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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华社海口 9 月 12 日电(记者凌广志、刘
邓、代超)在海南岛说起“茶姐”，人们都知道她
的名字叫郑丽娟。她在五指山深处的水满乡茶
山上埋头干了 17 年，培育出的“椰仙”有机红茶
成为海南茶叶的知名品牌。面对人们的羡慕和
赞许，快人快语的郑丽娟却向记者道出了她沉
甸甸的心事。

心事一：如何让五指山的品牌
响当当

五指山是海南岛的生态核心区和水源涵养
地，700 米左右的海拔，北纬 18 度的地理位置，

具有天然的优质茶叶生产条件。在时断时续的
蒙蒙细雨中，郑丽娟带记者登上了她的茶园，放
眼望去群山环抱、云雾缭绕，五指山的“大拇指”
高高耸立。郑丽娟说，虽然这里是茶叶生产的好
地方，但生态容量有限，如果粗放生产经营，就
太对不起这好山好水了。从搞茶园开始，她就坚
持不用化肥、不打农药，人工除草。尽管员工们
认为这是“钱多人傻”，不愿那么辛苦，但郑丽娟
还是坚持下来。

2015 年 11 月，以“琥珀汤、奶蜜香”为特色
的“五指山红茶”获批国家地理标志产品，自此
凡是水满乡附近六公里范围内的种植户、合作
社都可以共享这个公共品牌。“我最自豪的是与
母亲肖玉芳两代‘茶姐’打造了两个国家地理标
志——— 五指山红茶和澄迈苦丁茶，这都是地方
的无形资产，能够造福一方。”郑丽娟说。

然而越做得好，郑丽娟越感到问题突出：
一些茶场不做有机茶，加工制作也不精良，有
些外地红茶也打五指山红茶的牌子。作为五指
山市茶叶协会的会长，她经常向十几家会员企
业、合作种植户和市领导游说：“做茶园是需要
几代人努力的，不能急功近利，五指山要有国
际范儿，追求做到最精致，用工匠精神树百年
品牌。”

心事二：如何让好山好水成为
金山银山

五指山是海南少数民族聚集地，也是国家
级贫困县。郑丽娟开办茶场以来，就一直把带动
周边黎族、苗族群众脱贫致富作为努力目标，每
年将育好的种苗，免费送给村民种，上门手把手
指导。

目前仅郑丽娟带动的农户就有 80 多户，其
中一半是贫困户，无论是在茶场打工还是向茶
场卖茶青，都有较好的稳定收入。采访中，只见
头戴斗笠身披蓑衣的十几名黎族妇女正在采
茶，在茶园工作两年半的王菊荣告诉记者，她每
个月都能采 20 多天茶，工钱一天 80 元，收入稳
定，还可以照顾家和地里的农活。

谈起五指山市作为国家级贫困县的脱贫

攻坚，郑丽娟显得有些激动：“五指山有这么
好的自然禀赋，有什么道理受穷呢？关键是
要转变理念，这里的一草一木、山山水水都
有取之不尽的财富啊。”作为“茶姐”的郑丽
娟，过去开口闭口说的是茶产业，现在又经
常把旅游、脱贫等词挂在嘴边。水满乡有保
存完好的黎族古村落、大峡谷漂流，本地产
的山兰稻、野生灵芝、五脚猪等资源也是宝，
连茶山上的各种野菜都是城里人喜欢的稀
罕物。

现在郑丽娟正谋划着打造一个可以媲
美台湾阿里山的茶文化园，让丰富的旅游资
源与茶文化形成良性互动，给附近的黎族、
苗族群众提供多种就业岗位和销售农产品
的机会。

五指山市委书记宋少华说，有郑丽娟这

样的企业家带动，五指山就会走出一条利用
本地资源优势的绿色脱贫路子，早日摘掉贫
困县的帽子。

心事三：如何培养更多当地
农技人才

名牌大学毕业的郑丽娟，2001 年从广州
的名企辞职来五指山创业时，茶园没有电，过
河没有桥，划竹筏子运送茶树苗和建筑材料
的场景仍记忆犹新。办事风风火火的郑丽娟，
这些年跑坏的越野车就有 4 辆，每辆行程 38
万公里以上。

