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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丰收莫忘反“剩宴”
■ 张永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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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韩慧

观察

近日，媒体报道广西南宁高峰
天然香料物流中心（以下简称高峰
市场）出售大量经过硫磺熏制的八
角，经检测，有的八角二氧化硫残留
量达500mg/㎏。随后，广西市场
监管局对高峰市场进行全面检查，
目前已查封141吨八角香料送检。

用硫磺熏制八角，据称在当地
是公开的秘密，也是商家打入市场
的“利器”。八角经硫磺熏制后品相
好、易存放，一些商家为骗取消费者
好感，谋取商业利润，将食品安全抛

诸脑后，已经突破了底线。
硫磺八角本应被市场抛弃，却

在当地形成了庞大的产业链条，原
因何在？报道中，有商户一句“检查
之前会通知我们”就道出了玄机。
走走过场、做个样子的检查，不但检
不出任何问题，反而是在为硫磺八
角涂抹“保护色”。

谁给硫磺八角“开绿灯”，就要
对其“亮红灯”。打击硫磺八角黑产
业，首先就要打掉“保护伞”。

（图/闵汝明 文/韩慧）

观点撷英

捆着手脚喊冲锋
只会让基层做虚功

■ 马亮

谁在为硫磺八角“开绿灯”？

合力净网 给未成年人一片网络净土

秋分是重要的节气，也是专属农
民的节日。刚刚过去的2020年“中国
农民丰收节”，全国各地开展了丰富多
彩的庆祝活动。视频里、镜头中，一张
张笑脸，是对收成的欣慰，是对未来的
期待，触人心弦，温润人心。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一米
一粟、一蔬一果、一鱼一蟹……这些收
获意味着多少回起早摸黑，多少次汗
流浃背？对于这些，农民是不大会过多
讲述的，因为在他们看来，种粮打谷需
要吃苦流汗，这是再寻常不过的事情。

然而，正是这种对“寻常之事”的“寻常
之见”，让感情真挚、情怀炽热的古诗人
深受触动，发出了“谁知盘中餐，粒粒
皆辛苦”的感叹，吟出了“采得百花成蜜
后，为谁辛苦为谁甜”的诗篇。

丰收背后是艰辛付出，正如繁华
之中常常凝结着心血。当然，如今科
学技术发达，农民可以不必像以前那
样辛苦，而交通运输的通畅便捷，也使
得食物的获取变得相对容易。可是，
物品丰盛了，吃食变多了，获取没有那
么难了，有人也越来越挑食了，面对着
满桌饭菜，不过略动几下勺筷，便将半
拉的“剩宴”倒进垃圾桶；还有人越来
越讲究排场了，三五好友饭馆小聚，不

管能不能吃得了、消化得掉，也得杯盘
罗列，仿佛不如此就不足以尽东道之
谊，就会没面子、失身份……从厨房到
餐桌，从家庭到餐馆，多少食材就这样
浪费了，多少粮食就这样消失了！统
计数据显示，我国每年浪费的粮食约
3500 万吨，接近全国粮食总产量的
6%，念之令人痛心。

古人常说：“余粱肉者，难为言隐
约；处佚乐者，难为言勤苦。”现实大抵
是这样的。没有在冰天雪地里踯躅过
的人往往不会感到暖室轻裘的舒坦，
没有在饥饿中挣扎过的人往往体会不
到吃饱肚子有多么重要，没有在烈日
下挥过汗的人往往不会懂得收获的来

之不易。实际上，探究生活中“舌尖上
的浪费”的原因，就在于有人只看到食
物的丰盛而没有看到劳动者的付出，
享受着劳动的成果而没有体验到劳动
的艰辛，耽于眼前生活的富足而忘记
了人类历史上的“饥饿记忆”，丢掉了
应有的忧患意识。

国人为人处世，常常讲究不忘
本。何谓“不忘本”，或许仁者见仁、智
者见智，但有一点应该是共识，就是

“知所从来”，做到饮水思源。如果对
农民而言，不忘本就是相信一分耕耘
一分收获，“汗流到田里总会长出稻子
的”，因而敬畏天时、不误农时，一心侍
弄庄稼，珍惜每一粒粮食；那么，对其

他人来讲，则应当在生活中不忘感知
劳动的艰苦，自觉珍惜一切劳动成果，
养成勤俭节约习惯。即便自己从来没
有受过那份苦、遭过那份罪，不能对他
人劳动的艰辛感同身受，至少也不能
随意浪费甚至糟蹋他人的劳动成果。
须知，能否意识到这些，不仅涉及尊重
劳动、尊重劳动者的问题，也关乎人的
价值取向、品格问题。

