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日，新华社“新华视点”
记者调查发现，一些自媒体靠

“黑公关”获取高额利益，有的
一年能收数千万元“保护费”。

虽然对自媒体和“黑公关”
操作早有耳闻，但看到权威媒
体的起底和扒皮后，还是有触
目惊心的感觉。一家汽车行业
公司公关负责人告诉记者，公
司每年要维护上百家自媒体，
大部分年合作的单价从5万元
到数十万元不等，说白了就是
保护费，不交钱就可能被诬陷。
如一家知名互联网公司就曾因
没有交保护费，遭到了自媒体

“报复”，称其“平台任性罚款，
恶意圈钱，搞得商户家破人
亡”，而交钱之后，这家自媒体
态度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连夸
这家公司是“史上最大黑马，亮
点频频，瑕不掩瑜”。一些自媒
体为了金钱而颠倒黑白的能

力，可见一斑。
如今，一些自媒体冠名以

“某某观察”“某某商业评论”
“某某在线”，看起来很官方，但
实质上就是带有“文身”的“打
手”，更为可怕的是，他们与“黑
公关”形成寄生关系，颠倒黑
白，混淆是非，沆瀣一气。

原先，“黑公关”都是隐形
的，习惯于幕后操作，但是因为
自媒体的发展，有些“黑公关”
开始逐渐从幕后走到前台。他
们与一些自媒体公众号组成了
媒体矩阵，如果遇到“不听话”
的企业，随手炮制一篇有偿“黑
文”，便能对企业形成“围攻”，
让不明真相的“吃瓜群众”信以
为真。比如，近日胡润研究院发
布了所谓“2018套现企业家30
强”，就在自媒体上传得火热。
一些自媒体利用一些看似权威
的排行榜，制造舆情热点，其实

是对企业威逼利诱，让企业花
钱买榜或者撤榜，企业配合了
就有面子，不配合就很难堪，类
似“套现大王”的帽子就扣过来
了。这已是“黑公关”常见的操
作手段。

毋庸讳言，不少自媒体的
初衷就是内容创业，赚钱是目
的，但是，当正常的流量、广告
不足以支撑一个自媒体的运营
时，做“黑公关”便成为某些自
媒体的“生财之道”。记者调查
发现，“黑公关”一般有两类：一
类是自媒体写企业负面，然后
上门“谈合作”；另一类是企业
的竞争对手找到自媒体，提供
对方负面信息，由自媒体进行
传播。由此可见，一些自媒体与

“黑公关”是相互利用，甚至形
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
深度利益融合关系，直接操纵
舆论，扰乱市场秩序。

不能再让自媒体“黑公关”
乱象大行其道了。不要小看一
些自媒体和“黑公关”，他们很
容易形成劣币驱逐良币的效
应。现在涉及“黑公关”的自媒
体也许不是多数，但如果不及
时治理，不去清除这种舆论毒
瘤，很容易带坏舆论场风气，不
断挤压那些正当经营的同行。
当行业内容生态被破坏，愿意
生产优质内容的越来越少，突
破底线的文字敲诈越来越多，
就会使得专业的公关机构无法
心无旁骛，让有内容生产能力
的自媒体失去内容自信。最终，
这个行业的社会信誉就会彻底
垮塌，一些还在坚守底线的自
媒体人只能逃离。很多老老实
实做自媒体的人说过，他们最
担心的是可怕的“劣币驱逐良
币”效应，果真如此，自媒体带
来的红利也就荡然无存了。

警惕自媒体黑公关“劣币驱逐良币”

“科研经费结题后给”

是谁家的规矩

近日，山西农业大学动物科
技学院教授陈书明和太谷县海
宏牧业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孙
耀武通过网络联名举报当地科
技部门不及时拨付科研经费。因
为陈书明教授作为研发项目的
负责人，成立了“利用廉价糟渣
开发安全优质肉羊功能饲料的
研究及应用”的立项课题近两
年，晋中市科技局给予15万元经
费支持的承诺却迟迟不到位。

对此，太谷县教育科技局
一位杨姓副局长在接受媒体采
访时解释，15万元确实还没有
给到陈书明所在的项目团队，
但这并非有意克扣。按照当地
惯例，获批立项的科研项目只
有在完成结题验收之后，才能
拿到相应的资金支持。这么做，
主要是为了确保资金使用安
全，避免国有资产流失。