越创业，越感到人才缺，招不到人，也难
留人。做事不怕难的郑丽娟，在这件事上可真
犯了愁：“去城里读书的山里孩子都不愿再回
归山林，我劝他们来学做茶，一年给他们十多

万元，还是难以打动人家。”在茶园，两位在此
实习的女大学生身穿黎族服装，帮着泡茶接
待各地来的客人，郑丽娟一有时间就带着她
们上山学采茶，就是存着一份“私心”——— 希
望她们能投身到茶文化事业发展中。

有一个现象让为人才发愁的郑丽娟更加
忧心：五指山的农校很难招到学生，专业设置
不能适应市场需求，这与企业迫切的人才需
求形成强烈反差。“可能很多学校并不知道企
业的情况，也不做市场调查，海南在茶文化、
茶产业的专业教育上是空白的。”

现在郑丽娟企业里的员工大多是 50 岁
以上的老茶工，40 岁以下的只有几个人，还
是 2008 年以前从华南地区几所有茶专业的
学校招的。郑丽娟盼望职业教育多培养本地
生源的农业技术人才。

新华社长沙电(记者周勉)从“抓
狂，脾气都没处发”，到“我会留在这
里，尽我所能做到更好”的转变，湖南
省衡阳市特殊教育学校的体育老师欧
阳吉彦用了十年时间。

2007 年，从上海体育学院运动康
复专业毕业的欧阳吉彦上班第一天就
“抓狂了”。当他推开“培智班”教室的
门，看到的是篮球砸碎灯管、拖把漫天
飞舞的场景。而这还仅仅是个“下马
威”，更多让他抓狂的事还在后面等着
他。

比如投篮，即使教一百遍，孩子们
还是站在原地连手也不抬，就把球轻
轻丢出去。实在忍不住发脾气，得到的
回应却总是一张笑脸。再比如小解，有
的孩子总学不会去厕所，一天能尿湿
五条裤子。半学期不到，欧阳吉彦就用
坏了三个电吹风。

长时间重复教同一件事却毫无效
果，特别让人难以忍受。加上感觉完全
无法沟通，这种憋屈险些让欧阳吉彦
染上了酗酒的恶习。

实在憋不住了，他把放在家里的
十多个教学用的篮球拿出来，用刀一
个一个狠狠扎破，发泄着吼道“我不干
了”。

上海特奥会的观摩经历“拦”了他
一把。

当时，欧阳吉彦被一群踢五人足
球的孩子精妙的配合深深震撼。向球
队教练请教之后再对比自己的不足，
他终于明白，要让孩子们服从，除了极
大的耐心，关键要把简单粗暴的指令，

换成亲力亲为的互动。
回到学校后，他和几个同事设计

了各种“不讲规则”的体育游戏，唯一
的要求是老师们必须亲自参与，而且
孩子们不尽兴就不能停。奖励机制也
变着花样来，最初是每完成一个动作，
就奖励一块糖果。没多久这样的方式
失效了，又换成“积分制”，过一段时间
再换回去。

2012 年女儿出生了，欧阳吉彦也
变得更有耐心。课表上每周原本只有
3 节体育课，但他实际要上 20 节。“每
个孩子都不同，必须一对一开小灶。”
他说。

2014 年，为了深入了解自闭症，

欧阳吉彦把一个叫刘林鹏的男孩带回
家同吃同住，照顾他的饮食起居，训练
他打球跑步。刘林鹏时常会毫无征兆
地抓扯陌生人的头发，这让欧阳吉彦
无数次“背锅”，甚至挨揍，但他始终赔
着笑脸给人解释。每天早上六点，不管
刮风下雨，他都会用绳子把两人拴在
一起，一前一后带着刘林鹏跑步。

蹲踞式起跑这个简单动作，普通
人几分钟就能学会，但一个叫张浩文
的孩子却花了两年时间。“一开始他连脚都不会弯一下，我
就在地上画画、仰面躺下跟他说话，想尽办法吸引他的注意
力。最后为了解决双脚外拐，双手不能撑地的问题，还用上
了夹板。”欧阳吉彦说。

