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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新闻
新华社重庆 7 月 16 日电(记

者韩振)炎炎夏日，秀美的重庆市
璧山区秀湖国家湿地公园碧水荡
漾，芳草肥美，游人如织。琴音缭
绕处，一些游客正坐在茶馆品茶
赏乐。

“4 年前我返乡创业刚在这
里开设茶馆时，谁会相信一个没
有麻将牌的茶馆，居然能够生存
下来，并且生意还这么红火！”49
岁的云庄茶馆负责人王永华感慨
地说。

在川渝地区，群众到茶馆消
费，大多是边喝茶边打娱乐麻将。
但王永华偏不信这个邪，他决定开
一间只供喝茶、没有麻将的茶馆。

“我要为家乡添份‘雅’，在这
里注入更多文化！”他说，自己
2015 年以前，一直在云南做茶叶
生意，对茶文化比较有研究。“不
把自己的特长利用好，不但亏待
了自己，也对不起家乡。”

对于他的这个决定，他身边
的朋友纷纷泼冷水。“很多人劝
我不让搞，说生意肯定做不好。
但越来越美的家乡却给我了信
心。”王永华说，近年来，璧山逐
渐成为一个“小而美”的城市，都
市中见田园、田园中有都市。“小
而美”的背后，当地政府对文化
也日益重视，曾经“沉睡”的文化
资源正在被“唤醒”。

秀湖之畔，一条由仿古建筑
群落构成、闲置了六七年的水
街，如今正在被当地政府打造成
国际非遗创意小镇，以传承、发
扬我国优秀传统文化，提升本地
的人文底蕴，目前台湾、河南、浙
江等多地的 19 个非物质文化遗
产项目已签约入驻。

“实际上，璧山的人文底蕴非常深厚，历史上出过两位
状元和多位翰林，还有大量的人文古迹、传统技艺，近年来
璧山一直在加快发掘、整理和活化。”璧山区委宣传部部长
欧汉东说，王永华与璧山正在做的事情不谋而合，那就是不
但让璧山更美，还要让璧山更“雅”。

“共同的目标，让我们双方相得益彰。”王永华说，璧山打
造的秀湖国家湿地公园吸引了客流量，而文化资源的挖掘、
文化产品的打造又提升了市民的文化素质，这为饮茶培育了
潜在消费群；茶庄也顺势而为，不但布置上雅趣横生，还引入
古琴、箜篌等声乐演艺，茶韵和音韵相互交织，让秀湖不但有
了“颜值”，更有了“气质”，这又反向拉动了客流量。

客流量一大，生意想不“火”都难。“2015 年，茶庄收入
只有几十万元，去年一下增加到 280 万元，今年仅上半年收
入就接近 200 万元。”王永华说，茶庄不但收入可观，还解决
了 10 多个人的就业，在这里工作的茶艺师，每月最高收入
上万元。

新华社福州 7 月 16 日电(记者王成)福建
南平素有“绿色金库”的美誉，但资源“家底”不
清、权属不明、数据重叠等问题，一度成为绿色
发展的桎梏。近两年，南平市将过去分散的资源
数据在“一张图”上集中展示，资源管制边界初
步厘清，并在此基础上探索“生态银行”模式，
“青山”蝶变为“金山”的路径逐渐清晰。

算清资源账

破解“九龙治水”困局

通过政府招标挂牌成立的采石场，却突然
被告知占用了樟元山省级森林公园的土地。南
平市浦城县菜园圃采石场企业主黄君贤一头雾
水。原来，当初在国土资源部门批复矿区之后，
林业部门在附近设立了森林公园，两个部门之
间的数据重叠，令黄君贤无意中“被违法”。

“问题出在各类自然资源数据标准不一、口
径不一，家家出数据、家家不一样。”南平市自然
资源局局长王冲说。

针对山水林田湖草等自然资源家底不清、
权属不明、数据重叠三大突出问题，南平市在福
建省率先推出国有自然资源资产统一信息管理

平台。
“打破数据壁垒，归集全市国土、林业、水

利、农业四类自然资源数据信息，建立资源目
录清单，绘制出南平市自然资源资产‘一张
图’。”南平市自然资源局自然资源所有者权益
科负责人游文平介绍，“对自然资源的管理，实
现了从分散到统一、从粗放到精细的转变。”

自然资源“一张图”

厘清管制边界

工作人员登录“南平市国有自然资源资
产管理平台”，显示国有土地、国有林地、国有
森林、矿产资源储量等一系列专题，不同颜色
的线条标记着土地的清晰边界，随机在南平
市地图上选取一个地块，平台即可自动查询
分析土地的使用情况、权属认定、用途管制等
信息。