此前，晋中市财政局、市科
技局在下达经费的文件中强调，
要加强资金管理，确保专款专
用，不得截留、挤占、挪用。但真
正的问题是：第一，事前垫资、事
后给钱，真当教授们是含着金钥
匙来搞科研项目的。第二，科研
经费就是拿来搞科研的，事后发
钱岂非成了“科研奖金”？当然，
还有个绕不开的疑问：地方科研
经费理论上是财政预算的合理
组成部分，既然“专款专用”，拖
着两年不给，审计过这部分资金
的使用效率了吗？至于“确保资
金使用安全，避免国有资产流
失”之说辞，难道忘却了经费使
用的程序正义？

“科研经费难要到”，这是
一个带有痛感的共识。每个领
域的核心技术，都是值得珍视
的国之重器；越是追求高质量
发展，越要给产学研尊崇的地
位。官方立项的科研项目，却多
次“讨要”不到科研经费，这不
仅寒了研究者之心，也失了权
力部门之信。公众无法理解的
是：再是缺钱的地方财政，连15
万块钱的科研经费也不能如约
给付了吗？这个问题，恐怕不能
只听“地方惯例”的诡辩，还得
纪检监察部门顺藤摸瓜，看看
应该给出怎样的回应。

（来源“光明网”，作者“光
明网评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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曝光“乞讨奶奶”同样有损城市文明

□张西流

杭州市民陈先生是个热
心人，平常看见乞讨的老人，
总是心有戚戚，会帮助一下。
10月24日，他乘车返杭，在杭
州火车东站看见一位老太太，
坐在狭窄的通道里，凌乱的白
发，朴素的衣着，向等待出租
车的乘客乞讨。陈先生觉得老
人挺可怜，就给了老人五元零
钱。可就在27日，微博上一段
关于杭州东站的广播视频一
下子火遍全国。陈先生看了后
才知道，前几天他施舍的老
人，竟然“家庭生活条件优
越”。

首先必须正视的是，乞讨
现象不仅仅为中国独有，一些
发达国家也大量存在。不可否

认，乞讨者在地铁线成群结对
地行动，确实影响了城市文明
和市民的安全出行，有关部门
对其进行管理和疏导，十分必
要。然而，在广播中公开“乞讨
奶奶”的家境，在网上曝光“乞
讨奶奶”的乞讨细节及家庭情
况等个人信息，不仅侵犯了老
人及家人的隐私权，也亵渎了
老人的人格尊严。

乞讨群体结构十分复
杂，其中有的人确实因为肢
体残障，失去了劳动能力；或
是家庭破败，贫病交加，完全
失去生活依靠；抑或孤苦弃
儿，鳏寡无依，只得靠人施舍
赖以生存。然而，还有许多游
手好闲、不劳而获的人，掺杂
其间，成为惰民一族。特别
是，一些农村中的农民，在冬
闲无事之时，全村成帮结伙
地外出乞讨，以此增加收入，
使乞讨成为一种“职业”。从

报道中可以看出，“乞讨奶
奶”家庭生活条件优越，是一
名职业乞讨者。

然而，尽管“乞讨奶奶”属
于职业乞讨者，其行为有损城
市文明，但不容忽视的是，任
何人都有尊严，乞讨者也不例
外。比如，对待犯罪的人，我们
更多的是采取教育、感化、挽
救的措施，来减少社会的犯罪
率，争取把犯罪的人重新引回
正途。因此，罪犯在监狱中接
受改造，政府也是极力保障他
们的人权，维护他们的人格，
这其中就包括了尊严。连罪犯
都有尊严，那么，乞讨者又怎
么能没有尊严呢？

