冒伪劣“下水道”

谨防“野鸡大学”

新闻漫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