“在这‘一张图’上，既能清晰展示自然资
源的分布、种类、数量等情况的遥感影像，还
可应用于项目合规性分析、数据叠加分析等
应用场景。”南平市自然资源局地理信息管理
中心负责人方利超说，“以往要确定一个项目

的选址，企业要挨个部门跑，相关领导要把涉
及的各部门负责人召集起来开会研究，如今
化繁就简了。”

福建和顺矿业化工有限公司负责人雷和
孙打算在浦城县某村开展矿山恢复治理工
程，开发旅游项目。“哪些地块符合开发条件，
以前要先到环保部门了解生态红线范围，再
去林业部门了解保护区范围，然后去建设、国
土部门了解建设规划、土地利用规划。”雷和
孙说，“现在，只要在平板电脑上划出范围，各
类国有自然资源数据、规划范围和管制边界，

一目了然。”

探路“生态银行”

激活“绿色动能”

生态资源优越、自然资源“家底”厚实，如
何打通资源变资产的通道？南平市启动“生态
银行”试点，探索绿水青山转化为金山银山的
路径。

顺昌县拥有林地 250 万亩，当地依托县
国有林场通过购买、租赁、托管、合作经营等
方式，将农村地区零散化、碎片化的林木资源

收储整合。“把自然资源部门的国土规划、城
乡建设规划、生态红线等数据，导入森林资源
矢量图，挖掘分散化输入的数据价值，再集中
化输出。”顺昌县国有林场场长赵刚源说。

在自然资源“一张图”管理基础上，顺昌
县试点设立森林“生态银行”，为林农提供租、
卖、托管、合作经营林地等回报机制。

“我跟‘银行’签订了 9 亩山林的托管协
议，每个月能领到收益 310 元，还能从山林的
经济效益里分红。”第一个拿到“森林存折”的
顺昌县水南村村民夏六华说。

武夷山市五夫镇对水、田、林、茶等生态
资源进行摸底，叠加各政府部门的规划类、管
制类数据，形成电子化、可视化、交互式的五
夫镇生态资源“一张图”，令投资客商的信息
搜寻成本大大降低。如今，田螺湾、葡萄园、艺
术家小镇等“生态银行”项目，正让政府、企
业、农户共享生态资源的开发收益。

南平市发展改革委生态科副科长郑建聪
介绍，南平各地结合自身资源优势，纷纷建立
“生态银行”信息系统，涌现出森林生态银行、
文化生态银行、水生态银行等运作模式，推动
着“青山”向“金山”蝶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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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平：绘制资源“一张图”，推动青山变金山

媒体报道应是探照灯而非哈哈镜

“水冰转换”让“水立方”变身“冰立方”
记者探访冬奥改造最新进展：“水立方”每年可进行一次“水冰转换”

新华社北京 7 月 16 日电(记者张骁、汪涌)
国家游泳中心(下称“水立方”)正通过“水冰转
换”改造工程成为世界首例在泳池内搭建冰壶
赛道的冬奥场馆。记者日前深入“水立方”改造
工程关键环节——— 冰场可转换结构施工现场，
探访“水立方”变身“冰立方”的最新进展。

昔日奥运泳池被钢结构“填满”

根据 2022 年北京冬奥会和冬残奥会冰壶
比赛需要，“水立方”将在保留水上功能的基础
上新增冰上功能，即在比赛大厅中部搭建冰场
可转换结构并安装可拆装制冰系统，形成具有
4 条标准赛道的冰壶场地——— 这在冬奥会历史
上尚属首次。

国家游泳中心总经理杨奇勇介绍，改造工
程涉及冰场可转换结构体系、冰壶场地热湿环
境、冰壶场地体育照明、场馆综合节能和场馆建
筑声学等 5 项具体课题。其中搭建冰场可转换
结构是“水立方”变身“冰立方”的关键，也是现
阶段改造重点。

记者近日在“水立方”比赛大厅看到，曾举
办北京奥运会游泳、花样游泳和跳水项目的标
准泳池已经放空池水。泳池空间被一座冰场可
转换钢结构“填满”，数十名工人在钢结构上铺
设预制混凝土板。

水冰转换结构总误差将控制

在毫米级

看似是在泳池里“搭架子”，但这套冰场可
转换结构的设计考量和安装精度堪称周密。

杨奇勇举例说：“人在地板上打球时，每秒
会在地板上跳动两到三次，人和地板的振动频
率在 2 赫兹左右。如果地板结构自振频率低于
2 赫兹，就会出现共振效应，地板开始颤动。而
目前在建的‘水立方’冰壶赛道，虽然冰面长度超
过 45 米，冰面厚度仅为 60 毫米，但根据冰壶赛
事场地的要求，其冰面结构自振频率需达到 30
赫兹。”