可见，曝光“乞讨奶奶”，
除了侮辱了老人的人格，夸大
这个特殊群体的社会危害性
之外，对于加强乞讨者的管理
和救助，是徒劳无益的。曝光

“乞讨奶奶”，同样有损城市文

明。这显然值得城市管理者反
思。

与其对“乞讨奶奶”等流
浪乞讨人员进行一味地围
堵，不如加强对乞讨者的管
理和救助。目前亟须相关法
律法规的出台和完善，做到
有法可依，并形成有力的监
管体系，去扶持真正需要帮
助的人，同时打击骗取社会
同情心的职业乞讨者。特别
是，各地应妥善做好流浪乞
讨人员身份查询和照料安置
工作，切实维护其合法权益。
比如，有关部门应建立联动
机制，充分发挥社区等基层
组织的作用，在对流浪乞讨
人员进行排查清理的同时，
实行一对一的管理与服务；
要多了解他们的思想动态及
生活状况，并有针对性地进
行物质和精神的帮扶，竭力
解决他们面临的困难。

葛媒体视点

不要小看一些自媒体和
“黑公关”，他们很容易形成劣
币驱逐良币的效应，使得专业
的公关机构无法心无旁骛，让
有内容生产能力的自媒体失去
内容自信。如果这种乱象得不
到及时规范，这个行业的社会
信誉就会彻底垮塌，自媒体带
来的红利也就荡然无存了。

□金余燕

葛公民论坛

□戴先任

水管堵、电器坏、锁难
开……这些生活中看似不起
眼的小事，却难倒了动手能
力弱的都市人。请维修师傅
上门服务，费用可不低。在不
少大城市，“十元材料百元人
工”的现象并不少见，面对节
节攀升的维修人工费用，许
多“动手能力差”的都市人颇
为苦恼。

“十元材料百元人工”的
现象越来越常见，不仅是大城
市，很多中小城市都是如此。
有时不过是很简单、没有什么
技术含量的维修行为，比如有
开锁师傅“两锤子”破了一把
锁，也收了100元。不断上涨的
维修人工费用，让不少消费者
觉得不太合理。维修人工费用

节节攀升，增加了市民的生活
成本。

维修人工费用上涨，背
后原因不少，媒体调查总结
了几点：生活成本高、中介抽
成多、成熟工人少、社会发展
快等。所以维修人工费用上
涨，也有一定的合理性，随着
消费能力的提升，家用电器
进入了千家万户，自然也会
相应增加维修的需求，消费
者要享受便捷的服务，也应
为此付出一定的代价。而行
业成熟工人少，这些原因都
推高了维修人工费用。

另外，现在很多消费者欠
缺基本的劳动技能也是重要
的原因。曾几何时，“四肢发
达、头脑简单”批评的是身体
健康、知识欠缺的一批人，这
句让说者骄傲、闻者羞惭的
话，体现的是一个时代公众对
知识的推崇。但在知识普及的
今天，“四肢发达、头脑简单”

却反向发展到“大脑发达、
四肢简单”，从一个极端到另
一个极端，这既非个人之福，
也非社会之福。比如还有不少
人居然连换灯泡也不会，很多
人缺乏基本的生活常识、动手
能力，这与家庭教育、学校教
育欠缺对于劳动技能的培养
有很大关系。对此，在学校教
育中，就有必要重视培养学生
基本的劳动技能，这也是对学
生综合素质的培养。

再者，行业也要规范，如
我国相关部门早在2005年就
印发过《家用电器维修服务明
码标价规定》，但这样的规定
难以得到有力执行，劳动维修
费用缺乏统一的标准，存在一
些维修工人乱喊价的现象。这
就有必要对行业进行规范引
导，要让商家做到明码标价，
而维修人员也要持证上岗，保
证维修质量等等。同时，还要
加强对维修工人的教育与培

训，促进行业的发展。而要解
决生活中的小事，社区也应多
出力，如与维修师傅进行长期
合作，为社区居民提供长期服
务等等。

“十元材料百元人工”的
现象，有合理处也有不合理的
地方，维修人员的劳动价值要
能体现出来，所以必要的维修
费用上涨要予以理解，但维修
费用不能乱涨，上涨的话要处
于合理区间。

维修人工费用节节攀升
并不是一个小问题，而是事关
民生的大事，背后牵涉甚广，
亟待解决。这需要多方着力，
抓好这一“民生细节”，才能让
民众更多一些获得感、幸福
感，也更有利于增强城市精细
化管理水平。

葛一家之言

应对“维修人工费用上涨”需多方着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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