张浩文后来在特奥会拿到一块百米赛跑铜牌。欧阳吉
彦说，其实特奥会有专门的一套规则和计分体系，蹲踞式起
跑反而会吃亏。“那花两年时间去练这个动作，有必要吗？”
对于记者的不解，欧阳吉彦说：“对我和我的学生来说，体育
不是竞技，甚至也不是锻炼，它是一种恢复，让孩子们重新
参与到正常生活中。”

肖乐乐的变化就是对这番话的最好诠释。这个患有唐
氏综合征的女孩曾极度内向。后来，拿到一块特奥会金牌的
她变得“自信心爆棚”。回到学校后，还一度叫嚷着“我是冠
军”而不屑于进教室。如今，早已毕业的肖乐乐已能独自上
街买菜，为家人烹制中晚餐。前几天，肖乐乐的妈妈用微信
传来一张番茄炒蛋的照片，邀请欧阳吉彦去家里做客。她还
写道：“谢谢你欧阳老师，让我们没有放弃乐乐。”

十年来，欧阳吉彦带领孩子们拿了许多特奥会的奖牌，

但这并非他最看重的事情。“我要把自己摸索出的经验全部
施展出来。”他说，由自己牵头编写的《培智运动保健课程》
教材已经拿出大纲了。而他最大的心愿就是充分发挥出体
育在特教中的基础性作用。

采访结束时记者问他，现在还会发脾气吗？欧阳吉彦愣
了愣，随即哈哈笑道：“早就不发了，因为已经没脾气啦！”

(注：文中所有学生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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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指山“茶姐”的心事

半年猛产 5000 部，网络影视作品井喷
如此高产能保证质量吗？内容注水、明星刷脸等问题仍待解决

新华社上海 9 月 11 日电(记者许晓青、陈
爱平)4000 多部网络电影、近 400 部网络剧、
568 部网络动画片、84 部网络纪录片，国家新
闻出版广电总局上周在 2017 上海网络视听季
暨第九届中国网络视听产业论坛上公布的一组
最新数据显示，2017 年上半年，各网站在总局
备案播出的上述四种影视作品总计约 5000 部。

不过在耀眼夺目的数据面前，网络影视作
品“高产量不等于高质量”的现象，也屡遭观众
吐槽，甚至成为一种“顽症”。近日举办的“2017
上海网络视听季”活动中，政府管理部门和行业
代表再度反思问题，提出解决之道。

数据飘红

网络平台自制能力“井喷”

“2017 上海网络视听季”系列论坛上，国家
新闻出版广电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司长罗
建辉证实了网络电影和电视剧生产的“井喷”。
他说，我国网络视听节目生产持续高速增长，网
络视听市场需求日益旺盛。

同步数据还显示，2017 年仅腾讯在自制剧
领域的投入就同比增长 65%，自制动漫投入同
比增长 1 0 0 % ，自制纪录片投入同比增长
233%。

腾讯公司副总裁、企鹅影视 CEO 孙忠怀
在相关论坛上透露，“自制比例大幅提升”是今
年腾讯视频排播网络影视作品最显著的特点。
此外，通过人才引进和外部协同合作，参与自制
的核心团队规模超过 200 人。

追溯到 2014 年，网络视听平台爱奇艺率先

提出了“网络大电影”概念，被网友昵称为“网
大”的这种影视作品指专门为线上观众制作
的电影。数据显示，2015 年网络大电影全网
上线超过 650 部，到 2016 年超过 2000 部。

据爱奇艺高级副总裁杨向华介绍，2017
年前 8 个月，爱奇艺投资超过 100 万元的影
片数达 210 部，超过了 2016 年全年，制作成
本大多集中在 100 万到 300 万元间，投资超
过 300 万元的占总数四分之一。

内容注水、明星刷脸

作品仍良莠不齐

与投入和生产数据大幅飘红相对应的
是，网络作品的质量依然良莠不齐。尽管近年
来各大网络平台加强了自制产品的思想性、
艺术性、观赏性引导，但还存在不少问题。一
组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共处理 155 部存在内容低俗等违规问题
的网络原创节目，其中对 125 部严重违规节
目做了下线处理，对 30 部违规节目做了下线