“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
织，或受之寒。”“一粥一饭，当思来处
不易；半丝半缕，恒念物力维艰。”在
丰收节期间，重温这些老话，旗帜鲜
明反对铺张浪费的“剩宴”，大概不算
是老生常谈吧。

为给未成年人打造一个文明、
健康的网络环境，中央网信办联合
公安部、教育部重拳出击，于 8 月启
动涉未成年人网课平台及网络环境
专项整治。截至9月中旬，累计关闭
违法违规网站平台 6000 余家，集中
清理危害未成年人身心健康的“祖
安文化”“黑界”等不良信息 97.5 万
余条，处置相关问题账号、群组 64.7
万余个，有力震慑了利欲熏心、将未
成年人当成“围猎”对象的不良商
家。这一组数据也从侧面反映出，
当前网络形势不容轻视，整治网络
环境，为未成年人打造一方净土刻
不容缓。

现代社会，成年人的生活离不
开网络，未成年人的学习和生活同

样需要网络。线上作业、线上社交、
网络游戏等，已经成为越来越多未
成年人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相关数
据显示，2019 年我国未成年网民规
模为 1.75 亿，未成年人互联网普及
率达 93.1%。特别是随着线上教育
的兴起与发展，未成年网友更加低
龄化。网络教学为未成年人提供丰
富的教育资源的同时，也让一些不
良信息有了可乘之机。比如，一些
涉黄涉暴的不良信息藏身于专门服
务未成年人的网课平台，强行弹窗
推送，令人防不胜防。网课平台上
出现的一条条不良信息，如同一个
个张着大口的陷阱，孩子们只要轻
轻一点，就会被带到涉黄涉暴的环
境之中。而未成年人社会经验和认
知能力不足，无法辨别信息的良莠
是非，同时缺乏自制力，容易受到误
导，甚至走上歧途。

全力呵护未成年人身心健康，
重拳整治网络环境是必为之举。整
治网络环境，首先要把网络环境等

同于校园环境一样重视。其次，鉴
于网络不良信息的隐蔽性，整治行
动要建立长效机制，多些“回头看”，
防止问题反弹。其中，不妨多些运
用科技手段，强化对平台的监管，发
现一起处理一起，倒逼网络平台压
实主体责任，加强内容审核，从源头
上铲除不良信息的滋生土壤。另
外，学校与家长也要加强沟通、联动
一体，注重对未成年人媒介素养的
培养，帮助未成年人增强信息甄别
能力，自觉抵制不良信息。唯有举
全社会之力，环环紧扣，形成合力，
才能为未成年人筑起网络安全的防
火墙。

未成年人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
希望，为未成年人打造一个清朗的网
络环境，符合全社会的共同利益。只
有出重拳，敲重锤，持续发力，让不良
信息无处藏身，让违法违规平台无利
可图，才能真正为未成年人提供一片
网络净土，让孩子们在文明、健康的
网络环境中健康成长。

据《半月谈》报道，目前基层组织存在假借标准化
和规范化管理之名而产生的形式主义，让基层干部不
得不“捆着手脚喊冲锋”，导致基层组织做“虚功”和工
作“走形”。这些自上而下推行的考核评比，使大量人
力、物力和精力浪费在填表、留痕和做台账上。

标准化和规范化的管理“好心办坏事”，在于一
些政府部门误把手段当目标。有些政策不切实际，
本是给基层减负的做法，却导致更多的繁文缛节。

基层干部本应将时间精力用于服务群众，但是
为了所谓的标准化管理，不得不成为疲于奔命的“表
叔”“表姐”。这不仅会影响工作效率，而且伤害基层
干部的公共服务精神，使他们怀疑工作的意义，进而
产生无力感乃至职业倦怠。

要想减少此类问题，首先要转变政府部门的管
理观念，更加注重结果导向和以人民为中心。政府
部门进行管理应突出结果和影响，更加强调民众的
获得感和满意度，而不是看样板、翻文件和走过场。

避免基层管理走向歧途，需要政府部门切合实际
制定政策，考虑不同地区具体情况，避免“一刀切”的
标准化管理导致政策执行的水土不服。这也需要政
府部门多从基层工作的“神经末梢”出发，多问计于
民，用人民满意与否来衡量基层工作成效。

其次，在做好底线管理的同时，应当赋予基层组织
更大自主权，使其能够因地制宜和敢闯敢试。精细化
管理需要规范和标准，但是不能不加限制。由于手机
App等联络方式日益便利，很多政府部门热衷于通过
这些软件对基层进行管理。殊不知，这种工具主义和
技术决定论的管理导向，可能使基层工作南辕北辙。