为实现上述冰面使用指标，目前支撑冰面
的可转换钢结构使用 2600 根 3 米高、2 米长的
薄壁 H 型特制钢材搭建而成，每根梁柱装有柱
脚，每个连接点装有可拆卸高强度螺丝，确保钢
架紧固结实。钢架上方需铺设 1500 块 1 米见
方、厚度达 100 毫米的预制混凝土板。

“在预制混凝土板制作过程中，我们派专人
从生产环节控制并校核生产精度。在冰场可转
换结构施工现场，也有专业监理工程师对钢结
构和混凝土板进行现场抽检。”国家游泳中心高

级工程师贾宇介绍，预制混凝土板安装时，每
名工人还需使用卡尺进行精密微调，将“水立
方”水冰转换结构的总误差控制在毫米级。

“水立方”每年可进行一次

“水冰转换”

杨奇勇透露，上述冰场可转换结构将于
7 月底全部搭建完成，工作人员将继续在结
构上铺设保温层、防水层和制冰管路层。目

前，制冰机器和管路正加紧制造中。
贾宇介绍，凭借这套冰场可转换结构和

可拆装制冰系统，“水立方”将拥有水上和冰
上两种功能。按照规划，日后春、夏、秋三个季
节“水立方”可开展游泳比赛、群众游泳水上
活动以及文化演出活动；冬天可开展冰壶、冰
球等冰上比赛，形成冰上赛季。这意味着“水
立方”以后每年可进行一次“水冰转换”，即冰
场可转换结构和可拆装制冰系统每年有一次
“搭”和“拆”的过程。

据“水立方”改造总体施工规划，目前“水
立方”空调机房更新、室外制冰机组制造、除
湿机组加工和管线安装、消防和监控设施升
级等工作也在同步推进。另外，记者看到“水
立方”看台改造工作已经收尾，看台地面经重
新打磨变得非常平整，看台新增的 22 处无障
碍座席已搭建完毕。

预计今年 11 月，“水立方”将进行基础制
冰工作，明年 7 月将完成场馆永久设施改造
任务，满足举办冬奥会测试赛的需求。

本报评论员刘晶瑶、易艳刚

被租客带走失联的杭州女童已确认遇害，
但有些媒体仍没打算“放过她”。7 月 15 日，有
报道称女童家人准备将其遗体火化后海葬，在
网上引发争议。女童父亲当晚发了一条朋友圈
澄清，并强调“有些媒体请不要在我没确认情况
下擅自做主发布一些没确定的信息”。

女童父亲曾多次感激媒体和记者，从很多细
节都能看出他的克制与理性。相比之下，围绕这
起悲剧性事件，一些媒体报道和自媒体文章，却
有太多不规范、有违传播伦理的“出位”。一些过度
联想、臆测甚至无中生有的文字，不是如实厘清
事件真相的探照灯，而是扭曲信息的哈哈镜。

此前网上还出现了很多无根据指责受害者

家人的言论，不能不指出，一些媒体的报道对
此是有责任的。比如，有一些记者涌向女童和
爷爷奶奶生活的地方，没有看到老人哭天抢
地的画面，于是在报道中将他们的沉默说成
是“冷漠”，甚至给人一种老人爱占小便宜、重
男轻女的印象。这些报道在网络上被断章取
义、添油加醋，部分地影响了舆论风向。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在女童遗体被找
到但身份有待最终确认之时，某机构媒体竟
然未经家属同意，以女童父亲的名义开通了
一个认证账号，并“独家编造”了几句特别煽
情的表白。虽然该机构很快道歉并辞退了相

关编辑，但这种消费逝者的做法，已经跌破
底线。

其实，新闻事件的热度越高，越考验媒介
规范与传播伦理。遗憾的是，一些机构媒体为
了“抢新闻”，也将新闻行业的底线要求抛在
了脑后。他们不加甄别地有闻必录、听信捕风
捉影的传闻、确认女童遇难后仍不给照片打
马赛克……如此种种，不一而足。

对新闻事件，机构媒体的报道必须有更
专业的态度，对报道方式和角度也要保持审
慎。毕竟，这是一个“凭二手信息围观的时
代”，机构媒体提供的信息在很大程度上决定

网络和自媒体“蹭热点”的姿势。如果机构媒
体能做一个客观的记录者，网上就会少一些
偏见和以讹传讹；反之，如果机构媒体成为哈
哈镜，充斥网络的就可能是各种三观不正的
“10 万+”。