重编处理。
罗建辉指出，部分企业社会责任意识还

不够强，违规传播低俗内容的情况时有发生，
内容质量的提升还有很大空间；在这一形势
下，网络视听产业如何走好今后的道路，是必
须认真思考的问题。

在同期举办的网络剧沙龙上，柠萌影业、
银润传媒等业内代表不约而同指出，网友对
“明星刷脸、走过场”的那种网络作品已经“不
买账”，除了演员自身的职业素养问题外，作
品整体出现“注水”已成为更突出的网络文艺
发展瓶颈。

PPTV 聚力传媒高级副总裁、首席内容
官陈旭华在“2017 上海网络视听季”上透露，
该平台针对 2014至 2017 年的 200 多部在线
热播国产剧目进行后台数据梳理，发现观众
“拖拽”“快进”“弹幕吐槽”等综合反应较为强
烈，其中平均拖拽 4 . 6 次、快进 2 . 9 次，拖拽
所跳过的内容时长平均 15 分 30 秒。这在一
定程度上也折射出目前我国网络视听作品生
产存在注水现象。

一些网友还发现，2017 年某热播影视剧
在网络平台上线后，立即推出“干货版”，原来
是超过 50 集的规模，最终缩减了三分之一以
上。网友认为，这意味着制作方其实也间接承
认了注水问题。

正能量+精品化

网络视听产业发展依然“在路上”

前不久，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下发了
《关于进一步加强网络视听节目创作播出管
理的通知》，强调网络视听节目必须坚守文明
健康的审美底线，要坚持与广播电视节目同
一标准、同一尺度。

9 月 7 日在北京举行的全国电视剧工作
座谈会上，进一步对电视和网络两大播出载
体提出要求：要规范引导播出平台，切实把好
上线关口，实现电视剧和网络剧统一导向要
求、统一行业标准，更好地弘扬主旋律、传播
正能量。

腾讯孙忠怀接受采访时分析，尽管网络
平台自制影视作品的投入进一步加大，但“电
视台与互联网”联播和联动，仍是最适宜当前
网络文艺作品制作播出的一条路径。他认为，
无论是传统的电视荧屏，还是如今的移动互
联终端，打造精品、讲好中国故事是不同平台
的共同责任。

罗建辉表示，下一步国家新闻出版广电
总局还将通过实施“网络视听节目精品创作
传播工程”、设立专项基金等，促进整个行业
“孵化”更多精品力作。

▲“茶姐”郑丽娟(右二)和茶场员工在采茶(8 月 29 日摄)。新华社记者赵颖全摄

江西：“降”出生产力，“优”出竞争力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刘红霞、秦宏)“我们今

年准备再投资 1 . 8 个亿，新建 2 万平方米无尘
封闭式厂房。”站在机器轰鸣的车间门口，江西
伊发电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刘家银指
着厂区一片已经破土动工的场地说：“政府各方
面的支持给我们吃下了‘定心丸’，我们对加大投
资有信心。”

刘家银所在的崇仁县，是江西省变电设备
制造大县，全县 110 多家规模以上企业中，变电
设备相关企业占比过半。通过扎实推进降成本
优环境专项行动，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的背景
下，该县今年上半年规模以上企业主营业务收
入 93 . 4 亿元，增长 12 . 1%；工业增加值 21 . 8
亿元，增长 9 . 5%，企业信心不降反升。

“我们的信心来自政府实实在在的支持，而

不是口号式的服务。”刘家银说，就拿县里来
说，企业如果要扩大产能新建厂房，政府会按
面积予以补助，这是实打实扶持。据统计，
2016 年 5 月专项行动启动后一年，崇仁县就
为企业减负 2 亿元，预计到 2017 年底可减负
3 . 33 亿元。