基层干部在工作一线冲锋陷阵，需要应对各种情
形，很多都是新生事物。在做好底线管理的同时，政府
部门也要放手，使基层拥有较大自主权，为其提供充足
的资源和能力支持。因此，需要真正落实容错纠错的
激励机制，激发基层干部的担当作为精神。

与此同时，加强基层信用建设，重建政府部门和
基层组织之间的信任机制也极为必要。政府部门之
所以对基层组织进行规范化和标准化管理，就在于
过去一些管理不够规范，存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
和“跑冒滴漏”等问题，甚至诱发小官巨贪。但是，政
府部门的管理不应从一放就乱的极端走向一管就死
的另一个极端。特别是一些政府部门对基层组织不
够信任，规定各个环节都要严丝合缝，使管理成本和
组织内耗大大增加。因此，要重建上下级政府部门
和基层组织的信任机制，加强组织承诺和信用管理，
使上下级部门之间彼此默契而不是相互提防。

政府部门和基层组织都为做好群众工作，双方
应加强合作、增进互谅，协同推进基层工作，更好地满
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摘编自《中国青年报》）

相关链接相关链接应农垦改革而生。自2017年12
月注册成立以来，海南白沙农场集团
有限公司通过社会职能和公共服务全
面属地化移交管理，在顺势而为中减
轻了企业负担，自此按照现代企业制
度规范运行管理，踏上了一心一意谋
发展的新征程。

心有所信，方能行远。按照长远
规划，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正
在找准现有的产业禀赋，紧抓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机遇，充分发挥白沙陨
石坑的资源优势，以优化和调整产业
结构为重点，做大做强生态茶产业，逐
步拓展以橡胶产业为核心的热带高效
农业，做精做优休闲旅游和康养产业，
努力打造成为竞争力强、管理科学以
及可持续发展的国有县域龙头企业。

依托陨石坑优势
做大“薄沙”茶品牌

近日，朝阳缓缓撩开薄雾，在白
沙牙叉镇志针村娥皇岭茶叶基地，一
垄垄修剪整齐的茶树透着嫩绿。海
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2020年度
茶青采摘技能比赛的现场，茶农们斜
挎着竹篮或是背篓，在指尖飞转间就
将一枚枚饱满又鲜嫩的茶青采摘入
篓筐里。

“要拼数量，更要比质量，要选一
芽两叶的鲜嫩芯叶，这是采摘比赛的
重要考核标准。”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段学俊介绍，近年来，该企
积极响应白沙县委、县政府精准扶贫
的倡议，主动扛起国有企业的社会担
当，利用白沙陨石坑周边土壤中含有
丰富矿物质的资源优势，与牙叉、元门
和细水3个乡镇共计306户农户（其
中127户为建档立卡贫困户）合作建
立1500亩生态茶园，并与农户签订茶
青保底收购协议，自2018年迎来首轮
采摘收成以来，该企业以高于市场价
的价格收购合作农户的茶青，稳步提
升农户收益。

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生产
的“薄沙”绿茶，茶形绿润起霜，经高温
冲泡后，汤色翠绿明亮，香气浓郁，回

味甘甜醇正持久；而“薄沙”红茶，茶形
肥壮紧实、匀整，茶香鲜浓醇厚。“薄
沙”茶2018年12月首次亮相冬交会，
就收获不少宾客好评，并达成意向合
作。现今，该公司已在原生态茶园小
镇建成茶叶车间，按照规划每年可加
工生产干毛茶约500吨，同时配套接
待、展览、品尝、办公、检验、冷库等辅
助用房，为“薄沙”茶的生产与制作提
供有力的技术支撑。经过不懈努力，

“薄沙”红茶荣获2019年世界红茶产
品质量推选活动金奖。

下一步，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
公司将继续扩大自主生态茶园种植面
积，整体推进白沙陨石坑周边的茶叶
规模化种植；同时，加强茶园升级改造
和标准化管理，努力打造现代化茶叶
种植示范基地，大力发展茶业加工及
精深加工业，强化“薄沙”品牌宣传推
介，成规模化种植、产业化经营、市场
化销售为一体的“薄沙”品牌营销。