新闻工作者是社会这条大船上的瞭望
者，在“流量诱惑”面前，是践行生命至上、真
实性、最小伤害、善意、良知的媒介伦理准则，
还是做罔顾媒介规范、迎合网络低级趣味、煽
动网友情绪的推手，决定了一家媒体的格局
与品位，更会潜移默化地形塑公共舆论场的
底色。

在众声喧哗的新媒体时代，一些自媒体
越是为博眼球无所不用其极，机构媒体越要
保持克制和定力，不被“抢新闻”“抢流量”的
冲动裹挟。一事当前，做坚守价值底线、媒介
规范和传播伦理的探照灯，努力为受众提供
客观真实的报道、负责任的分析，不仅是机构
媒体在“后真相时代”的基本职责，更是凸现
自身价值与不可替代性的关键。

新闻事件的热度越高，越考验媒介传播伦理。越是一些自

媒体为博眼球无所不用其极，主流机构媒体越要保持克制和定

力，不能被“抢新闻”“抢流量”的冲动裹挟

▲这是 7 月 10 日拍摄的在进行冰场可转换结构施工的“水立方”。新华社记者鞠焕宗摄

新华社郑州 7 月 15 日电(记者李鹏)费时近两周之后，
在 80 厘米×100 厘米的画布上，用 24 种颜色人工绘出的一
瓶鲜花跃入眼帘。对于郭改涣而言，这意味着马上又有一笔
款进账了。

今年 39 岁的郭改涣是河南省西峡县军马河镇后河村
的一名农村妇女。2018 年底的一场厄运，让她滑落到贫困
的边缘，却也让她与绘画结缘。从此，她用双手绘制出一幅
幅精美的油画，也“画”出了脱贫新天地。

郭改涣原本有一个幸福的家庭。全家四世同堂，丈夫打
工挣钱，她在家里照顾高龄的爷爷、年过六旬的公婆和 4 岁
的女儿。2018 年 11 月，丈夫意外身亡，生活的重担突然压
到她一个人身上。

“给你评个贫困户吧，多少能解决点困难。”了解到家庭
变故，村里的扶贫干部找到郭改涣，希望她能鼓起生活的勇
气，但一时间对于“怎么帮扶这样一个负担沉重的家庭”也
深感为难。后河村在西峡县城以北 50 公里的大山里，耕地
稀少，外出务工是全村的主要经济来源。郭改涣文化程度不
高，上有老、下有小，“找了几个月也没找到一份合适的工
作”。

但郭改涣仍然坚持自立自强。“我不当贫困户。”她说，
“靠别人给钱，不如自己挣钱。”扶贫干部看她态度坚决，就
从侧面帮她搜集增收渠道。一次，扶贫干部了解到，外地有
人兼职作油画，不出家门就可以挣钱。随后，扶贫干部赶紧
带着郭改涣和几个贫困户上门求教。

“一连学了好几天，虽然辛苦，但也有乐趣。”郭改涣倍
加珍惜这份工作。作画最考验耐心和细心。每次跟厂家订货
后，厂家都会把画布、画笔和颜料同时寄给女工，每张画布
上密布着和颜料颜色对应的区域和数字，女工们要按照标
准准确调色和着色。

24 种、上百盒颜料调色时，每盒要按顺时针 5 分钟、逆
时针 5 分钟搅匀；着色时的深浅既要覆盖画布上标识颜色
的数字，也不能因为太深而产生色差。一张不到 1 平方米的
画布上密布上千块着色区域，稍有疏忽，还容易漏掉一块
儿。最后，这些油画的精细程度还要通过厂家电脑的验收，
“电脑扫描不通过，就要返工”。

每天作画十几个小时，一幅画完工一般需要一到两周
的时间。“一个月能画 2 到 4 幅，收入两三千元。”对于郭改
涣而言，绘画的收入维持了家里的开销，也不耽误照顾一家
老小。因为绘画技术好，“从来没有返工过”，郭改涣渐渐成
了村里的“名人”。上门讨教作画的人多了，她建了一个“改
涣油画”的微信群，互相探讨。

“画”出脱贫新天地，是当前基层探索脱贫攻坚增收
手段多样化的一个写照。军马河镇党委副书记李辉晓
说，近年来，该镇在脱贫攻坚中利用小品、相声、戏曲等
多种形式宣传勤劳致富、攀贫可耻的思想理念，带动农
村乡风民风改变，“自愿造血”式脱贫增多，增收手段也日
益多样化。

自强“不当贫困户”

“画”出脱贫新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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