崇仁变电设备产业已有几十年发展历
史，如何让这一传统产业提速换挡、迸发新活
力，是当地政府着力研究的课题。崇仁县县委
书记程新飞告诉记者，为了助推产业转型升
级，崇仁在“降”字上下功夫的同时，还着力在
“优”字上做文章。“一企一策”“一企一表”、干
部挂点负责、政银企对接、组建变电设备物资
仓储配送中心……一批批利好政策落地，让
企业家掌握行业发展趋势，科学运营企业，减

少后顾之忧。
“真是没想到，县里居然会专门组织我们

上北京学习企业管理，除了往返路费，其他费
用都政府买单。”说起前不久在中国人民大学
的培训经历，江西亚珀电气有限公司总经理
杨和茂直言，政府用心良苦。

据杨和茂介绍，县里不仅组织企业负责
人出门培训，还经常上门服务，从政策宣介到
问卷调查，甚至还请人为企业负责人讲授招
投标相关课程。“做好产品是一码事，把产品
卖出去是另一码事，县里搞的这些培训针对
性实用性很强。”他说。

崇仁企业家信心的增长，是江西深入推
进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的一个缩影。

记者了解到，今年以来，江西在 2016 年

出台 100 条为企业减负政策、减下 500 亿元
企业成本的基础上，又建立起省级涉企重大
问题协调机制，扩大企业帮扶客户端平台线
上解决问题覆盖范围，并在企业物流、用电成
本、物价等方面出台了 21 条细化措施。同时，
通过启动企业投资项目承诺制试点，江西行
政审批和中介服务事项累计精简了 58% 和
68% 。

在降成本优环境专项行动的助推下，企
业投资的信心和热情不减，新产业发展迅速。
今年上半年，江西省 GDP 同比增长 9%；全
省新登记企业增长 27 . 7%，同比提高 2 . 2 个
百分点，日均新登记企业 397 户；战略性新兴
产业增加值增长 11 . 7%，高新技术产业增加
值增长 11 . 1%。

今年上半年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共处

理 155 部存在内容低俗等违规问题的网络原

创节目，其中对 125 部严重违规节目做了下线

处理，对 30 部违规节目做了下线重编处理

擅自发掘，未及时上报重要发现

国家文物局回应汤显祖

家族墓园遗址考古疑问
据新华社北京 9 月 12 日电(记者施雨岑)8 月底，江西

省抚州市对外发布汤显祖家族墓园遗址考古工作成果，引
起了社会广泛关注。与此同时，这次考古行动是否符合相关
规定、是否“突破”了国家文物局此前对本次考古划定的“红
线”，也引起了公众的广泛关注。国家文物局文物保护与考
古司考古处副处长张凌近日就这些问题接受了记者专访。

“今年 4 月，国家文物局批复了汤显祖家族墓园遗址
2017 年度考古工作方案，明确提出‘发掘应在充分调查、勘
探的基础上进行，发掘对象应为墓园内相关建筑和附属遗
迹，不能涉及汤显祖墓葬本体’。”张凌说，但有关考古单位
在开展考古工作的过程中未严格按照批复意见实施，存在
着擅自发掘墓葬本体、重要考古发现未及时上报等问题。

张凌分析说，一方面，当地相关考古单位错误理解国家
文物局的批复精神，已经清理到一些墓葬券顶。对于墓葬，
不能说没有打开墓门就不算发掘。另一方面，在取得了一些
考古发现后没有上报，在对外发布消息前没有与国家文物
局进行沟通，都不符合工作要求。

此外，对于考古的新闻发布，张凌认为，报道的方向和
切入点至为重要。“从国家文物局的角度，我们从不主张主
动发掘名人墓葬，希望公众关注文物的保护、历史文化以及
艺术价值，所以更加强调新闻发布时的导向和关注点，避免
炒作。”她说。

据介绍，国家文物局已于 8 月 31 日正式约谈江西省文
物局、抚州市人民政府，并正式致函江西省文物局，明确要
求进一步查明核实汤显祖家族墓园考古工作过程中所发生
的擅自进行墓葬发掘、未及时上报重要发现等情况，并尽快
将相关调查及处理意见正式上报国家文物局。国家文物局
对此事件中存在的违法违规行为将严肃追究相关单位和人
员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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