打造示范点位
力推茶旅融合发展

位于白沙农场场部原址（牙叉镇）
的原生态茶园小镇，生态优美，溪流潺

潺，茶树梯田景观视野开阔，景观美不
胜收。

好山好水出好茶，茶香茶韵亦
能引客来。据悉，自2017年开建以
来，这一规划面积达 130 公顷的项
目依托原址自然景观及黎族文化和
农垦文化资源，将茶产业与旅游业
相结合，建设一个集生态茶叶生产、
茶园观光休闲、黎族文化体验、乡村
养生度假为一体的茶园小镇，并力
争打造成为4A级景区，让白沙这一
独特的茶园景观成为茶旅融合新业
态。不少游客表示，能在这般景致
如画的生态茶园里居住小憩几天，
再亲自体验茶叶采摘、杀青、揉捻成
型、烘干等工艺流程，是一种很好的
休闲度假体验。

茶产业赋予了白沙旅游业新的内
涵，旅游业则助推了白沙茶产业更新
升级，两者融合发展具有广阔的商机，
前景值得期待。据悉，白沙原生态茶
园小镇三期规划设计目前已完成，届
时将引入社会资本，全面提升小镇生
态旅游、休闲娱乐、疗养服务功能，实
现小镇良性运营。

“先打造示范点位，再连点成线，
最后串线成带。”海南白沙农场集团

有限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周怀胜介
绍，依托我省财政部门关于中部地区
农业发展资金的扶持，白沙绿茶生态
茶园及精细加工与观光旅游一体化
建设项目实施以来，结合白沙旅游规
划布局，利用陨石坑国家地质公园、
松涛水库上游的地理优势，打造集茶
园观光旅游、亲子体验、休闲度假、品
茗、旅游购物于一体的原生态茶园小
镇，融入白沙全域旅游，促进茶旅一
体化运营发展。

扛起国企担当
谋划产业惠民生

谋发展，创特色，更要放眼长远培
育新产业，着力打造农场公司企业“航
母”，这俨然已成为海南白沙农场集团
有限公司干部职工的共识。

据悉，根据白沙“多规合一”规划，
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将充分利
用农场管属土地资源及区位优势，在
做强茶产业和保持核心胶园的同时，
盘活土地资源，调整产业结构，引入社
会资本，淘汰低产报废胶园，种植热带
高效作物，培育热带高效农业和非胶
产业，打造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田

园综合体。
值得一提的是，为落实今年省政

府关于基层教育卫生人员安居型商品
住房项目（以下简称安居型商品房）建
设的部署，白沙县委、县政府研究决
定，白沙安居型商品房的建设单位为
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

“统筹安排，抢抓进度，目前已完
成项目评审、方案设计，并报送至白沙
有关部门审核。”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
限公司董事闭举宁介绍，白沙安居型
商品房项目的建设地点位于牙叉镇，
西侧为碧绿小区，南侧为南湖小区，北
侧为南叉河，规划建设13栋地上11
层住宅楼以及相关居住配套，住宅总
户数为422户，计划投资2.4亿余元。
闭举宁补充说，目前，该项目已进入场
地平整、招标等工作。

据了解，在疫情防控工作中，海
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主动扛起
国企担当，积极践行社会责任，投入
近 2 万元，设置 17 个防控点，安排
91人落实疫情防控工作，同时主动
为该企业所属的近 40 家承租商户
（个体户）减免 3 个月房租约 30 万
元，全力帮扶个体商户克服疫情影
响渡过难关。

“薄沙”品牌的由来
原白沙农场于1965年前后开始种植茶叶，自

有一套完整的茶叶种植、加工、销售流程。因农
垦管理体制改革，2009年6月，原白沙农场茶产
业（包含“白沙绿茶”品牌）全部划归海南省农垦
集团公司所有。2013年底，白沙农场整体划归白
沙黎族自治县属地管理后，于2015年重新开始种
植和打造“薄沙”品牌系列产品。

据介绍，在白沙陨石坑周边，每逢清晨，山间
谷地云雾缭绕，宛如层层薄纱缭绕林间，一方面，

“薄沙”茶寓意茶叶口感如薄纱一般轻盈令人回
味，另一方面，据史料记载，白沙是因清康熙二十
八年曾设“薄纱营”作为军事据点屯兵戍守而得
名，之后，“薄纱”才逐渐演变为“白沙”。

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有关负责人认
为，以“薄沙”二字作为白沙茶产业的创新品牌，
不仅蕴含了白沙本土历史文化，也可寓意为如今

“白沙牌”的正本溯源，象征着新品牌在涅槃重生
后，将拥有更加强大的市场活力与品牌价值。

海南白沙农场集团有限公司致力打造多元化产业县域龙头企业

稳中求进 一心一意谋发展

（撰文/玉荟 图片/阮琛）

海南白沙陨石坑茶业有限公司茶厂。

海南白沙陨石坑茶业有限公司茶厂现代化
的生产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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